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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9日 (1)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為現時在港難民祈禱，他們因宗

教或政治迫害被迫流落異鄉，他

們在港生活拮据，等候遣送收容

國時間極長。

恩薈使命教會

1. 願主使用本年度婚姻戀愛課程及相關營會在東涌、深水埗區及相關地區的開辦，

促進婚姻健康美滿，及建構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婚姻價值觀；同時，求主耶穌基督

的愛和喜樂平安使用本年度課程臨到所有報名參加者，使當中的未信者認識耶穌基

督，及讓參加者經歷福音大能，歸向基督。

2. 願主使用本年度在東涌、深水埗區及相關地區的營商宣教工作，榮神益人，為東

涌建會工作提供重要資源。求主差遣支持本會建會的有心人及機構，與本會結連伙

伴，成就祂自己的榮耀工作。

3. 願主使用本會及合作伙伴機會的各類教育課程及相關活動，成為搶救未信者靈魂

及培育門徒領袖的祝福渠道。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馬可福音6：34



3月6-9日 (2)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觀塘福音堂

為教會的探訪工作祈禱，我們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劏房戶、獨居長者人

數極多，一方面需要很多物資作分發，二方面需要大量的義工人手。感謝

神的恩典，我們透過不同的機構取得相當的物資，又能夠與機構同心圓一

同合作探訪，實在是神美好的安排和配搭，深願我們的探訪關懷、贈送物

資能成為街坊朋友的祝福，並能將福音傳給他們。

基督教屯門福臨教會

祈求街坊能夠藉著教會認信，與

上帝結連。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馬可福音6：34



3月6-9日 (3)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堂

1.「喜樂小組」聚會是逢第一及三週之週六上午舉行。出席人數由去年20人增至現
今50人。我們需要足夠資源及人手去牧養關顧及探訪。

2. 我們正呼籲4位肢體委身半年，參與每次「喜樂小組」，認識及學習服侍長者。

3. 去年尾受洗的4位街坊，需要人手做信仰栽培。

4. 去年中與社區內3間教會、基督教互愛中心及卓賢社郭必錚先生等結合成「四順
福音聯盟」。期望在順利村、順天村、順安村及順緻苑等合力發展福音工作。

5. 本校全中三級學生關懷「學習障礙SEN」學生及其家人。於3月16日舉行活動：
「關愛共融在迦南、迦南kinder奇妙旅程」，活動以4個工作坊形式舉行。主辦單位：
聖道迦南書院、聖道學校、城巿睦福團契、努力試訓練中心及本堂。

6. 本堂於3月2日上午舉行社區福音佈道會及10圍盆菜宴。活動名為「福臨四順、恩
澤萬民」，在校內舉行，求主使用福音佈道隊「禧福天國耆兵」。

為教關水泉澳綜合服務日禱告：

3月30日沙田水泉澳同樂嘉年華

將會透過一系列活動關心水泉澳

居民。求主保守居民透過嘉年華

更認識區內伙伴機構，建立更緊

密關係，亦讓伙伴匯聚資源，共

同服侍社區。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馬可福音6：34



聖士提芬會

聖士提芬會致力傳福音，接觸窮人，透過相信耶穌基督得到自由。我們的心意是去
到地極去訓練門徒。

Jackie Pullinger（潘靈卓）在40年前從英國到香港。她開始在九龍寨城與黑社會
的人和窮人分享耶穌。看到他們從毒癮得自由，開始新的生活。今天，許多認識了
耶穌，又離開了毒癮的人都去了亞洲其他國家分享耶穌所做的事。

我們仍在處理各種癮癖。我們有幾個家庭，那些有這樣問題的人可以來，遇見耶穌，
經歷天父的愛，得自由和醫治，並學習怎樣跟從他。

我們的心意不是他們留下來和我們住在一起，但是，他們嚐到了甜美之後，他們會
去到地極分享他們嚐到的。所以，現在我們有些從這裡出去，生活在亞洲和印度次
大陸的最貧窮國家，與那些還沒有聽見福音的分享。請為這些海外隊伍祈禱。

