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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關多年來製作大齋期祈禱小冊子，誠邀我們伙伴同行的

香港堂會分享服侍社區的代禱事項。今年很多堂會和信徒

都有不一樣經歷，親見教會不遺餘力地服務社群，關愛社

區的工作，都讓我們一一獻上感恩。疫情下，以往難以想

像的事情如學校停課，企業經營困難都已發生一一發生，

經濟急速下滑，停工失業問題日趨嚴重，求主恩待每一位

生活艱苦的基層市民。

教關持守與基督的身體在各個地區服侍有需要的人， 求

主賜下合而為一的心，更多堂會全心服侍主，也互相禱告

記念和守望，發揮恩賜進入社區，見證發光。教關誠邀各

位透過這本祈禱小冊子，每天為所刊載的堂會禱告，願主

的智慧與聰明臨到我們，榮神益人；教我們如何服侍身邊

的小子；並藉禱告加入抗貧運動，祈求主觸動你的心，踐

行服侍社區。 

為 貧 窮 人 禱 告

歡迎聯絡教關，查詢和參與所列教會的扶貧工作：

電話：3689 9810

電郵：info@hkcnp.org.hk

網址：http://www.hkcn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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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我的鄰舍？
路加福音10章25-37節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主席 —— 李炳光牧師

請詳讀路加福音「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

在這故事中所描述的人物是否活生生地在我們的生活中

出現？如果我們將這故事中所發生的事套入目前現實的

生活中，我們有什麼啟發？

「老師！我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巧妙地

將一個嚴肅的宗教問題，改為可以實踐的生活表現：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愛人。」不是一篇抽象

的神學理論，而是每天可實行的生活見證，耶穌說：

「你這樣做就會得永生。」

耶穌跟着問：「誰是我的鄰舍？」如果在今天香港，那

萬千的貧窮人（包括心靈與物質的貧窮）就是我們的鄰

舍。那麼，我們應如何扮演一個好撒瑪利亞人的角色？

物質的幫助抑或行動的關懷？耶穌說「是憐憫他的！」

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如何實踐憐憫和關懷的工作。

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不再是一個聽之講之的故事，而

是充滿挑戰的關懷貧窮和苦難景象的工作。耶穌說：

「你去，照樣做吧！」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代 禱 事 項   

① 感恩與教關、聖雅各福群會合作，與基層市民共享
物資，盼有空間深入關懷，領人歸主。

② 與中大合作服侍SEN孩子，願主加力給這些孩子的
家庭。

③ 我們盼望可以更開放神予我們數千尺地方，為孩子
提供義補及閱讀空間，為街坊提供學習一技之長的
地方，求主賜人力+智慧！

倚靠神賜的聖靈
路加福音4章18-19節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副主席 —— 蔡元雲醫生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

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 

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主耶穌的「使命宣言」表達祂向「貧窮人」傳「全人福

音」：包括使他們「得釋放」、「得看見」、「得自

由」、「得醫治」 。

要承傳主耶穌的「使命」，必須倚靠神賜的聖靈，才能

1
DAY

2.17

2
DAY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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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並且結出「聖靈的果子」。同時要「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包括主耶穌第一次和第一次降臨所

成全的永恆救贖；進入「新天新地」，與榮耀的三一神

同在，永不止息的讚美。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
 代 禱 事 項   

① 為教會關懷幼稚園家庭禱告，在面對社會經濟下
滑，各家庭面對生活和經濟上的艱難，求主施恩幫
助。

② 為教會推動關懷清潔工及低收入人士禱告，讓一杯
涼水成為各人在身心靈上的祝福。

③ 為教會成為大角咀社區的燈臺，藉基督的愛關懷社
區，成為街坊在心靈上的安慰。

身心靈仰賴上主
馬太福音6章11，25-34節
教關董事 —— 蒲錦昌牧師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太6：11）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城市停擺，許多地方的經濟均

受影響，失業率上升，開工不足情況越來越普遍，尤其

是旅遊業、運輸業、飲食業等重災區，打工仔更有手停

口停的。如果積蓄不多，可能連有沒有飯吃也成問題。

耶穌雖然教導人不要為衣食憂慮（太6：25－34），但

是，他也教導我們要為每天所需的食物禱告，祈求上主

的供應。祈禱是屬靈的事情，日用的飲食也是屬靈的

事情，因為身體與心靈均仰賴上主。願主幫助有需要的

人，如羊得到牧羊人的看顧，不至缺乏。

紅磡浸信會
 代 禱 事 項   

① 祈求天父使更多會眾看見關懷基層街坊的重要。

② 祈求天父給我們智慧去持續關心及服侍現有的基層
街坊。

③ 祈求天父按祂的心，讓基層街坊能經歷祂的真實，
以致能歸信基督。

還要顧及他們的自尊心
利未記19章9-10節

教關董事 —— 周榮富牧師

「你們在自己的地收割莊稼時，不可割盡田的角落，也

不可拾取莊稼所掉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葡萄，也不

3
DAY

2.19

4
DAY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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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拾取葡萄園中掉落的葡萄，要把它們留給窮人和寄居

