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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禱告勇士 - 以禱告改變世界 黃玉音執事
差傳教育推廣組組長

	 從過去歷史中，讓我們看見禱告在不同的宣教運動上帶來令人振奮的
復興，例如莫拉維夫運動，乾草堆禱告運動等，藉著禱告，眾多宣教士被
差派到不同的工場，令宣教事工極速地擴展，所以禱告對宣教工作實在是
十分重要。

	 從聖經的記載，新約福音書及使徒行傳中，
讓我們看見不同的人在不同時代中，因著切切禱
告而帶來重要的影響。

耶穌十分重視禱告
	 耶穌十分重視禱告，祂常常禱告，因為耶穌明白到祂在世上的使命，
是要完成上帝的心意，成就救贖計劃，所以祂必須要禱告，向神支取力
量。按照聖經的記載，耶穌如何實踐禱告	:

1. 馬可福音1章35節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
去，在那裡禱告。」當耶穌剛完成一整天繁忙的工作，講道醫病趕鬼，
到第二天的早晨，天未亮的時候，便起來到曠野地方，在那裏禱告，耶
穌以禱告開始一天的工作。

2. 路加福音5章16節	 :「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耶穌醫治了痳瘋病人，
名聲被傳揚開去，很多人聚集來聽道，指望得醫治，就在這時，耶穌卻
是獨自退到曠野去禱告，在工作排山倒海地湧來時，主的生活仍然是十
分注重禱告。

3.	路加福音6章12節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耶穌
在挑選十二門徒之前，上山整夜禱告，求問神的心意，讓神親自揀選合
適的人選來為神作工。

4. 路加福音9章18節	 :「耶穌自己禱告的時候，門徒也同他在那裡。」耶穌
剛行了五餅二魚的神蹟，使五仟人吃飽，祂沒有戀棧或停留在所行的神
蹟上，卻是自己靜下來禱告親近神。

5.	路加福音22章41節：「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
告。」耶穌在上十架前，面臨緊急關頭的時候，跪下懇切的禱告，靠主
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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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幾段經文，讓我們看見耶穌是何等重視禱告，祂無論在一天的
工作前後，作決定時候，行神蹟後或在緊急關頭時，都先到神面前禱告，
向神支取力量。耶穌重視禱告成為我們學效的榜樣。

門徒同心合意禱告
 使徒行傳亦記載了門徒同心合意禱告的
情形，為當時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1. 使徒行傳1章12-14節	:		耶穌升天後，門徒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祈禱會，他們
聚集在一間樓房內，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禱告的時候，五旬節聖靈降
臨，門徒被聖靈充滿，能夠說出多國的語言，講述神的大作為，令當時
那些從天下各國來到耶路撒冷的虔誠猶太人感到驚訝希奇，福音突破那
世代最抗拒的族群，就是這班猶太民族。

2. 使徒行傳4章29-31節及5章12-16節	:		門徒同心合意禱告完之後，聚會的
地方震動，門徒被聖靈充滿，得著能力，放膽講論神的道，並且神蹟奇
事發生，能夠醫病趕鬼。

3.	使徒行傳12章5-7節	:	當時雅各被殺殉道，彼得被希律王捉拿下監，教會
為彼得切切禱告的時候，天使領彼得出監牢，救他脫離希律的手。

4. 使徒行傳13章2-3節	 :	 當教會禁食禱告時，第一隊宣教隊伍巴拿巴及掃
羅，被差派出去為主作工。

從上述的經文，讓我們看見在使徒
時代，教會信徒藉著同心合意恆切禱
告，讓宣教工作得以擴展及突破。

今日信徒奮起作「禱告勇士」
       透過聖經的記載，我們清楚見
到，禱告在宣教事工上所發揮的果效，時至今日，禱告如何影響現今的時
代呢？我們必須切切的禱告，才能看到福音的突破，得以傳到最少聽聞福
音群體當中。

 今天大部份信徒常會為自己或家人，甚至同胞得著福氣而禱告，卻很
少為普世萬民萬族得著福音而禱告，你有為家中的菲傭、印傭、泰傭或者
為戰亂受困苦的國家人民百姓禱告嗎？

2021.10.03

02



2021.10.03

 從歷史到現在，不少信徒受感動，起來回應主的呼召，走出安舒區，
甘心樂意被主差派到不同的宣教工場服侍，成為宣教士，學效主耶穌道成
肉身，住在他們當中，以不同形式為主作工，拓展神的國度，引領更多失
喪靈魂歸主，作為跟隨主的你和我，即使未能走到前線工場中服侍，又可
以怎樣在宣教事工上與主同工？