禱告求主的祝福繼續臨到Jackie和她在聖士提芬會的團隊和會眾，並為即將倍增的
新會眾禱告。

3月10-16日 (1)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堂

1. 我們於二至三月期間，趁碩門邨

二期入伙，於街站接觸及認識新街坊，

了解他們的需要，希望提供合適的支

持和幫助，願主使用我們，敏銳聖靈

的引導，成為鄰舍的祝福。

2. 為新街坊能夠被我們接觸與歡迎，

於居住環境改變之際，可能需要很多

適應與支援，願主使用我們成為他們

的朋友，讓他們感到教會願意與他們

結伴同行。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馬太福音 7：12



3月10-16日 (2)

為教關YUM職場體驗計劃禱告：

4月25及26日，將有二百多位高

中生，參加「教關YUM青年職場

體驗計劃」，投身職場前線。求

主保守他們有平安之餘，亦透過

此活動，走進各階層和社區，體

驗各行業的生活實況。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馬太福音 7：12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1. 請為本堂服務中心的溫習室補習
和兒童王國英文班的基層的小學生及
其家庭禱告。求主使用同工和導師們
的服侍，讓他們得到適切的幫助，並
讓學童和家長們能透過服務，經歷主
愛，認識耶穌，得著豐盛的生命。

2. 透過堂會舉辦的扶貧宴、祝福行
動、探訪、福音餐會等活動，讓區內
基層群體得著祝福及認識耶穌，亦求
主保守讓堂會的弟兄姊妹能持守服侍
基層的愛心，成為使命門徒。

3. 本堂正配對及培訓一些弟兄姊妹，
以師友關係去關心一群基層兒童。求
主賜導師們智慧和愛心，讓他們以基
督的愛去關懷孩子。

新動力教會

祈求讓社區轉化為基督化

金巴崙長老會禧臨堂

1. 敝堂透過服務在洪水橋洪福

村開展了長者小組，但因沒有地

方，只能在快餐店開組，求主為

我們開路。

2. 因教會的資源不足，在對外

的社區服侍只能盡力，求主使用

我們的微小的服侍，及補我們的

不足。



3月17-23日 (1)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埗堂

為教會與深恩軒服務深水埗區

(包括石硤尾、長沙灣、荔枝

角、美孚、南昌) 內之兒童、青

少年、成人及長者禱告，祈求深

水埗區的居民接受福音，成為蒙

福的人。求神賜下愛心與信心，

讓教會信徒看見社會弱勢社群的

需要，能在區內實踐關愛的

服侍。

神召會聖光堂

1. 本堂於去年3月份與勵行會合辦中

學生中午飯堂及自修室，請為本堂同

工在管理工作，並與學生們建立同行

關係代禱。

2. 去年12月份本堂與惜食堂合辦愛

心飯堂，供應飯盒給有需要的街坊。

請為我們飯堂運作管理禱告，使我們

能藉飯堂服務，了解社區需要，並能

更適切幫助區內弱勢社群。

金巴崙長老會寶臨堂

為憂傷中、心靈、身體有軟弱的

獨居長者、低收入家庭、單親破

碎家庭禱告。願主的平安、醫治

和盼望，度過困難。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彼得前書3：8



3月17-23日 (2)