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

在利潤掛帥的社會，賺到盡是天經地義的事，能夠從利潤

中拿出部份濟貧已經是值得讚賞事；但上帝在利未記的教

導不單是給予在經濟困境中的人，還要顧及他們的自尊

心—不是拿莊稼去派給貧窮的人，而是留下莊稼給他們去

拾起和摘取。這會讓需要幫助的人可以保有較大的尊嚴。

「你必汗流滿面才有食物可吃」（創3:9）是人犯罪後

的命運，所以作工得食成了人存在感覺和尊嚴。葡萄園

做工的比喻中那句「因為沒有人雇我們」（太20:7）包

含著多少失望和失敗的感覺！能夠進葡萄園賺取工錢，

不單是生活困境得解決，個人的尊嚴也得到保存。怎樣

可以讓有需要的人得著幫助又保存他們的自尊和積極

性，實在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基督教宣道會洪恩堂
 代 禱 事 項   

① 為明年在洪福村的扶貧工作能夠安排順利，以及興
起更多的會友參與。

② 為推動社會關懷的事工能夠成為教會使命代禱，求
主帶領會友有合一的心參與。

③ 為洪水橋的基層朋友代禱，求主讓他們在困難的生
活中仍有盼望。

求主幫助我們成為
這社會的醫治者

以賽亞書65章20-21節
教關執委、基督教迦南堂 —— 鄭家輝牧師

「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
他們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種葡萄園，吃自己的果
子。」以賽亞書六十五20－21

我們常常聽到這城市有病了，事實上我們香港社會存在
不少深層次矛盾。若我們的城市有病，需要的不是斷症
的人，我們需要治病的人。

只可惜，現實從不是童話世界，世界從來只會變得愈來
愈差，而吊詭的是，即是是屬神的人，口說憐憫與平
等，但行出來及心底所默默信奉的，卻是是森林定律—
弱肉強食、汰弱留強。口說關心貧窮人，心底卻往往排
斥他們；高言大志表示要扶助青少年人，但認為他們本
是無能，煩厭與不成大器。這是多麼的可悲。

昔日，先知以賽亞在賽六十五20－21指出在天國中，
神關心萬族的福祉。讓最不能保護自己的嬰孩得到保
護；讓老有所養；住自己建造的房屋，吃自己栽種的果
子，因為公平貿易，沒有中間層層剁削。被擄回歸的上

5
DAY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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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子民，要在全地傳揚上帝的救恩，而我們曾經如羊走
迷，曾經被罪綑綁的人，就是上帝的子民，我們曾經被
擄，為罪的奴僕，現在要被主差遣，安慰這城的百姓。

這是你及我們肩負的心志嗎？ 若我們的城市有病，有
很多深層次的矛盾，群族對立；這時候最需要的不是懂
得診斷的人，我們需要的負傷的治療者，守望這城市，
關心在其中被罪壓傷的人，為他們包裹傷痛，背負他們
的重擔，關懷他們。

我們有責任建立一個轉化社區，轉化人心的價值，知識
當然要傳遞，但也一定要有行動。讓教會成為一個可以
幫助人的地方，做實事。

讓我們到神的面前，求主幫助我們成為這社會的醫治者。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代 禱 事 項   

① 求主帶領我們各樣事工，包括深化探訪、恩福之
家、街友探訪、兒童發展基金、開心課室等，願事
工能服侍和祝福社區，願主的愛透過弟兄姊妹的關
懷，臨到街坊們中間。

② 求主引領和感動更多團契、更多弟兄姊妹參與社關
服侍，讓教會更善用主賜下的資源和創意，關愛和
祝福社區。

③ 為我們服侍的對象，就是基層家庭及學童、長者、街
友等街坊禱告，求主保守看顧，讓他們得著適切資
源、經歷關愛同行，經歷福音的大能、跨越困境。

將愛心和關懷帶給社區
箴言19章17節

教關執委、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 林誠信牧師

「憐憫貧寒人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報償，耶和華

必歸還他。」（箴言19:17）

求神教導我們關愛社區有需要的人。知道今天所有的一
切皆源自神恩，當與人分享物質之需要，同時領人同得
福音的好處。深信樂施捐贈者必得神之喜悅與賜福。

「親愛的天父，金鐘這個重要的商業區，表面上十分繁
榮，但其中也有不少問題需要祢的憐憫。在疫情持續
下，很多打工仔都朝不保夕，要面對裁員、減薪等沈重
壓力，生活開支頓成問題。記念區內工作的無家者及基
層勞工，求主賜給他們平安及足夠的防護物資。

感恩疫症初期，教會一班兄姊在區內向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派發口罩及防疫消毒物資，讓我們能夠親身接觸他們，傳
遞主愛。求主使用教會，繼續實踐基督愛人如己的教導，
將愛心和關懷帶給區內每一個生活上有需要的人。」

香港路德會雍盛堂（佈道所）
 代 禱 事 項   

① 祈求主豐盛的恩典臨在粉嶺街坊，透過教會開辦的

6
DAY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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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卷柏」般強的生命力
申命記15章7-10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永恩堂 —— 余笑霞教師

申十五7-10「在耶和華－你神所賜給你的地上，任何一
座城裏，你弟兄中若有一個貧窮人，你不可硬著心，袖
手不幫助你貧窮的弟兄。你總要伸手幫助他，照他所缺
乏的借給他，補他的不足。你要謹慎，不可心起惡念，
說：『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就冷眼看你貧窮的
弟兄，甚麼都不給他。他若為你的緣故求告耶和華，你
就有罪了。你要慷慨解囊，給他的時候不要心疼，因為
耶和華－你的神必為這事，在你一切的工作上和你手所
做的一切賜福給你。」