你願意作「禱告勇士」嗎？
       你可以每天、每小時、每週、每月劃
分一點時間奉獻給主使用，為不同地區的宣
教士及工場需要禱告，建立一個普世的禱告
心，與神一起創造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同心禱告五個方向
       在禱告的時候，可以嘗試從以下五個方向禱告：
1. 箴言3章27節：「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
施行。」-	求主張開傳道的雙手，努力傳揚福音。

2. 歌羅西書4章2-3節：「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為我們禱
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祕。」-	 求主打開傳道的
門，使福音能自由地傳揚。

3.	使徒行傳26章17-18節上：「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
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
下歸向神。」-求主敞開人的思想，願意離開黑暗，歸向光明，謙卑地接
受福音。

4. 哥林多後書4章6節：「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
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求主敞開人的心
靈，看見神榮耀的光，願意從黑暗中走進光明，擁抱福音。

5.	以賽亞書45章8節：「諸天哪，自上而滴，穹蒼降下公義；地面開裂，
產出救恩，使公義一同發生；這都是我─耶和華所造的。」-	求主打開天
堂之門，讓福音被啟示出來，萬民得著救恩，

       耶穌是神的兒子，要完成天父的工作，祂常常禱告，使徒門要完成
主交給他們的大使命，也要恆切的禱告，今天我們要為主作工，完成大使
命，怎能缺少禱告？	

       盼望我們藉著同心禱告，記念宣教士在不同工場的服侍和需要，讓普
世宣教事工得以擴展，萬民萬族早日得聞福音。

同心禱告五個方向資料來源：世界禱地圖EveryHome	for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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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局勢風雲變色
	 7月份浸差會救災物資透過恩盈中心協助到達重災
區仰光，在緬甸浸聯會協助下，分發到不同有需要地
區，很多重病者因得著氧氣設備而救回一命。感謝香港
弟兄姊妹和教會迅速回應支持緊急救援行動。

	 8月份，新冠肺炎迅速蔓延到緬東，景楝和大其力市成為重災區，因
信徒生病不知自己染疫，邀請牧者到訪為他們禱告，結果很多基督徒和牧
者受感染。

	 恩盈教會雖已呼籲弟兄姊妹小心防疫，留在家中。但仍有信徒因要買
食物而受感染，也有沒出外接觸人的獨居長者也受感染。留在恩盈中心的
26位師生中有13位受感染；中心隨即將感染者隔離
在不同課室；減低感染其他師生。而恩盈教會何大爹
染疫後隔天就回天家，可見病毒傳染力
強。

	 大其力疫情變得緊張，感恩浸差會7
月訂購的製氧機8月初已運到大其力，隨
著中、緬開通物流，浸差會支持恩盈在大
其力和景楝購買氧氣筒，而大其力眾教	
會缺乏防疫物資，恩盈中心在大其力全力
協助，提供大其力市教會、和居民氧氣筒
和製氧機作救急之用，並提供口罩、防護
衣保護義工。

	 浸差會第二階段緬甸救援行動，是支持緬東醫療救助行動。支持恩盈
中心聘請醫生、護士為恩盈中心染疫師生看病，也為區内其他教牧同工到
診看病，讓重病者	 得著治療，並且支持他們所需的藥費。現階段籌建醫療
室、藥房和隔離病房，在大其力缺乏醫療設施下，盡量提供醫療援助。感
恩中心師生及其他教會牧者現時已慢慢康復。

緬甸工場代禱信 駐緬甸宣教士：
文燦潤牧師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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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中，恩盈同工和弟兄姊妹組織了醫療援助隊，關懷病患者。也為
疫情下沒工作、生活有困難的人，送上食物和協助他們渡過難關，並於疫
情緩和時，將繼續送大米給山區難民。在緬甸困苦的日子，基督徒盡力播
下愛與關懷，當中感謝香港弟兄姊妹的代禱和奉獻。

	 緬甸局勢動盪，9月7日民族團結政府（反對派)正式向緬甸軍方宣佈
進行「防禦戰爭」，呼籲各方配合，百姓注意自身安全，避免外出，囤積
ー些糧食在家，多處隨即出現戰事。

