
zO18年 6月 1I日 匾兮劝祷畲代祷事顶

堂仑 代祷事顶

香港匣畲 I。 今年 7月 l-1硅 日香港莘人基督教蹒含搴辨福音筻遇饰道畲 9匾 畲安排本月尊题「如

何带领家人骢福音」推勤各堂参舆 9求主使用°

2.匾畲将於 10月 7ˉ翦 日搴行同工旅行 9薷扁参加同工有美好圈契代穑 °

3.求主带颌今届戢晨畲截且

辚差畲 1.泰 圃短宣将於本月 扭-30日 搴辨 9共有 6位 陈景 ’求主保守行程平安,lE利 及陈具有

美好髓腧 °

2.本含鼓黝各霆撞堂畲自定畸Foi於 自己堂畲 F,Fn瓣挑戟祝野差傅课程 9由镡逸雄牧 gT到

各堂畲免夤任教 °求主镶各堂畲有封劐 F,Fi辨 °       ¨

3.港九辚合宣教国契於本月 11日 晚上 7:30在 旺角堂搴行 9求主带颌更多有心锶哉宣

教的年青人参柙
°

_

世界辚畲

2.

靖掏
ΓzO13年世界辚畲第 1吐 届代表大畲」等偌和宣傅代祷 °代表大畲将印裂特刊 9

求主带颂收集稿件 、翻薛 、排版及印刷等事宜 °同畸 °由 6月 中至 9月 期Fol9将每

周邀薷 卜2Fni堂畲扁代表人畲祈祷 9镶各堂畲肢艘一同参舆 9同 心扁代表大畲的需

要代橹 °

薷扁本届篝募怨夤代耩 °除 zO12年 圃除青年宣教营 、印度短宣和行政夤支出外 9第

14属 代表大畲仍需篝募艇夤的 10莴 元 9另 今届世界骈含针劐探钫外地堂畲 9的 需 5

莴元 °

主恩噩撞 堂 1.扁 6月 30日 主日崇拜後推勤的「棵竿人生」代祷 9求主透遇逭坎属蟊的旅程 9攘弟

兄姊妹真正嘹解生命的意羲和神在我们生命中特别的苛gll。

2.扁 8月 6-9日 假沙田突破青年

香港堂 1.感毒主带铥黎耀莘傅道加入本堂同工陈伍 ,参舆牧兔部及饰道事奉 9厢上帝赐福他

的事奉 9也莆钇念他的逋愿 o

2.睛扁 6月 s-12日 大寮生柬埔寨短宣代祷 9厢主保守他们平安 9服事得力 ,芷求主 Ffa

癀幂人的祝野 9镶他们看昆福音未得之民的需要 °

3.翥钇念福音筻迢的篝偌 9厢主透遇钸道活勤燃黠弟兄姊妹的饰道心志 ,芷求主感勤

人赴畲 °

4.祈求主带颌暑期青少年短宣 、各营畲及免童暑期翌铿班等事工顺利篝锖 9同 工彼此

同心配搭怨屋主恩 o

5.翥铯念本堂於 ⒎8月 期 Fol舆 明道社合瓣的笛的铿卷研镀班 9菔主赐堂畲舆栈耩有美

好的配搭服侍 ,祝福造就弟凡蛙妹在翌锂上的睾罾 o

九能堂 1.扁 本堂暑期Foi(7月 22-⒛ 日)有短宣之安排橹告,营 中我们亦畲到西面探窈牧者,

祈求主引萼我们遇程,lE利 及平安 。

2.扁本堂正苛gll明 年的事工,求主黔予各同工有智慧安排各棣事工 °

3.扁太子道西 322虢地政署铺地惯之回覆畲延後至 10月 中,求主引辜遇程 °

硅。扁 7月 7日 有主日福音聚畲,求革

将罕澳

主恩露粗堂

1.扁 暑假的孽生工作橹告 9针有 :辜桨营 (六月十三至十五 日)、 栽培营 (七 月十一

至十三 日)、 放榜支援 、初 中的暑期活勤及新中一的福音工作 9求神赐恩拾所有参