有一種植物叫「卷柏」，它有極耐乾旱的本領和「死」
而復生的特性。它生長在乾燥的岩石縫隙中或荒石坡
上。在生時，卷柏枝葉舒展翠綠可人，一旦失去水分，

7
DAY

2.23

就將枝葉拳曲抱團，像枯死了一樣。……它的生長水源
幾乎全靠天上落下的雨水，為了能在久旱不雨的情況下
生存下來，它被迫練出了一身「假死本領」……香港有
不少貧困群體，因各種原因處於貧困境況，亦因政策原
因在港未能申請任何政府資源，他們的生命就像卷柏，
常在縫隙中尋找生存空間，他們的生命力十分強，縱然
環境惡劣，但他們仍會想盡辦法生存或生活下來。

或許我們可以有十萬個理由拒絕幫助他們，但我們只得
一個原因去付出，那原因叫做「上主的愛」。以上主的
愛扶他們一把，讓「卷柏」也能經驗到這份來自上主的
愛，這就是給他們的福音。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葵福支堂
 代 禱 事 項   

① 為教會服侍的「單親貴族」事工代禱，願更多社區
裡的單親家庭得著關愛，接觸教會同時，願意認識
愛他們的上帝。

② 為教會與社區裡一所中學的合作代禱，願教會能透
過不同活動、渠道，去接觸更多同學及他們的家
庭，關心他們生活所需的同時，更可以引領他們認
識耶穌的救恩！

③ 教會打算為社區提供專業的、適切的遊戲治療及表
達藝術小組禱告，藉此幫助有需要的基層家庭，祝
福到葵盛的街坊！

英語小組，帶領小孩與家長們進到神救恩國度裡。

② 祈求主愛溫暖北區，特別是那些住在劏房的新移民
家庭。

③ 我們是一間蚊型教會，但神卻沒有冷落和嫌棄我們，
願將得救的人數多多加給我們，大大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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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地接納及
愛眷「無甚價值」的人

馬太福音19章14節
將軍澳基督教錫安堂 —— 梁慧琴牧師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

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攔阻小孩子到耶穌面前來的人是門徒，他們是受當時社

會的價值觀所影響，他們視每一個人為「勞動人口」，

越能對社會及家庭作出貢獻的，就越有價值。故此，小

孩子對他們來說是「無甚價值」的人種，跟老弱傷殘

等無甚勞動力的低端人口相同。但尊貴的主耶穌卻說，

要讓這些被視為「無甚價值」的人到我面前來。不單如

此，耶穌更已為他們預備了天國，要永遠地接納及愛眷

他們。願主耶穌都讓我們有祂的透視眼光及心懷，接納

並愛顧祂所愛的每一個人。 視他們為珍寶，並盡力將

主所愛的帶進天國裡。

將軍澳基督教錫安堂
 代 禱 事 項   

① 求天父祝福區內需要接受愛心糧倉服務的街坊，願
天父眷顧及供應他們的需要: 工作、物質及心靈上的

8
DAY

2.24
需要。願主使用我們的服侍，讓更多未得救的靈魂
能歸入神的名下。

② 求主祝福使用教會屬下的社區服務中心，讓所舉辧
的各類功輔班， 興趣班，及婦女活動等等，都能成
為傳福音的橋樑， 讓更多從神而來的愛與恩典臨到
被服侍的街坊身上。

③ 願天父興起堅固教會，感動更多弟兄姊妹把握時機
接受屬靈裝備。 在動盪的時刻，能有足夠的信心與
恩典實踐使命，迎向未來不可知的改變。

堅守着這一份屬天平安
路加福音2章14節

觀塘國語浸信會 —— 李家輝傳道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

人！」（路加福音2章14節）

賜下平安給我們的主，二千多年前祢道成肉身來到這個

世上，把從祢而來的平安帶給我們，讓我們在地上也能

得到那種屬天的平安。直到二千多年後的今天，祢的平

安仍然沒有離開我們，祢的平安仍然在我們每一個願意

跟隨祢的人身上，願意我們每一個跟隨祢的門徒也能夠

堅守着這一份平安，並且把這份平安帶給我們的鄰舍。

9
DAY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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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能夠得着昐望，願榮耀頌讚都歸給我們創始成終

的三一神，願平安在我們每一個門徒身上，直到主再來

的一刻，信守到底，阿們。

觀塘國語浸信會
 代 禱 事 項   

① 為「樂心薈」的各項事工擺上，求神加智慧給同工
們和義工們能夠適切地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② 為觀塘這個社區擺上，求神看顧這個社區，讓一些
有困難的家庭得到幫助。