	 緬甸基督徒面對國難和疫情，繼續同心禱告守望國家，也為困病者伸
出援手，呼求恩主憐憫。求主恩臨緬甸，讓人民得享平安生活。	

泰國美賽服侍與體會
1. 疫情下配搭美賽教牧和宣教士參與探訪緬
民貧窮村莊，送上米糧、食物包，與村民
建立關係，盼疫情緩和，能繼續服
侍村民。

2. 感恩我們可以與美賽雲恩堂配搭，
作關懷緬民服侍。感恩雲恩堂購地
建學生中心，疫情下只需港幣16萬
元就可以在教會旁購地，還可分四
期以一年時間付清。教會有異象開展兒童、
青少年教育服侍，並帶領他們認識福音，其
中包括關懷貧窮緬民兒童，讓他們得著教育
機會。

3.	我們現在緬東恩盈和美賽雲恩基督教會都有
服事。文牧師每月在恩盈和雲恩堂各有一次證道；逢週三和週六文牧師
和師母參與恩盈祈禱會，恩盈也安排我們分享信息，為緬甸疫情和政局
禱告，同心守望緬甸。我們也在雲恩堂錄製靈修小品作分享，並與在美
賽的弟兄姊妹查經及禱告，分享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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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恩我俩探訪天恩基金會的學生中心，看到百多位來自緬甸少數族裔的
青少年，因封關留在泰國，繼續學習。他們讓青年人透過門徒訓練，學
習中文及泰文，裝備成為天國軍隊，畢業後可進入神學院繼續深造，亦
有留在	基金會作同工，有些接受職業訓練，貢獻社會。

	 感謝主！為著日後恩盈宣教中心傳承，我們得到不同宣教機構的經驗
作參考，體會如何透過門徒訓練、職業培訓，造就緬甸青少年，日後能在
家鄉見證主恩，成為天國軍隊。

文牧師、師母的代禱事項：
1. 美賽與大其力地理位置緊靠、關係緊密，求主開路挑旺懂																	
緬語同工，一起月服侍緬民。
2. 求神給智慧學習緬文，裝備日後能與緬民溝通。

請用禱告記念以下事情：
1. 求神憐憫緬民的呼求，政局重回正軌，早日止息戰亂，得著平安和自
由，祝福緬民有機會得聞福音。

2. 為緬甸的新冠肺炎情況穩定而感恩，求主醫治病患者，也讓疫苗和醫療
物資到達有需要的緬民。

3.	求神賜福緬甸恩盈宣教中心的牧養和見證，保守他們的關懷事工和緊急
救援行動順利。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6章24-2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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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去年3月疫情開始至今，領蜜協助任教的M民小學一直暫停面授
教學，亦基於學校根本未能提供網上授課，加上八九成學生，家中根本連
一部電腦也沒有，手機亦十分缺乏，那又怎
能讓孩子們進行網上學習昵？領蜜確實見證
著，這班看似被人遺忘的孩子們，已經有一
年半多沒有任何學習了。最可悲是，他們雖
沒有學習，但仍要考試，並照常「被」升
班。

	 感謝神的憐憫，近日因疫情緩和，學
校終於可以開始面授教學。領蜜有機會再次
接觸一班甜心族學生。這群學生因他們的宗
教領袖阻攔而刻意躲避領蜜，但現在透過學校這「官方」平台，領蜜可再
次接觸他們，心感歡喜。但事情真的如此順利嗎？

	 就在領蜜回校教學前幾天，領蜜被大村長召去「問話」，對方要求領
蜜及所有進村人士提供信函及身份證明文件，並需寫清楚目的及詳細計劃
等等。他的要求雖是合理，但領蜜心知這很有可能是那位「石教長」及他
的同伴在背後出的鬼主意，目的是要「剷除」我們這眼中釘。

	 面對他們這看似「合理」的要求，領蜜只能呼求大老闆的介入，盼望
能適當地處理這件事。感謝大老闆，衪為領蜜預備了「關鍵三人組」，並
於兩周內初步解決了此危機。他們分別是阿育、馬校及楊牧。

 阿育是新加入領蜜團隊的成員，主要協助每次入村的駕駛及在課堂中
講故事。當阿育得知領蜜難以滿足大村長那「合理要求」時，他竟自動請
纓，願意承擔有關游說及之後所帶來的風險。他的主動確實令領蜜感到喜
出望外。

	 第二位是小學新任校長（馬校），他本來就是小學的宗教老師，亦
是這條村落的居民。因舊校長於去年退休，馬校長則隨即接手了。馬校是
甜心族人，但他卻十分支持領蜜團隊在校任教，當領蜜告知他關於「被問
話」一事，他願意出面「平息」風波。