舆及篝割的弟兄姊妹 。

2.自 立第七年 9孰事畲蒋仔细思想鳌定教畲的使命宣言及修改章程 ,求神在营中带损

芷赐下合一的盥 o

3.扁在戕青年面封事桨 、懋爱 、皓婚及生兔育女祷告 9求神保守弟兄姊妹在不同F。:b段

的鞯燮中 9仍 以神居首伍 。



西擐 盘撞 堂 1.扁 配合香港莘人基督教辚含
『福音筻遇』9本堂已推勤禧告 9领 人蹄主代求 9癞全

艘肢艘同心参舆 °莆扁 T/7及 l4/7的福音主日祷告 ,匏念鞲 晨何俊德牧茚 °

2.薷钇念教畲於 6/7及 ⒛/7参加 中西匡的遍傅 9求主感勤更多肢艘参舆 9火熟他们

钸道的心 °

3.葩念 s/7春天镬理安老院的崇拜(每月一次)厢 更多畏者蒙恩得救 ,芷得著栽培 。睛

代祷 °

旺角霆撞 堂 1.扁聘请一夤青埽女及鬼童事工的傅道同工祷告,求神差遗 °

2.扁暑期蹋毅第二期英文班及福音营祷告,求神引颂各项篝偌都得以顺利迮行 °

3.扁参舆以上活勤的中二及 中三擘生的心露祷告,因 同孽来自没有宗教背景的孛校,睾

生多封基督教不懿哉,他们也多是新移民,也不懿哉耶觫是推,所 以在饰道遇程需要

花很多畸Foi在预工上和建立彼此 FgB的 信任,求神赐忍耐 、爱心和智慧予辜茚们,能一

步一步带领他们蹄向基督 °

4.扁 23乇〃7有 兔童暑期璧铿班祷告,同 期也彀埽女福音聚畲。求神使用每佃擐茚,攘

免童和家畏锶哉耶觫和颀意相信袍 °

蓝田露撞堂 l。 莆祷告钇念 7月 17~19青 少年营畲 9求主使用营畲攘青年人锶哉主真理更多 °

2.莆祷告匏念 7月 30~8月 3日 假期垩锂班 ,铯念的 80△ 00位小朋友参舆能攘其 自小

懿哉主 9求主记念服含及篝传 °

3.薷祷告记念 8月 11△ 3日 小荸生营畲 9求主使用营畲能建立更多少年人属盥生命的

成畏 °

4.翥禧告匏念 7月 14日 福音主日的推勤 °

沙田噩撞 堂 1.扁 30/6的 婴孩献槿及浸槿禧告 9攘刚受浸的含友艟镘在信仰和教畲成畏 9也更多

方面参舆教畲事奉 °

2.扁暑期有 7位参加「钫苹」、8伍弟兄姊妹寥加「短宣」和少年福音工作禧告 9透遇逭

些活勤攘弟兄姊妹更怨屋神的真寅 °

3.扁教牧同工和孰事、纽畏、尊绵禧告 9攘他们身心盘得著健壮 ,可以在事奉铿屋神

的同在和能力 °

荃潸霆撞堂 1.莆记念七月一至十四 日福音璧遇,〃7音祭钸道主日及 13/7话劂饰道晚畲 。

2.睛匏念 23/6蹋 始浸槿班 9S/9扁 浸槿 日°

3.翥匏念 15/6理 事畲巍,将封蓊教畲未来福音策略 °

束涌露撞堂 1.扁 19-21/6搴行 中六福音菅+Ft名 有 121位 同荸参加代禧 °

2.扁 22/6搴行小六辜桨生 日营代祷 °

3.扁 3/7噩撞堂怡文搴行美满人生饰道畲代祷 ,鞲 具睐镜如牧钸 °

4.扁 T/7本堂搴行福音主日 9鞲 晨睐镜如牧gT代橹 。

大埔 盘撞堂 1.扁 要 F△a始 等割的期事工代禧 °(中 一新拄册 日及街接课程 )