困境中的看顧
利未記23章22節

金巴崙長老會牧民堂 —— 蘇達榮牧師

「你們收割你們的莊稼的時候，不可把角落的穀物割

盡，也不可拾取你收割時遺下的；把它們留給窮人和寄

居的外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23：22）

「3路得就去了，來到田裡，在收割的人背後撿麥

穗。…8波阿斯對路得說：『女兒啊，聽我說，不要到

別人田裡去撿麥穗，也不要離開這裡』 15她再起來去

撿麥穗的時候，留給她去撿…」（得2：3、8-16）

10
DAY

2.26

耶和華上帝在利未記23：22吩咐以色列人在收割的時

遺下的殼物，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外人撿拾，讓弱勢的

群體有生存的空間，以色列人世代遵行，路得也因著這

戒命而得著生機，也成為耶穌的先祖大衛王的曾祖母，

和波阿斯結婚，由弱小貧窮逆轉了人生。

今天在利益為先的社會，教會更需要站出來關懷弱勢，

伸出援手，釋放溫暖、見証基督，活出福音的真義，讓

現代弱小的群體，得著溫暖。

旺角浸信會
 代 禱 事 項   

① 為教會能明白及跟進在本年內接觸約50名基層朋友
祈禱，求主幫助我們以堅定的信心與他們同行。

② 求主繼續興起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基層服侍，尤其願
見其中的基層肢體受訓作領袖及同工。

③ 為旺角很多劏房戶、單親家庭及其中的孩子禱告。
特別在疫情期間心理及經濟的需要，求主幫助教會
與他們分享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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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不去「行善」，
還等待何時呢？

以弗所書下2章10節
基督教會活石堂石梨堂 —— 張純堅牧師

經文：「....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
的 。」（弗2:10下）

你我正處身一個大時代中，我們若不去「行善」，還等
待何時呢？神早已預備了，你看見嗎？

兩盒口罩的故事（阿娜的分享）：

下午帶著兩個生病的孩子去看醫生……人不多，一個背
著斜包還掛着一個有點誇張的偶像……年約八十的婆
婆……等她看完……她行過去給錢取藥……姑娘說：

「阿婆診費＄270」

「唔夠啊……阿婆……」

「我只得咁多……」

「返屋企拿啦，再來取藥」

「我呢d係問人哋借的……未出糧」

聽到這裏，我行過去從銀包取出＄100，

11
DAY

2.27
「阿婆唔夠的我代她補上！」

「你識呢位阿婆？」

「唔識……」

阿婆取了藥行出去的時候，邊行邊跟我說：

「我還俾你……」

「 不 用 了 …… 耶 穌 祝 福 你 …… 耶 穌 祝 福 你 ！ 慢 慢
行……」

繼續等待叫名入去睇症……

當我行去付錢取藥時，姑娘說：

「這兩盒口罩係我哋醫生送給你兩個小朋友的。」

「吓」

「我哋醫生話剛才被你的舉動感動了……」

錫安傳道會豐盛堂
 代 禱 事 項   

① 荃灣區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 獨居長者心靈較空
虛，需要特別關懷。發現街坊多渴望被聆聽關懷，
更多於需要物質的支援。

② 在疫情下，基層青少年失去正常的社交活動，更多
自我收藏，荒廢學業，身心造成更多不良的影響。



1918

大齋期禱告 2021

③ 基層家庭主婦身兼多職，需要關心支援，能協助分
擔孩子的照顧會減輕她們的壓力。劏房新移民家庭
在疫情下，可以有穩定的工作，並及早可以安排上
公共房屋。

向無助的傷者
做出憐憫的服侍行動

 路加福音10:37
教關沙田水泉澳網絡召集人、沙田浸信會 —— 連俊才牧師

耶穌對他說：你去，照樣做吧！路10:37

這是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耶穌叫猶太律法師學這位被

猶太人歧視的外族人，向無助的傷者，做出憐憫的服侍

行動。

2020全球疫症爆發，沙田區一大型屋邨一度成為疫

邨，居民生活困難，人心惶惶，不敢出門。教會的行動

（錄製打氣影片，上樓門口送物資問候...）令一些邨民

感動落淚，更有說：「我在這裡住了幾年，你們是第一

批來家訪的人」。求主繼續興起更多教會同工和信徒，

用實際行動，服侍社區，扶助弱勢人士，讓他們看見基

督徒的好行為，便早日歸主。

12
DAY

2.28

沙田浸信會
 代 禱 事 項   

① 興起本會更多委身服侍社區的義工。

② 感動水泉澳18幢居民，願做街坊義工，互相守望。

③ 教關領導下，有十多個教會機構組成的水泉澳服侍團
隊，願主大用，同心合作，服侍居民，領人歸主。

與受苦的人同行
 約翰福音上12章23-28

基督教牛頭角潮人生命堂 —— 伍敏尊牧師

「苦難」與基督信仰生命，彼此緊扣。人生在苦難中要

經歷的哀傷過程，耶穌先親自為我們經歷：

否認 Denial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

（祂放棄自己與神同等的地位）

恨惡 Anger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

守生命到永生。」（祂對在世生活享受的看輕）

講價 Bargaining ——「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候！」

抑鬱 Depression ——「我現在心裡憂愁，我說什麼才

好呢？」

13
DAY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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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Acceptance ——「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貧窮人(社會中受欺壓的人)之生活所經歷人生的苦難，

