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路加福音 1：46-47)

2018 代禱日誌
NOV 11 月
SUN 日

MON 一

TUE 二

WED 三

THU 四
1

信徒裝備訓練課程「從遊戲中學
習(設計篇)」於 11 月 1-22 日舉
行(逢週四，共 4 堂)，求主使用
吳漢超長老的預備，帶領學員掌
握設計遊戲的技巧，更有效帶出
信息，促進參與者的分享和學習。

4

5

穎康於 11 月 2 日(五)下午，
前赴粉嶺救恩書院主領青少
年團契職員訓練，求神使用弟
兄的預備，透過活動和講解，
讓青少年掌握基本研經方
法，學習經文觀察技巧。

6

請記念本會位於九龍廣場新辦公室的裝
修工程，我們期望工程於 11 月中大致完
成，求主保守工程能平安、完善及按時完
成；亦請記念同工們在 11 月要為搬遷作
各樣整理、執拾及封箱等工作，求主保守
我們妥善完成執拾過程。

11

12

本年 度第七次理 事會
會議於 11 月 12 日(一)
晚上舉行，求神賜理事
們智 慧和合一的 心思
意念，討論及決定與本
會事工相關的議題。

18

19

Sun Pilot 運動將與「全情起動讀
聖經運動」同步於明年 1 月開始新
一年度之讀經計劃，本年 10-12 月
作出特別安排。本月之閱讀計劃為
「箴言」，求主幫助青少年努力追
求認識真理，得着主賜的真智慧。

14

8

20

21

15

10
穎康將於 11 月 11 日(主日)上
午，前赴基督教海面傳道會禮
拜堂主領青少年團契，求神使
用弟兄的預備，讓青少年能將
所學習的聖經真理整合至生
活應用，謹守遵行神的話。

16
穎康於 11 月
16 日 ( 五 )
下午，前赴
衞理中學主
領青少年團
契，請記念。

22

第 21 屆「長者培靈會」將於 11 月 22 日（四）舉行，智聰正忙於籌備，由於今屆於宣
道會北角堂舉辦，這個場地比較大，故此要安排的事情眾多。請記念講員潘國賢牧師、
所有參與獻呈事奉的單位：宣道會北角堂（獻詩）
、聖公會聖士提反堂（聖經朗誦）及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讚美操）
。另請為當天的天氣禱告，讓報名參加的千位
長者，能在美好的天氣下赴會。亦請記念本會與北宣的同工和肢體配搭，願這個一年
一度的聚會得以在神的保守帶領下完成，並且能榮耀祂。

25
26
27
本會正製作新版青少年靈修系列《有祢
飛得起》
，讓青少年能有系統、有計劃地
以三年時間讀畢新約全書及部分舊約經
卷，第一冊將於 12 月出版，請切切為製
作團隊的各項工作(特別是排版、校對、
印刷及運輸)禱告。

3
偉強於 11 月 3 日(六)
下午，前赴荃灣潮語浸
信會主領青少年崇
拜，請記念弟兄的預備
和宣講，並為青少年願
意聽道又行道禱告。

9

穎康於 11 月 9 日(五) 下
午，前赴中國婦女會馮堯敬
紀念中學主領青少年團
契，請為弟兄的預備禱告，
運用桌遊分享聖經教導及
幫助青少年反思生命。

本會尖沙咀辦公室合約將於 12 月 10 日(一)中止，感謝主，
9 月 22 日(六)有大約 100 位本會支持者出席「辦公室感恩
告別禮」，向這辦公室正式道別。讀經會書室服務亦將於
11 月 15 日(四)起暫停。我們須於 11 月底進行清拆及還原
工程，把這服事我們 40 年的辦公室，正式歸還予聖公會聖
安德烈堂。求主記念工程能平安、完善及按時完成。

SAT 六

2 每月專題

十一月份「讀經專題講座」於 11 月 2
日（五）舉行，主題為「路加：偉大的
神學家及歷史家—《路加福音》研讀」，
由恩福聖經學院新約科講師張永信牧師
主講，請為整個聚會禱告，願前來領受
主道的人均得着從主而來的福氣。

7

13

FRI 五

17

2019 年度「全
情起動讀聖經」
運 動 第 二場 簡
介會於 11 月 17
日(六)上午舉
行，請代禱。

23
本會期望能在 11
月底正式將各樣
物資搬運至九龍
廣場新辦公室，請
記念搬遷過程平
安及順利。

11 月 18 日(主日)淑
卿和瑞芬應平安福
音堂「黃牛廣小界區
事工委員會」邀請，
主領兒童宣教聚
會，求主記念。

24
請為偉強及智聰禱告，他們將
於 11 月 25 日（主日）前赴路
德會沐恩堂及九龍城浸信會
大衛成長班，主領「讀經主日」
及「讀經專題」，求主使用他
們的講壇事奉。

28
29
30
感謝神，本會第 45 屆年議會已於 9 月 22 日(六)順利舉行，請為本年度
理事會成員繼續帶領本會事工和發展祈禱，成員包括：陳有樑長老、陳
衍昌牧師、樓慧妮律師、張永堅先生、林振偉牧師、翁靜淳牧師、張秀
明牧師、高國雄牧師、梁翠雲女士、李雋博士、黃偉明先生及當然理事
總幹事黃偉強先生。求神賜福給眾理事，幫助他們進深領受本會的異象
及使命，並按神的心意和屬靈原則決策本會事務。