2.扁要篝割的大尊圃契代祷 97月 1-3日 将有一佃尊扁大尊生的营畲)

3.扁 8月 10-12日 的澳 Foa钫 宣艘腧代祷 (有 8伍青年人参加 )°

元光盘撞 堂 l。 扁聘薷傅道橹告 9求神差派同工到元光堂煽助教畲飧展 °

2.扁 雨佃孽校菅畲祷告 9求神使擘生在营畲中懿哉及接受耶觫 °

洪水檎

霆撞 堂

1.感谢父神带领本堂 37周 年的堂虞

2.扁文懑拭的肢镬完成考拭感恩 ,锖扁他们的假期及前路祷告

3.薷扁本堂的慕道者及新朋友代祷

4.扁本畲在圃内的助擘事工感恩 9求主保守

5.请扁本畲封割於七月中旬往圃内的短宣代祷

6.扁 莘人辚畲饰道筻逼代禧             ¨



元朗露撞 堂
l。 扁 6月 9日 父棍茚主日弟兄姊妹颌人赴畲祈橹 °

2.舄 6月 9日 幼免情锗行扁管理工作坊之之推勤及参舆之家畏祈穑 o

3.扁暑期各瑁活勤之篝偌及推勤祈耩 :生 命成畏菅 、绑中日营 、功稞鞴班 、兔崇
主瓣 「揶置方舟胫奇之旅J°

压。扁全港福音燮遇本堂之篝锖祈橹 °

5.扁 今年理事遇搴之篝锖祈橹 °

6.舄今年预锖浸楗的肢艘祈橹 °

元福堂 1.薷扁 12/s的镄怨日营祈橹,的 60钲肢镬参舆 ,求主的话建立弟兄姊妹的届篮生命 °

2.薷扁父棍笫憋棍主日祈橹,营 日锖有服餐 9求神使用使用祝福肢娃艉朋 9懿哉福音 °

3.薷掏琨正等偌的暑期青少年菅祈穑 9的 88人参舆 9求主凝煅他们及引颌他们参舆青

少年崇拜及暑假活勤 °

4.薷扁束莞小孥事工之家畏小缸祈祷 9求主使用接镯有需要家庭 ,芷引辜他JFi返到教

畲锶哉神 。

5.扁教畲的探钫日祈祷 9求主使用 9蹋颧肢艘及新朋友家庭 9癞神的爱激励肢艘参舆

服事 °

屯田 盈撞 堂 扁配合香港莘人基督教璐畲 「福音筻遇 」 9本 堂於 23/6下 午搴行锢 人饰道剞

铼 9由 柳镇平牧钸主颌 ;又於 14″ 搴行 Γ
饰道主 日」 9由 莫鏖 霎牧 gf主 薷 9

求主使 用 9全教 畲憩勤 具 ,接 受裘偌 ,颌 人蹄主 o

钇念本堂 all Fii始 雨纽之 Γ田徒剞觫 J,求 主赐参舆之纽畏 、副扭畏 、纽 具透
遇有纪律 的属 霾操 睐及互勤 ,彼此建立 9作 满有生命影譬力主耶觫 的田徒 °

铯念本堂有五钲 青少年参加辚差畲搴辨泰 圃短 宣 9求 主引镙 、保镬 、使 用 9

拓 圃他们 的祝野 9激助他们 的信心 9燃 黠他们 的使命 °

本堂於 7/7崇 拜後搴行 家聚 ,攘 弟兄姊妹就教含的綮展 9一 起 交流 、祈祷 9

求主赐恩 9後舆神 家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