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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中浸祈禱通訊 

(03 - 09/10) 
 

 

第一天：為中浸禱告 (1) 

AWANA 

1. 記念 12 月的感恩及頒奬慶典的籌備，

求主加力給家長協助小朋友完成學習手册

的作業及金句，使一家人可以一齊喜樂地

學習神的話。 

2. 求主使用 AWANA 和家長們去建立新一

代的門徒。 

3. 為 AWANA 的 helpers 忠心服事感恩，

求主預備至少多 5-6 位 helpers。 

 

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

根基。(提摩太前書 3:15b)  
 

第二天：為中浸禱告 (2)                         

為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禱告 

1.教牧同工事奉上的勞苦，求主看顧和保

守教牧同工們及其家人的健康，並加添他

們智慧、信心和堅毅。 

2. 記念各領袖和事奉人員為主的辛勞，願

主親自報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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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求主供應一切需要；又安慰家人。記念

教牧同工在關顧方面上的勞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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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正在找工的兄姊們禱告，求主開路和

供應生活一切需要。 

6. 同步進行實體聚會時，可用的地方不足

。感謝神讓我們在週六下午可以使用 LOH

及隔鄰工會的地方！求主預備多些空間。 

7. 感謝神的供應，在教會一樓已經添置三

部空氣清新機！求主引領改善通風第二階

段的工程，並且供應一切所需 。 

8. 記念教會的迎新工作，求主加添人手，

讓新來賓被關心和更認識我們的教會 。 

9. 記念教會各安全措施的實行，求主加添

智慧給予各領袖和事奉人員。 

10. 記念教會各事工的更新及拓展，求主引

領 ，並且供應一切所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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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在這世上，他們卻在這世上，我要

到你那裡去。聖父啊，求你因你賜給我的

名，保守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好像我

們一樣。(約翰福音 17 :11)  

 



中浸每週祈禱通訊 – 代禱勇士、祈禱團及小組 (20221003-09) 

 

    2 

 

第三天：為本地社區服侍宣教禱告 

恩泉關懷中心 CareNet 

1. 感謝神，10-11 月恩泉關懷中心將在社

區中作事工分享及舉行健康講座。求主保

守各樣的籌備工作，特別是實體聚會的安

排。願主賜福引領，讓我們能藉這些機會

和社區有更好的互動和配合，接觸更多有

需要的人。 

2. 記念恩泉在 10 月 8 日舉行的《營養師教

你食得精明》網上健康講座。願主使用這

講座，幫助參加者在通脹影響下，仍能有

智慧地去選擇價格較低但又有營養的食物

，更多關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第四天：環球宣教 –  

葡萄牙 - 羅裕威牧師夫婦 (Norman & 

Belinda)  

1. 羅裕威牧師夫婦 (Norman & Belinda)已

在葡萄牙華人基督教會忠心事奉已有 10 多

年了，很辛勞。請為他們禱告，求主加恩

加力給他們，保守他們身心健康，能繼續

有力事奉主。 

2. 為他們在葡萄牙 Coimbra 和 Porto 的聚

會點和福音工作代禱，求主賜恩，使福音

傳開，教會被建立。 

3. 異端以各種方法迷惑人。請為基督徒禱

告，願他們能在真道上站穩；也為非基督

徒禱告，求神攔阻，使他們不被假道所迷

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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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全球守望名單，為排

名第 37 位 古巴 (Cuba) 信徒切切代禱

。代禱資料，請到以下網址細閱   
 

https://www.opendoors.org.hk/TC/persec
ution/countries/c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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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億

人病毒感染 COVID 病毒，及超過 654 萬

人死亡。求主憐憫! 
 

世界各地的疫情仍持續，Omicron 變種不

斷擴散，各地均有新爆發，請代禱。 

1. 各國正推動接種疫苗/加強劑的計劃，願

這些疫苗/加強劑真有其效，讓疫情受控。 

2.求神加智慧給醫學科研團隊去研發疫苗

和其他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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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貧窮國家

的兒童，求神保護他們，讓他們安全及他

們能夠繼續學習，不要影響他們成長。 

5. 為世界各地的醫護人員祈禱。求神給他

們力量並提供所需的醫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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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澳洲代禱 

1.為維州的疫情禱告。疫情尚未完結 ！在

實行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之時，大家仍小心

謹慎，亦本於愛護別人的心，努力做好防

疫和抗疫措施 。 

2. 記念澳洲疫情可能會變得複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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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繼續防疫不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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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澳洲鄰近的國家的疫情。澳洲正在

協助抗疫。 

6. 新南威爾斯嚴重的水災 - 為受影響的災

民以及災後的重建禱告。 

7. 為澳洲的經濟和各地民生禱告。 

8. 為澳洲聯邦和各州政府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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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百姓。 

9. 為維州在 11 月的州議會選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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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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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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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脹和糧食危機

禱告。 

- 為香港和亞洲各地的疫情禱告。  

- 為烏克蘭的戰亂和難民禱告。 

- 為南太平洋眾多島國禱告，如所羅門群島

、東加 Tonga 等等。 

- 為斯里蘭卡、緬甸、阿富汗、中東、哈薩

克斯坦和中亞洲各地等地方的各種情況禱

告。 

- 為台灣的各種情況禱告。 

- 為英國和英聯邦各種需要祈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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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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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偉大心靈的禱告 (69) 
 

主阿，祢帶領我們經過黑夜，進入晨光。

祢以聖靈光照無知與罪惡的幽暗，求祢以

恩慈將祢的聖光照入我們的心靈，使我們

永遠愛祢；因為祢的智慧創造我們；祢的

憐憫救贖我們；祢的安排管理我們。阿們

。 

神阿，祢是仁愛的泉源，求祢以愛澆灌我

們的心靈，使我們愛祢所愛的人；愛祢所

賜我們的人，對他們仁愛和善；也為祢的

緣故愛我們弟兄姊妹，在祢愛中成長。凡

住在愛裡面的，必住在祢裡面。奉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要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這就

是神在基督耶穌裡給你們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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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

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馬太福音 

6:9b-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