就只有道成肉身並捨身十架、親身體驗整個過程、與受

苦的人認同的主耶穌，最能明白。而祂親自邀請我們跟

隨祂的門徒學習祂的榜樣。

「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哪裡。」

我們是否願意學習祂服侍的榜樣，否定自己認為應得

的，克服內心各樣的掙扎，與受苦的人同行，展示麥子

死了所爆發出來的生命力，從而讓上帝得榮耀？

這正是預苦期對我們最大的應用反思、挑戰。

基督教恩牧堂
 代 禱 事 項   

① 求主給我們資源及人手支援及關懷過去一年過百户
食物銀行家庭

② 求主使用我們透過兒童學習班，幫助高小學生和家長
解決疫境學習的困難，並希望透過兒童學習班給予基
層家庭就讀大學的子女做兼職補習老師幫補家計。

③ 恩牧堂坐落於青衣長亨邨，屋邨長者較多，疫情期間
需要更多探訪關懷工作，願神使用教會及動員區內義
工為長者送上祝福，讓愛透過我們在社區流動。

青年貧窮
 約翰一書3章18節

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服務中心 —— 黎少慧姑娘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

在行為和誠實上。」

香港貧富懸殊眾所周知，香港原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由

2006年的0.533上升至2016年的0.539，較其他的已發

展經濟體高，表示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相當嚴重，當中

除了老年貧窮問題外，有否關注到青年人也正面對著欠

缺向上流動的嚴峻情況？

年青一代的薪酬升幅遠遠追不上樓價的升幅，另外，大

學學歷勞工面對職位錯配、高昂的大專及大學學費，甚

至低下階層年青人未就業就負上學債的問題，近年探討

「青年缺乏向上流動機會」亦不絕於耳，如果青年是未

來社會的主人翁，那麼我們可以為年青人提供甚麼的養

份，使他們能夠脫離困境，從新出發呢？其實，我們有

否對我們這一代的年青人，投下信任和信心的一票呢？

14
DAY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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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服務中心
 代 禱 事 項   

① 在現今社會，年青一代失業、失望、失信心。

② 求主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跌進撒但的絕望陷阱中，
讓我們從個人至社會得到轉化，復興教會。

③ 盼望神使用我們的教會及自資中心，伴隨青少年人
同走他們的創業夢。

行善的初心
哥林多後書8章9節

基督教恩活堂 —— 鄭抒明傳道

感謝主，讓我們在預苦期的日子藉神的話預備心靈迎見

主基督耶穌復活。今日我們一同默想哥林多後書8:9節 :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卻為

你們成了貧窮，好使你們因他的貧窮而成為富足。」

不經不覺新冠肺炎肆虐已經一年了。教會和社關機構在

這嚴峻的處境，依然堅守崗位，實在不容易。

昔日，馬其頓眾教會同樣不是在富足中行善，不是在有餘

時捐獻，也不是在順利上事奉；而是在受苦裡依然慷慨。

因為他們深受基督的恩惠，效法基督使貧窮成為富足。

15
DAY
3.3

或者我們前面的服侍會有更多的挑戰。不要忘記使徒保羅

給我們的鼓勵，行善的初心—效法基督使貧窮的成為富

足。使基層人士身心社靈得到關懷。溫飽是初步，進而建

立美善的價格觀，最後回饋於社會成為祝福他人的人。

思考問題：

1. 什麼是您行善/服侍的初心？

2. 哥林多後書8章9節，對您有什麼感動？

基督教恩活堂
 代 禱 事 項   

① 建立穩定的物資派發點，讓有需要的基層人士得到
支援。

② 建立穩定服侍的基層的義工團隊。

③ 關懷牧養長者、基層家庭和少年人，榮神益人。

不應選擇愛誰和不愛誰
路加福音10章25-37節

柴灣浸信會 —— 蔡志強牧師

我們已知道「要愛鄰如己」這得生命的命令。（27-28

節）然而，耶穌要挑戰和打破我們（施愛者）只選擇性

地愛某些人的心態。

16
DAY
3.4



2524

大齋期禱告 2021

當律法師追問：「誰是我的鄰舍？」耶穌用「好撒瑪利

亞人」的故事回應，我們以為，祂只想指出，施愛者的

鄰舍，就是有需要者。「要愛鄰如己」，我們就去愛顧

有需要者。

但細看之下，耶穌其實另有所指！耶穌知道，祭司、利

未等猶太人自以為義，不以撒瑪利亞人為鄰舍。耶穌不

是問：「誰是那位施愛者的鄰舍」，耶穌卻故意挑戰我

們：「誰是那落在強盜手中的人 （有需要者）的鄰舍

呢？」（36節）答案是：「是那個憐憫他的施愛者撒瑪

利亞人。」（37節）

耶穌挑戰我們，不是由我們決定誰是自己要愛的鄰舍，

我們不應選擇愛誰和不愛誰；反而要留意自己是否配得

上成為他人去愛的鄰舍！

原來，我們應當以愛、以憐憫心（而非選擇性地）去服

事任何有需要的鄰舍。若如此行，我們作為服事者，都

成為受服事者的鄰舍，都得著神和人的愛！！

柴灣浸信會
 代 禱 事 項   

① 求主破除我們選擇性地愛人的心；遇到有需要者，無
論何人有需要，都能以主耶穌的心腸去盡心服事。

② 求主繼續使用本會（柴浸）的社會服務處、學前教

育中心，及社區健康中心／牙科中心，能「藉服
務，深入社群，見証基督」。

③ 求主興起更多本會會眾和社區人士，合力服事更多
柴灣區的兒童、青少年、有特殊學習需要者及長
者，經歷主愛。

主是基層市民的力量
詩篇18:2

中華基督教會田景堂 —— 黎燕萍牧師

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
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
是我的碉堡。  

