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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浸祈禱通訊 

(13 - 19/12) 

 

第一天：為中浸禱告 (1) 

Technology for Mission 

1. 感謝神，教會的新網址現已進入最後的測試

階段，求主保守一切順利。又為著在當中事奉

的弟兄姊妹感恩，求主加恩加力。 

2. 教會的資訊科技網絡 (I.T. Network) 需要重

新安排整理，請記念當中繁重的工作，並且預

備合適的弟兄姊妹去辦理 。  

3. 求主加添人手，好讓教會的資訊科技能更有

效地促進教會的崇拜、培訓和福音事工 。 

 

第二天：為中浸禱告 (2)                         

為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禱告 

1. 記念教牧同工事奉上的勞苦，求主保守教

牧同工們的身心健康，並加添他們智慧、信

心和堅毅，又安慰他們。主啊，願兄姊們能

多體諒和關心，並以恒切禱告托住他們。 

2. 記念各領袖和事奉人員為主的努力和辛勞

，願主親自報答。又求主保守各人的身心健

康！ 

3. 為患病的兄姊和親友禱告，求主醫治，更

因依靠神而有信心和平安。又求主供應一切

需要；又安慰家人。 

4.  為眾兄姊的健康代禱 !  

5. 近日有兄姊的親友離世，求主安慰憂傷的

心靈! 

6. 記念兄姊們年長的父母，特別是在遠方居

住的，求神看顧和保守。 

7. 為正在找工的兄姊們禱告，求主開路和供

應生活一切需要。 

8. 為正在談戀愛，或正在準備結婚的兄姊們

禱告，盼望他們每日同心與主同行，明白主

的指教，又求主引領他們的前路。 

 

(註：因私隱法例，需要禱告的事情不能列出名字和細節

。大家可以就對不同兄姊的個別認識，自行加上禱告事

項，並按個人感動和領受切切禱告。) 

 

 

第三天：為本地社區服侍宣教禱告 

Peaceful Living 

1.求主使用 1 月份 Back to School Appeal 去

幫助在澳洲本地居住的貧窮小朋友能有食物、

有校服、鞋、書本和文具等基本需用，開心地

上學 。 

2. 記念爸爸媽媽 Support Groups，願主使用

，使兄姊和朋友們能在分享中彼此鼓勵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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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學習作個好爸爸/媽媽。 

3.感恩神的帶領已開始了三個給未信者的媽媽

Support Groups，求主加力給服侍的姊妹，

並求主打開未信者的心，讓她們感受神的愛及

早日信主。 

4.記念「留學新鮮人2022」的籌備，求主幫助

兄姊有智慧準備並能接觸及服侍新朋友。 

5. 感謝神的帶領，Frankston Support Group 

2021 年 Sem 2 的活動已完結。求主帶領團隊

開展新的 Support Group，並且於新一年能持

續跟進及服侍準備回澳讀書的學生。 

6. 求主加添智慧給團隊籌備下年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ssion 及 Young Adult 的外展事工

。 

 

第四天：環球宣教 –  

Gordon & Maggie (COCM) 歐洲宣教士 

代禱事項:  

1. 感謝主，一位在 Montpellier 學生團契聚會

了一段時間的學生決志信主了，求主保守他在

主裡的成長，並繼續渴慕認識主。目前我們學

生團契另有 7 位學生慕道友定期來參加我們的

查經聚會，求主繼續在他們心中動工。 

2.我們在 Montpellier 學生團契開始了一個法

語口語練習茶座，幫助有需要的同學練好口語

，同時也是一個福音預工，求主使用，可以認

識和幫助更多的學生。 

3. 我們將在 12 月 18 日在 Montpellier 舉辦

聖誕慶祝佈道會，聖誕佈道會主題及內容已訂

好，除了有年青人演話劇和默劇，也會有家庭

組獻詩，求主保守一切籌備及排練工作，保守

團隊有合一和謙卑的心，攔阻一切破壞的工作

，目前已發出宣傳和邀請，求主帶領尋求衪的

人來到聚會中，求主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 

4. 我們也會在 12 月 22 日在 Grenoble 舉辦一

場同樣的聖誕慶祝佈道會，並帶領 8 位

Montpellier 的弟兄姊妹（學生為主）前往服

事，求主保守團隊一切的行程安排和旅途安全

，聚會順行完成，並使弟兄姊妹的生命能透過

服事有所成長。 

5. 12 月是個忙碌的月份，除了籌備聖誕聚會

，繼續平時每周三次的聚會，Gordon 仍需要

額外出差兩個周末，Maggie 仍需獨力完成很

多事情包括整體的聖誕聚會預備，求主賜我們

有好的健康和體力，可以完成主工。 

6. 感謝主，雖然申請醫保卡的過程複雜，但經

大家的代禱，最近收到一份關鍵的文件，可能

可以推進申請過程，求主繼續為我們開路。 

7. Maggie 的媽媽身體仍然比較弱，求主保護

及保守她，並可以順利辦完事，返回深圳。 

 