印尼南島工場 駐印尼宣教士：
領蜜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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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位是本地另一省份的牧者一楊牧。他與領蜜所屬公司是合作伙
伴，亦可以是此工場的始作俑者。楊牧於8月中曾患新冠肺炎，身體到現在
還未完全康復，但當他得知領蜜需要他幫助時，他真的赴湯蹈火，「插著
貓鬚」仍盡他最大的努力作出幫助。因著他們三人的合作，問題可說是暫
告一段落。

大老闆再次提醒我們，在服事祂的路上會有困難，但真的不要害怕，要相
信大老闆早已運籌帷幄。

困難不比恩典多，互勉之!

感恩
1. 南島疫情整體已緩和，學校已開始面授教學，	 學生可以再次回校學習，
亦可再次接觸甜心族學生。

2. 「大村長危機」中有關鍵三人組幫助，以迅速解決問題
3.	有新成員阿育加入領蜜團隊，一起配搭服事

請用禱告記念以下事情：
1. 記念領蜜身體健康【太太氣管敏感咳嗽；先生身體疲倦〕。
2. 為馬校有尋求真理的心，早日接受好消息
3.	為團隊間之信任一團隊合作一向是服事中的一大的考驗。在彼此認識度
不足、文化差異及缺乏信任下，合作過程中出現的小問題，稍一不慎就
會變成大誤解。請記念隊員安琪與領蜜，能彼此坦誠及努力一起建立互
信關係。

4. 為新隊員阿育對M民服事有負擔，並願意長期委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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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在8月中要遷往札幌南面的豐平區，忙碌的生活少不免會叫我們
有點應付不來的感覺。但每每在乏力之際，也就感到重新得力，深信一定
是大家的禱告支撐著，讓我們經歷到天父無微不至的照顧及每天的加力
啊！

恩典不竭
	 在6月的家書中曾提到，希望之丘教會
同工幫忙在區內的地產店中物色了合意的單
位。由於租約是由OMF簽訂，業主需要査察
OMF是甚麼樣的團體。另外，我們是外國
人，在溝通力也是他們要考量的重點。感恩
教會同工表示願意充作「中間人」。身為日
本業主，不單要考慮自身利益，也要顧及未
來的租客會否給鄰舍帶來不良的影響，因此
也成了宣教士在尋找「落腳點」時難解的問
題之一。在來來往往的提問及呈交相關資料後，終於可以簽定租約，在8月
中可以遷進新的社區。「主耶和華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
地，在你沒有難成的事。」（耶利米書32章17節）

敬拜不斷
	 9月中開始，將會每週一次到距離札幌約3小時多車程的旭川永山福音
基督教教授小結他（Ukulele）。過去的日子，一直以網上的形式跟該教會
的牧師相討有關的事宜。為著落實當中的細節安排，我們8月初便到教會作
出探訪，並參與教會的主日崇拜。

	 是從天父而來的「打氣」、抑或是從
天父而來的策勵？一進到兩層高的平房教會
內，無論是人或是間隔，都有一種溫暖的感
動。跟我們在以往的短宣中，曽經認識的
教會極為相似。簡單的司結他奏起的又是日
文版的香港詩歌，頓時叫我們感動得眼淚直
流。

日本北海道工場 駐日本宣教士：
小寶爺爺，嫲嫲

（朱家寶，周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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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逢當天是聖餐主日。由於「疫情」的關係，我們
參與以念讀形式進行的「虛擬」聖餐一段時間。這天我
們也不帶有甚麼期盼，滿以為能和日本弟兄姊妹一起默
念救主的恩情就滿足。怎料，牧師戴上手套及消毒後，
為聖餐的餅及杯祝謝後，司會親自向各人遞餐，信徒手
上的是一小杯葡萄汁及一塊密封了的無酵餅，對我們來
說，是一份「具體」的恩典，心中也感激當地教會為記
念主的救恩而「絞盡腦汁」。「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
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以弗所書1章7節）

	 除了與牧師相談有關課堂準備的事宜外，也從牧師口中得知教會因為
會友年紀日長、行動不便，步上二樓開小組或進行其他活動都很吃力，故
此，不得不拆除地下會堂內的間隔以解決面對的問題。回應需要而不因循
守舊，因時制宜，好一份盡力、盡心、盡性的生命敬拜。