有一基層家庭，在疫情期間媽媽要照顧自閉症的兒子，
因疫情要長期留在家中，不能回中心。而女兒因脊柱側
彎要做大手術。媽媽在恐懼中想起主耶穌，當她不能入
睡時，她聽詩篇，主的話成為她的安慰及主陪伴她經歷
艱難時刻。

主啊！祢是基層市民的力量，祢愛他們，是他們的救
主，保護及安慰他們。他們只有單單投靠你，因祢是避
難所，願祢在疫情中，讓他們經歷祢的引導，奉主耶穌
基督聖名祈求，阿們。

17
DAY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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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田景堂
 代 禱 事 項   

① 在疫境同行計劃中讓弟兄姊妹能接觸社區的有需要家
庭，傳揚福音，彼此配搭。

② 求主讓我們關愛智障人士及他們的家人。

③ 求主讓我們有智慧安排栽培系統，學習真理。

先滿足服務對象的需要
馬太福音28章18-20節

啟德平安福音堂-親子及青少年活動中心 —— 黃結宏主任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
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現今社會向人傳福音並不是一件易事。於未信的人來
說，他們的想法較為實際，很少想到自己心靈上的需
要，一定是先顧及切身的利益及好處，然後才有空間思
其他方面的需要。

不過我們中心也是先滿足服務對象的需要，在服務中派
發生活所需物資，協助他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建

18
DAY
3.6

立關係後才慢慢向他們傳福音！這也是希望能夠裡外關
心他們，做到全人的照顧！也回想起我們的角色，就是
先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明白他們，然後才自然地將福
音慢慢帶給他們！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堂
 代 禱 事 項   

① 四順社區(順利邨、順天邨、順安邨、順緻苑)的慕道
者信主受洗。

② 每月一次於四順社區作街頭佈道。

③  堂會弟兄姊妹熱心參予四順社區的福音工作。

④ 盼望有不同的福音團體或教會與本堂合作發展社區
福音工作，讓更多街坊認識耶穌。

我們當作什麼？
路加福音3章7-14節

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 —— 陳淑娟傳道

在路加福音3章7-14節，約翰提出要結出果子，與悔改
的心相稱。眾人問施洗約翰：「我們當作什麼呢？」在
第十一節約翰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
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這裡是說明要將我們原本已

19
DAY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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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所擁有的，分給有需要的人，因我們一切所擁有的都
是從上主而來，能夠與有需要的人分享，就是恩典，這

也是基督徒正確的物質觀。

在2010年，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社會、經濟、人心

面對極大的沖擊！我們作為基督徒當作什麼？當然我們

可以選擇加入搶廁紙、搶口罩、搶米，又可以利用不用

上學的時間在家中大覺訓或打機。但作為信徒要實踐天

國的價值觀，我們又應該如何選擇呢？在疫情初期，口

罩及消毒用品，甚至連基本的日常用品，例如廁紙、

米，都供應不足。人心充滿恐懼不安，如果按以上經文

的教導，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我們僅餘的分給別人，還是

因為我有錢財的能力，而且行得走得，就去搶埋一份

呢？在疫情的中期，因為經濟下滑，好多行業都相繼倒

閉，出現大量的失業人士。

作為信徒，我是不是還可以安坐家中，照常生活呢？埋

怨著，疫情幾時完結，關口幾時開，我要去旅行呀！還

是我們時刻都為有需要的人禱告，打電話去關心一些獨

居長者的情況，也在人心惶惶不安的時間，把賜平安的

主讓人知道！

願我們時刻關心別人的需要，以上主眼光看事物，生活

結出好果子，與悔改的心相稱。

基督教聖約教會 —— 深水埗植堂中心
 代 禱 事 項   

① 求主賜福社區中的家庭，在疫情之下能保持工作順
利，就業足夠維持家庭經濟。

② 求主賜福社區中的學童，在疫情之下能學習順利，在
網上學習和學校生活也能身心良好發展。

③ 求主賜福我們教會，能建立更強健的網絡，與其他伙
伴單位共同服事社區。

平安的應許
約翰福音4章27節

基督真光教會 —— 陳桂鳳傳道

約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新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我們透過探訪和派發物資中得知
村民中有長者因為口罩，不敢去醫院覆診，有人怕出
門，不敢出外吃飯或去人多的地方，有確診的地方更少
去為妙……有人因怕疫情而患上輕度抑鬱症……有人因
疫情失業，手停口停……全城嚴陣以待，在這持續抗疫
疲勞下，全城瀰漫著無形恐懼，不安與納悶……！

20
DAY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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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在基層寮屋中的村民，在經濟面臨失業，開工不

足，口罩物資缺乏…多方面的壓力和疫情下更添沉重，

不安，憂慮……

主耶穌…衪對門徒說祂要將平安賜給門徒，祂知道門徒

將會面對非常嚴峻的事…，會令到他們不安，憂愁和膽

怯…主耶穌要門徒知道，祂已經將平安賜給他們，在祂

那裡有真平安！

這份平安應許仍傳流至今！

讓我們無論在任何逆境，疫境中……緊握主的應許，讓

主帶領我們安然渡過！且在這不安，擔憂，害怕的疫情

中，記念困苦與基層人士的需要，支援他們，分享主的

愛和真平安！

基督真光教會
 代 禱 事 項   

① 為寮屋中的長者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出入平安，為
獨居長者們家居安全和自理能力禱告！為他們的情
緒和身體健康禱告，求主保守他們賜下平安，喜樂
和盼望！