(註：因私隱法例，需要禱告的事情不能列出太多細節及

個人資料。大家可以就個別認識，自行加上禱告事項，

並按個人感動和領受切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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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被逼迫的基督徒 

在世界各地，基督徒被逼迫的情況日趨嚴重。

請看 2021 全球守望名單，為排名第 44 位的阿

曼 (Oman) 信徒切切代禱。 

代禱資料，請到以下網址細閱: 

 

https://www.opendoors.org.hk/zh-hant/oman/ 
 

第六天：為世界各地的苦難禱告                 

為全球 COVID 疫情代禱: 

隨著病毒變異，新一波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由

疫情開始至今，全球已有超過 2.65 億 COVID

病毒感染，及超過 525 萬人死亡。求主憐憫! 

 

世界各地的疫情仍持續，有不少亞洲國家如: 

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及日

本的疫情均有新爆發，請代禱。 

1. 各國正開始接種疫苗的計劃，祈願這些疫

苗真有其效，好讓疫情受控。 

2.求神加智慧給研發疫苗的團隊去研發疫苗

，以應付新的變種。 

3. 願各國都顧及貧窮國家的需要，以致各地

居民都得幫助。 

4. 疫情影響全球的兒童，特別是貧窮的國家

，求神保護他們，讓他們安全及讓他們能夠

繼續學習，不要影響他們成長。 

5. 隨著印尼、尼泊爾、孟加拉和巴布亞新幾

內亞新一輪的 COVID-19 危機，請為醫院和

救援人員祈禱，因為他們繼續為最邊緣化的

群體服務。祈求上帝給他們力量並提供他們

必須的醫療設備。 

 

為澳洲代禱 

1.為維州的疫情禱告。又為大家能遵守抗疫

措施代禱。 

2. 記念澳洲快將開關，疫情亦有可能會因此

變得複雜，求神保護澳洲，讓澳洲對外開放

之時，亦能繼續做好嚴謹的防疫措施。 

3. 求主加智慧給澳洲聯邦和各州政府去謹慎

地逐步開放，並繼續提醒人民繼續防疫不要

鬆懈。 

4. 因疫情而在精神或情緒方面受困擾的人實

在不少，精神科醫生們已收到很多求診個案 

。求主憐憫及賜平安。 

5. 記念鄰近澳洲的國家 (如: 巴布亞新畿內亞

等地)的疫情。澳洲正在協助抗疫。 

 

為萬國萬民代禱 

「正義使國家興盛，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箴 14:34 新譯)                          

- 為各國執政者禱告，願他們敬畏神，按聖

經真理和價值行事，並有智慧地治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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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百姓，好讓世人能敬虔莊重地過平靜安

穩的日子，並得以認識主耶穌。 

- 願主的福音廣傳，叫更多人從罪惡中快快

悔改，歸信主耶穌。又願神的公義和真理彰

顯在這既混亂又黑暗的世代中。 

- 為全球經濟和各地民生禱告。 

- 為香港、緬甸、阿富汗、美國、中東、台

灣、所羅門群島和烏克蘭等地方的各種情況

禱告。 

 

(註：需要禱告的事情實在太多，不能一一列出。大家可

就逐漸出現的事情，自行加上禱告事項，並按個人感動

和領受切切禱告。) 

 

 

第七天  偉大心靈的禱告 (31) 

神阿，祢使人在剛強中喜樂，在憂傷時取

翼上騰。我謙卑地求祢在權能的智慧中賜

予力量，以祢恩慈的緣故，不否認忍耐的

安慰。天父阿，求祢使我承受的不致過於

所能擔當的。由於我們的重壓不會比心靈

的困擾更難受，求祢賜給我們心靈的寧靜

，有祢的聖手在一切的事上，所以深信祢

必有奇妙的恩典，於是在信靠中有忍耐。

阿們。 

全能的神，求祢使我們在患難中仍有喜樂

，因為祢的恩慈與大能，必救我們脫離一

切的危險，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為自己能每天經歷神禱告： 

1. 每天讀經，默想神的話， 

2.能安静等候，細心聆聽主的微小聲音，並

敞開心靈，接受主的指教； 

3. 並在生活中實踐，經歷神的同在。 

4. 又在生活中細心察看祢的指引，用心跟從

，作成祢的工，從而更深經歷神。 

 

 

「我勸你最重要的是要為萬人、君王和一切

有權位的懇求、禱告、代求和感恩，好讓我

們可以敬虔莊重地過平靜安穩的日子。 在我

們的救主 神看來，這是美好的，可蒙悅納

的。」 (提摩太前書 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