智聰正為明年
多個聚會及訓
練班聯絡講
員，請記念弟
兄在邀請的過
程中能順利。

DEC 12 月
SUN 日

MON 一

TUE 二

WED 三

THU 四

FRI 五

SAT 六
1

感謝主的帥領和看顧，我們已於 11 月底正式遷往荔枝
角九龍廣場 1801-2 室辦公，請記念同工在這段時間要
細心執拾及整理各樣物資和資源，並適應在新辦公室的
事奉生活，求主賜智慧和合一的心，讓同工們能在這過
渡期彼此配搭和幫助，共同締造榮耀神的事奉環境。
2
3
偉強於 12 月 3 日(一)下午
前赴澳門，出席澳門讀經
會理事會議及會員大會，
求神引領澳門讀經會的事
工發展，並掌管澳門事工
的未來方向。
9

10

4
5
十二月份「讀經專題講座」將於 12 月 7 日
(五)舉行，本月的主題為「耶穌：傑出的一
代宗師及普世人類的救主—《路加福音》研
讀」
，由《釋義》作者張永信牧師（恩福聖
經學院新約科講師）主講，請為講員、事奉
人員及眾赴會者禱告。
11

讚美主的帶領和供應，讓我們過去 40 年能享用聖安德烈基
督中心 3 字樓 A 室，作為固定辦公室，多年來藉這地方展開
眾多造就人生命的福音事工。本會與聖公會聖安德烈堂的
40 年合作租約，於 12 月 10 日(一)正式結束，我們讚美和
感謝神一直施恩保守，帶領我們在此渡過豐盛的 40 年，願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繼續引領我們的前路。

16

17

Sun Pilot 運動將與「全情起動讀聖經運動」
同步於明年 1 月開始新一年度之讀經計劃，本
年 10-12 月會作出特別安排。本月會繼續閱讀
「箴言」，請為青少年有敬畏神的心，認真閱
讀神的話，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禱告。

18

12

6
8
7 每月專題
新版青少年靈修系列《有祢飛得起》第一
冊於本月出版，請為各牧者、導師及老師
能透過此材料鼓勵青少年建立靈修生活
禱告。我們正努力製作第二冊，請切切為
製作團隊的各項工作(特別是排版、校
對、印刷及運輸)禱告。
13

20

淑卿和瑞芬應邀主領下列各場聖誕兒童佈道會／感恩崇拜，求主記念同工與義
工們的配搭，願更多兒童得聞福音，蒙恩得救。
～12 月 16 日(主日)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12 月 21 日(五) 循道學校
～12 月 20 日(四)上午 迦密梁省德學校
～12 月 25 日(二) 洪水橋靈糧堂
～12 月 20 日(四)下午 筲箕灣崇真學校
23／30

24／31

偉強將於 12 月 30 日（主
日）前赴柴灣平安福音堂
主講「讀經主日」。同日
早上，智聰於基督教香港
錫安堂主講「長者主
日」
，請為他們代禱。

25 聖誕節

14

穎康將於 12 月 14 日(五)下午，前赴衞
理中學主領青少年團契職員訓練，讓青
少年掌握基本研經方法，學習經文觀察
技巧。與此同時，淑卿和瑞芬前赴屯門
小欖醫院主領聖誕兒童佈道會，對象為
輕度至中度弱智院友，請記念。

19

26 聖誕節翌日

17-18 年度「全情起動讀聖經」運動
頒獎禮將於明年 1 月 6 日（主日）舉
行，同工穎康及智聰正忙於準備聚
會，請為每個已匯報得獎名單的教會
能出席典禮禱告，期望聚會能鼓勵牧
者領袖繼續有心有力推動信徒讀經。

總幹事偉強於 12 月
2 日(主日)前赴中華
基督教會海南堂主
講「讀經主日」，請
為弟兄的宣講禱告。

27

智聰將於 12 月
9 日(主日)前
赴循道衛理聯
合教會藍田堂
主講「讀經主
日」
，請代禱。

15

「《有祢飛得起》飛行體驗班」於 12
月 15 日(六)上午舉行，請記念聚會
當天各項環節，能讓與會者了解新
材料的特色，以及如何鼓勵青少年
建立靈修生活，也請為牧者、導師
及老師能抽出時間參加禱告。

21

22

雖然我們已完成新辦公室的物業成交手續，但
過程中得到 20 多位信徒愛心借貸 810 萬元(大
部分為免息貸款)，才有足夠現金流週轉使用，
在未來一年，我們須籌募近 300 萬元償還貸款，
求主施恩及供應，感動信徒支持我們的事工。

28

29

2018 年將要過去，這年是充滿挑戰、刺激和恩典的一年，神帶領我們物色
到新辦公室，並得信徒愛心奉獻及貸款，順利完成物業成交手續。同工一
方面承擔恆常的事工，另一方面亦要推動籌款計劃，並跟進辦公室的設
計、裝修、執拾和搬遷等繁重任務。這一年的挑戰多、任務多，但恩典更
多，神讓我們經歷理事、義工、同工、合作伙伴、奉獻者及代禱者等同行
支持，使我們有力完成各種艱辛的任務，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予全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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