② 求主帶領寮屋居民，新移民的家庭脫離貧窮，進入
主的豐盛祝福中！

③ 求主施恩憐憫，施行拯救！帶領教會透過探訪關

祂道成肉身選擇在
貧窮人地方出生

使徒行傳 4:13
基石教會恩盛堂 —— 陳蕙芳牧師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

的小民，就稀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使徒行傳 

4:13 ）主耶穌本有是尊貴與富足，祂道成肉身選擇在貧

窮人地方出生，也常與窮乏的、病患的貧窮人一起。

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耶穌沒有拒絕他

們，也施行了神蹟來醫治他們各樣的病。不但如此，也

呼召那無學問的基層人來跟從祂，並以父徒式來教導，

主耶穌沒有輕看他們，後來彼得成為一位很要的領袖；

21
DAY
3.9

懷，親子活動，讚美操，婦女小組…成為平台將福
音，主的愛傳遍社區！

④ 求主堅固初信者的信心，接受栽培，向下扎根，往
上結果！

⑤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疫情中所受的影響，引領弟兄姊
妹依靠主的心!

⑥ 求主的愛充滿他們，成為愛的流通管道，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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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賜福服侍基層人的教會，興起更多無學問的基層人

作教會領袖，能薪火相傳，服侍基層，將福音活現在人

眼前。叫更多困苦流離的貧窮人得聞福音歸向主耶穌。

基石教會恩盛堂
 代 禱 事 項   

① 為教會自籌食物作食物銀行代禱，求神預為有需要的
人預備如嗎哪一樣，亦讓教會經歷五餅二魚的神蹟。
祝福更多貧窮人，叫他們看見神的愛及被主我愛吸引
到教會信耶穌。

② 為教會免費補習班代禱，求神給心力及靈力老師，除
了教導書本知識之外，亦能將聖經真理活現出來。

③ 為教會現服侍一群在和合石山頭工作的清潔工人及居
住鄰近屋邨單親、基層家庭及獨居長者代禱，叫教會
不但服侍到他們，還能帶領他們信耶穌。

④ 讓教會能與鄰近社福機構（精神康復中心，明愛家庭
中心，老人中心）的合作更順利，讓更多有需要的人
轉能到神家中。

切勿灰心喪志
加拉太書6章9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蒙恩堂 —— 周榮輝牧師

22
DAY

3.10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

成。」加拉太書6:9

關懷貧窮的服侍，有些人接受了我們的服侍或者禮物，

就歡天喜地，彼此也存感謝的心；也有些人不滿意送來

的物資，當着面投訴。聽到這些投訴又或者不珍惜的行

為，心裏也是嘰哩咕嚕一大堆說話，懷疑別人，甚至乎

懷疑自己的服侍是否有意義。

但保羅提醒我們行善不可喪志，喪志就是厭煩的意思，

撒但就是用這些厭煩讓我們停下來，失去焦點，如果我

們堅持，總會有收成，或是見到服侍產生果效；也可以

是天父的同在和肯定。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

你的服侍讓你感覺厭煩，你需要的不是要停下來，而是

盡快回到天父那裏，安靜下來，讓他來肯定你，與你同

在，你一定會有收成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蒙恩堂
 代 禱 事 項   

① 為教會異象禱告，推動小教會，興起更多平信徒走
出教會建築物，透過不同地點和時間傳揚福音，關
懷社區，建立教會！建立門徒！

② 為長者事工禱告，不為疫情影響，繼續關懷探訪！

③ 為區內小學補習班事工禱告，透過補習幫助基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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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兒童，造就年青人建立關懷及福音網絡！

④ 為青年人服侍貧窮人事工禱告！不受區域限制，關
懷有需要的！

榮耀神，幫助人
使徒行傳26章18節

宣道會基蔭堂（基蔭家庭服務中心） —— 蕭如發牧師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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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信我，得蒙赦
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26:18節）

這段聖經是耶穌向保羅顯現光照他，並呼召差遣他成為
主所使用的使徒，在他的生命悔改轉向神服侍人。

今日我們信主的生命也同樣轉向神歸向神，同樣地被差
遣服侍人，（一）要使人眼睛得開看見認識神，（二）
要幫助人離黑暗歸光明，使人得著主恩光、不心慌。
（三）藉主的大能脫離魔鬼撒旦的捆綁，得著釋放得著
自由行，福音是神大能拯救被癮捆綁的人。（四）因
著神大愛蒙赦罪之恩，不受罪的控訴卻受愛的激勵。
（五）能得著基督的生命的基業，即得著豐盛的生命，
使神得榮耀，人藉幫助得福。