主恩不息
	 自回應呼召至踏上征途這四年以來，我們
在香港及北海道共移住了六次，四處飄泊的感
覺並不好受，而且頻繁的搬遷委實叫人感到疲
累。說實的，我們真的想安定下來。但回想世
上又怎會有安定之處，而且愛我們到底的主耶
穌來到世上，踏上用生命宣教的路時不是更甚
嗎？因祂曾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
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路加福音9章58節）

	 感恩身邊仍有新手宣教士督導的幫忙，為我們安排不同的搬屋公司報
價，否則以我們有限的日語能力，又不知會出了甚麼岔子。在搬屋前，家
當也執拾得七七八八之際，家寶的腰患突然又發作。另外，我們於二手店
中找到了四件合適的傢俱，與店員約定了日期運送。一直滿以為日本人擁
有專業精神，卻在送貨的前一天收到電話告訴我們未能如期付運，以巴巴
結結的日文用上了數分鐘的周旋，才勉強地約定另一個日子。又一次「血
淋淋」的真實的文化體驗。精神的煩累加上身體的痛楚，本來可讓自已情
緒放肆，但明白—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我們也就決定學習安靜面對。「因
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詩篇39章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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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屋前的兩天，有兩股颱風吹襲日本，帶來豪雨及強風。日本教會的
弟兄姊妹因北海道一直持續的高溫，為我們的搬
遷而擔心。冷不防天氣突變，氣溫急降了十多
度。

	 搬屋的前一夜，一直風雨交加，而且經歷數
番的停電昵！誰能預計明天如何？又是切切實實
地學習禱告交託的時候！翌日的早晨，竟然是風
和日麗，下午太陽卻俏俏地躲到雲端，令搬運工
人們不用在酷熱或風雨下完成任務。又一次經歷了天父奇妙的保守！怎能
不感恩呢？

	 搬進新居後，竟發現廚房水槽
滲水以及睡房的窗子不能關上。又
是要以結結巴巴的日語，透過電話
與大廈的管理公司安排時間修理，
又是不能逃避的日文聆聽及會話測
驗，還要到不同的政府部門辦理有
關地址變更的手續……雖然諸事令
人煩累，但是深信天父必定看顧。
我們若依靠衪，就不被情緒、困境、壓力擊垮。「我的心哪，你為何憂
悶？為何在我裡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詩篇42章5節）

小記：我們居住在一幢多層大廈内的805室，但為甚麼這樓層只有四個單
位？(答案在下一頁底部)

請用禱告記念以下事情:
1.	日本的疫情仍然嚴峻，在政府再次頒佈「緊急狀態宣言」下，
教會需要不停地作出對應和調整。求主賜合一和智慧予領袖和同
工們，好叫大家同心合意，作出明智的決定。

2. 我們負責的外展興趣班暫仍繼續以黄體上課，求主保護及看顧每一位與
會者。

3.	在「緊急事態宣言」下，原定9月中在旭川永山福音教會開始的小結他
班將有嶄新的安排。求主賜智慧予牧師及教會領袖，以作出適當的對應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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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配合社會服務及社區發展的需要，希望之丘教會把已沿用多年殘舊的
「青年館」拆卸，在原址重新建造兩層高的「新館」，定於來年3月峻
工。求主供應當中所需的資源，也感動弟兄姊妹不單奉獻，也能同心抓
緊教會的異象。

5.	感謝主，也感激大家的禱告。靠著從主而來的智慧，我們得以在課堂內
容，「不經意地」渗入了個人的見證和福音信息，讓新朋友能進一步認

識主耶穌，求主繼續幫助我們在課堂設計上能巧妙地
加入福音的元素。
6.	 我們的新居在一幢13層的大廈内，居民都十分友
善，出入也會互相打招呼。在我們居住的樓層中，
有兩戶也是跟我們在差不多的時間搬進來的。求主讓
我們能有機會接觸鄰舍，
盼望日後能展開福音工
作。

7.	因著搬屋的原故，在過去的個多月，實在無
法安排自修語文的時間。求主讓我們在安頓
後，能妥善地分配時間，兼顧事奉的項目以
及語文和文化的學習。

8.	請為郭熹瑜宣教士一家代禱：求主厚賜智
慧、愛心和協調能力予夫婦倆，好讓他們能帶領OMF北海道地區的事工
發展方向。感恩兒子爾信能適應中學的生活，求主賜他勇氣，敢於在學
校見證主。