城市福音教會

1. 今年「友師計劃」共配對40位學生，堂會動員五十六人參與導師及探
訪家庭，求主幫助讓教會能落實融入社區，關懷貧窮；

2. 家庭牧區由三月份開始，每月舉辦家庭講座共六次，並會每次講座後
一週設有成長小組，希望幫助社區家庭復和，重建兩代溝通；

3. 6月開始會有為社區設的高中溫習小組，鼓勵大專生與高中生同行，面
對考試挑戰；

4. 每月「快閃」行動，於堂會收集各類物品，讓街坊到社區內免費（免
廢）任取所需。一方面減少棄廢，另一方面讓有需要街坊得祝福；

5. 10月有住棚節社區嘉年華，希望接觸更多區內街坊。

為教關中西區基層人士狀況
研究調查計劃禱告：

今年教關計劃透過訪問及調查，

了解中西區實際基層人士的處境

和需要，並加強當區的堂會及機

構連結合作，發展具體及對應需

要的服侍計劃，幫助貧窮人士脫

貧。計劃由2月啟動，預計在年

底可以公佈結果。求主帶領，讓

研究能夠造就教會和基層家庭。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彼得前書3：8



3月24-30日 (1)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九龍迦南堂

教會著意推動弟兄姊妹關愛社區：有「免費熱飯食」、「師友計劃」、

「地區佈道」。讓教會可以更第一線接觸坊眾，讓教會活出基督的愛。

教會周三迦嚐便飯已經3年，已有一定食客和街坊，我們雖然只是一晚，

但仍然想用心服侍街坊，希望他們食得開心，由於近年飯盒味道水準有點

下降，正尋求坊間其他組織，看看能否有所改善，再吸引更多人來教會。

另外，教會在舊年12月參加了師友計劃，有8位弟兄姊妹參加，願意與少

年人同行三年，求主祝福生命師傅加恩加力，叫年輕人得到指引！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得前書4：10

金巴崙長老會牧民堂

1. 為本堂關懷、協助迎東邨及
滿東邨新搬入來居民的服事
禱告。

2. 為我們欲幫助東涌區初中成
績較遜色學生的「Hope Centre
企劃」禱告，因現正缺乏執行此
企劃的地方及資金。

3. 我們可提供成績較遜色的DSE
畢業生另一出路的「躍升2」大
嶼山青年發展計劃未來的路向禱
告，若沒有新資金的注入，這計
劃會在今年七月結束。



3月24-30日 (2)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黃埔堂

求主興起更多弟兄姊妹投入關懷

社區探訪義工行列。

沙田浸信會

(1) 為第三年的CDF師友計劃禱
告，求主讓受助的家庭及孩子得
到適切幫助，並藉此有機會認識
福音。

(2) 本年有多項社區工作開展，
包括關懷獨居長者，求主透過工
作將基督的愛與更多人分享。

(3) 持續推動水泉澳事工，盼望
在這個新興社區讓更多人得著祝
福與關懷。

為教關YUM師友同行小組禱告：

請為第二、三屆YUM師友同行小
組，共63位學員及40多位友師代
禱。

使友師與學員們建立信任關係，
友師協助學員提昇能力，引導青
年人成長、跨代脫貧、向上流動。

第二屆YUM學員，共29位將於本
年8月畢業，完成2年的YUM計劃，
求主引導他們在工作、人生、信
仰上的成長。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得前書4：10



3月31日-4月6日 (1)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彩雲堂

為彩雲邨區內獨居長者祈禱，願

上主打開他們的心，歡迎耶穌進

入他們的心裏。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
服務中心泉恩匯

本中心本年度將會搬遷往崇泉樓

作永久會址，期望新址裝修工程

等順利，新舊中心交接暢順，能

繼續服務水泉澳邨的居民！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福堂

祈求弟兄姊妹多接觸關心社區需

要。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雅各書1：27



3月31日-4月6日 (2)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1. 為幼稚園南亞裔的學生及家

庭禱告，願他們適應香港的生活

和學習。

2. 為成人教育之長者禱告，願

他們身心靈健壯，有機會認識福

音。

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

為教會中的睦愛中心發展方向祈

禱，求主帶領，讓我們能與社區

結連，與貧窮人同行

為教關Peace Box祝福大行
動禱告：

復活節 Peace Box 祝福行動已

開展，求天父感動教會弟兄姊妹、

學生及社會各界，樂於捐贈禮物，

傳遞祝福和關愛。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雅各書1：27



4月7-13日 (1)