Facebook及Mewe代禱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alicekapo

https://mewe.com/join/kapoalice.japan

Email:	alicewilliam0412@ymail.com

Whatsapp:	+852	53605512		 	 	 	 	 	 	

	 	 	 	 	 	 	 	 	 	 （愛麗斯姐姐＆小寶爺爺）

	 	 	 	 	 	 	 	 	 	 	 	2021-09-02

(小記答案：因為沒有804室。我們估計發展商基於迷信，所以撇除所有4字的門牌，可能4字在日文

發音與「死」字相。)

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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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將會是十分忙碌的一個月。

	 漢諾威（9月19日）及克勞（9月11日）都會舉辦中秋慶祝活動，宋
牧師負責講道，求主賜智慧言語，讓更多慕道朋友聽聞福音，認識主耶
穌，接受救恩。漢諾威的青年組將會舉辦兩個迎新聚會，慶中秋和詩歌音
樂會，求神親自使用這兩次的福音聚會，吸引更多的未接觸福音的朋友參
與。

	 小學級（7-11歲）主日學將
於9月19日重新開始實體聚會，宋
師母要與負責執事一起統籌老師人
手安排。求主感動家長願意帶孩子
回教會聚會，一起學習。另外，9
月25日將會舉辦「讀經日」，將會
實體聚會及網上直播，求主感動弟
兄姊妹積極學習的心。

請用禱告記念以下事情：
1. 隨著暑期的結束，很多人從不同地方度假歸來，疫情可能會反彈，求神
保守教會、公司、學校、幼兒園不要出現大量感染。

2. 為兒童主日學禱告。9月中旬兒童主日學小學組將恢復實體聚會。求神親
自引領此項事工的開展，看顧保守師生們的健康，也讓主的話顯明在施
教和受教者各自的生命中。

3.	為9月份青年組籌備的兩個迎新活動（慶中秋和詩歌音樂會）禱告。求神
保守排練預備和活動的一切順利，求主激勵每個參與服事的弟兄姊妹同
心合意、竭誠擺上，為神作美好的見證；也求神親自使用這兩次的福音
聚會，吸引更多的慕道友參與，來認識主耶穌。

4. 為9月25日的讀經日（以賽亞書1章39節）禱告。求神賜智慧和眼光給講
員：蔡定邦老師，恩待他講章的預備；也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報
名參加這講座，一起更深地學習主的話和心意；求神也親自預備掌管當
天聚會所用的場地、網絡、設備等。

5.	也請為我們的身、心、靈禱告。

德國工場代禱信 駐德國宣教士：
宋景昌牧師，
宋黃東霞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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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 差傳雙月刊：代禱專頁

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馬太福音21章22節）

1. 「只要憑著信心求」
主耶穌在世最後一個星期，衪謙和地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顯示
祂的彌賽亞君王身份，並應驗了舊約的預言（以賽亞書62章11節、
撒迦利亞書9章9節）。之後，耶穌離開耶路撒冷到伯大尼住宿。到
了早上，祂就回到耶路撒冷，因為肚子餓了，就到路旁的一棵無花
果樹，想要找樹上的果子來吃。可是，那樹只有葉子，沒有果子，
祂就咒詛樹，樹就立刻枯乾了，門徒很驚訝主的作為。（馬太福音
21章17-20節）跟著，耶穌便教導門徒信心禱告的能力「我實在告
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我對無花果樹所行的
事，就是對這座山說：「離開此地，投在海裏！」也會實現。你們
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馬太福音21章21-22
節）所以，門徒若對神的大能確信不疑，就可以靠著神的能力叫無
花果樹枯乾，並且能夠移山。主耶穌更應許他們無論求甚麼，只要
信，就必得著。弟兄姊妹！我們要確信主禱告的應許，只要憑著信
心求，就必得著所求的。盼望我們都成為滿有信心的禱告勇士，行
在神的旨意中，為主作更大的事。

2. 「求主記念及興起禱告勇士」
A. 國內事工

• 求主記念潮南仙港、神山、仙城，與及清遠連山吉田、永和的
需要。

• 求主興起信徒作禱告勇士，在疫情中彼此守望及代禱，並保守
牧者及各人平安。

B. 泰國清邁恩福之家
• 求主記念藍福秀姑娘、周文先傳道在清邁「恩福之家」學生中
心的需要和事工發展。

• 求主興起信徒作禱告勇士，在疫情中彼此守望及代禱，並保守
牧者及各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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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弟兄姊妹有感動奉獻支持宣教士，

可聯絡黃玉音執事或許建昌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