慈黃區教會網絡

1. 每周四舉辦「生命糧」無牆
聚會，求主保守參加的長者們身
體安康，並接受主耶穌的福音和
同工的栽培

2. 每周三舉辦「親子共融愛共
享」聚會，盼望藉唱遊、故事、
手工，能建立好品格的共融親子
社群；並讓參加的家庭和南亞裔
能夠與我們關係更融洽，並定期
出席聚會。

3. 全年在節期舉辦活動，接觸
和探訪區內居民

神召會石硤尾堂

1. 教會功輔班、補習班；正幫

助一些有需要兒童及青年，教會

期望不能在學業上幫助他們，也

能關心他們的全人健康及整個家

庭的需要。

2. 今年計劃關心區內獨居長

者，定期探訪他們，求神賜下足

夠人手。

基督教宣道會恩樂堂

求主恩待港島弱勢社群，讓未得

之民早日得聞福音，接受耶穌是

主！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加拉太書6：2



4月7-13日 (2)

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

1.求主讓真正貧窮人進到教會飯堂，享用熱食和接受關懷。

2.求主保守每位參與派飯，派麵包的義工，有健康身體參與服事和增加義
工。

3.求主使用我們派飯，有更多人信主和參與教會。

4.求神引導教會更多弟兄姊妹參與關懷的服事。

5.求神供應教會需要，並可以持續服事社區的基層需要。

為教關友師發展日禱告：

1. 各項分享交流、見證、角色

扮演、專題、工作坊等能幫助友

師得到鼓勵、提昇能力，協助青

少年成長、跨代脫貧、向上流動。

2.能鼓勵更多信徒參與成為友師，

服侍基層青少年。

3. 各伙伴單位同心協力，推廣

師友文化。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加拉太書6：2



4月14-20日 (1)

啟德平安福音堂

1. 準備發展飯堂服侍基層家庭

2. 為未來申請基金及取得更多

資源

基督教迦南堂

1. 探訪隊能關心到受眾的需

要，將主愛帶到他們當中

2. 受眾能打開心門，認識主

3. 教會教友能穩步成長、社關

對象感受到、經歷神的愛，相

信主

香港基督徒聚會中心

請為教會以下的事工代禱：

社區戶外親子崇拜

社區基層從業關懷

社區親子關愛活動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哥林多後書 1：3-4



4月14-20日 (2)

中華基督教教會油麻地基道堂

請為教會能認定自己在社區為盬

為光的身份代禱。區內需要很大

及很複雜，求聖靈感動整個群體

去實踐服侍弟兄中最小的一位就

是服侍主的任務。

五旬節聖潔會靈康堂

水泉澳事工的代禱需要：
1. 每週一晚的青少年籃球場事工禱告: 接觸青少年人，建立關係，關心
他們的需要

2. 每週一晚的街頭接觸街坊: 接觸不少南亞裔小朋友，也有家長願意傾
談，求主繼續開路

3. 每週一個早上探訪及接觸長者和婦女: 求主帶領能夠從生活關心進到
分享福音

4. 開辦水泉澳兒童籃球班: 求主招聚高小同學來參加，透過訓練，建立
小朋友生命及認識主耶穌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哥林多後書 1：3-4



4月21日 復活主日

請為香港貧窮人禱告，懇求上主護祐：

主耶穌，祢是復活得勝的主。

我們懇求祢蔭庇眾教會，叫我們同得生命的更新與復興。

香港乃我們土生土長的城市，城市內的人群都與我們息息相關。

因祢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苦難，我們願意學習彼此承擔困難與痛苦，

將祢捨身的大愛及復活的盼望，帶到社區中的每個角落，使各人的生命都得到轉化。

奉救主耶穌基督的名字禱告，阿們！

諸天哪，應當歡呼！大地啊，應當快樂！眾山哪，應當發聲歌唱！
因為耶和華已經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憐恤他困苦之民。

以賽亞書4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