願復活的神大能大力使用教會及我們見證神、榮耀神、

幫助人。

基督教敬拜會（荃灣區）
 代 禱 事 項   

① 感謝神！透過教關和一些慈善機構的物資供應，我
們可以接觸超過一千人和家庭，他們對教會和耶穌
都有新的認識，不少街坊在接受物資時都表達「多
謝教會、多謝耶穌！」，有些還含著淚水說多謝，
信多麼感恩的場面。我們面對的需要是如何將人帶
到神面前，因為神才是他們最大的幫助。因此請代
禱我們能有效的跟進，現在開初信栽培班、補習班
和繼續家訪。可惜疫情再度緊張，會阻礙收割，期
望疫情能慢下來，讓我們有足夠時間去關心他們。

常在耶穌裡面
約翰福音15章5-6節

香港伯特利教會恩光堂 —— 徐文潔傳道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

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

麼。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

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24
DAY

3.12

23
DAY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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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我們要常在他裡面，否則離開了他，我們就不能

做甚麼，我們會從樹上掉下來，然後枯乾，最後被人收

集起來，扔進火裏燒掉。曾經聽過有人笑說，掉下來的

枝子最後被人當柴燒，總算有點用途！然而，試過種植

的人就知道，從植物上掉下來的都是瘦弱的枝葉，真的

是完全沒有用途的東西，所以唯一處理它的方法就是把

它燒了，而不是當柴燒了。因此，如果我們不連住葡萄

樹、常在耶穌裡面，我們就失去結果子這個最大的用

途，我們會成為枯枝，再沒有任何用處了。

香港伯特利教會恩光堂
 代 禱 事 項   

① 求主祝福教會裡的年青人，叫他們渴慕連結於耶
穌、熱切地尋求耶穌，並且常常遵行他的教導，因
為知道離了耶穌便不能做什麽。

② 求主祝福將要踏入職場的年青人，帶領他們進入適
合的行業，在工作上表現榮神益人，讓別人在他們
身上看見偉大和奇妙的神。

③ 求主興起現今世代的年青人，叫他們熱心關懷社區
的需要，常常身體力行參與社關和禱告，效法耶穌
對貧窮人的服侍。

別去定別人的罪
路加福音6章37節

基督教華富邨潮人生命堂 —— 伍嘉偉牧師

經文常引用提醒信徒要饒恕得罪你的人，不要論斷人。

無奈今天的社會氣氛，論斷對錯、抓人罪證、不予饒恕

是常態。我們是怎樣服侍弱勢社群？「窮，因為你唔夠

努力！」「點解你唔每月儲起D錢？」「攞（貪）咗物

資咁耐，仲唔決志？」「教會做咁多嘢，幾時有回報？

佢地返崇拜肯安靜敬拜主嗎？」你看見彼此之間屹立的

高牆嗎？高牆源於權力：我認為我不被定罪了，因為我

生活在恩典之內。

路加的禍福之道，用「審案、判有罪與無罪釋放」的法

庭框架說明，為何愛人如己是福？我們與弱勢社群在主

面前受審，若非主愛與饒恕，只有攬炒判死罪。在不義

世代服侍貧窮、受逼害、被社會瞧不起的每一位，原來

是福氣。我們不是上了岸向世人拋救生圈的基督徒，我

們都是落難者，互相扶持上救生艇等候基督拯救吧。教

會不就是救生艇嗎？

剛來電，一位服侍多年，受罪捆綁致使貧窮的長者安息

25
DAY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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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活在罪與苦之間，但我念念不忘，某年請宴，他

穿著整齊西裝返教會、流淚求主饒恕的一幕。求主教我

們知罪、認罪，別以立場、經濟等社會考量去定別人的

罪。

基督教華富邨潮人生命堂
 代 禱 事 項   

① 為在疫情期間在本會申請短期食物援助的幾十個家
庭，透過教會一連串愛心行動及信仰探索班，認識
教會，接受耶穌為他們生命的主。

② 為早前教會舉辦 「華潮五十蒙主恩、分享主愛遍全
邨」免費向全邨住戶派發口罩行動，合共接觸3000
多個住戶，求主帶領，讓更多街坊能返教會，認識
信仰。

服侍裡需要主的愛成為鼓勵
哥林多前書13章7-8節

恩光社會服務中心 —— 葉遠強牧師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

不止息。」（林前13:7-8）

感謝至高的上帝，祂的恩慈憐憫，看顧世人。甘願卑微

降生成了人子的耶穌基督，走進貧窮困苦人群中的服

侍，成為我們效法的榜樣。服侍貧窮人，往往面對自我

的挑戰。怎樣學習放低自己，忍耐惡劣的環境，關心及

接納他人。

義工曾經透露，服侍中遇到家居環境衛生惡劣的貧窮

人，心感抗拒及難受，遇到聽力衰退難於溝通的長者，

也沒有耐性聆聽及關心。明白到義工服侍中遇到的困

難，服侍裡需要主的愛成為鼓勵的動力，憑著愛心、包

容、信心、盼望、忍耐來克服挑戰。正如我們蒙恩的生

命，是經歷主愛大能來成長，讓主的愛藉著我們生命流

出，生命影響生命，愛是永不止息。

香港伯特利教會恩光堂（長者事工）
 代 禱 事 項   

① 新一年（關懷大使）長者義工訓練，願上帝帶領事
工發展，讓長者義工得著裝備，服侍社區，傳揚主
愛。

② 婦女讚美操不受疫情影響，可以繼續相聚活動，願
聖靈在未相信主的婦女心裡作工，使她們能夠早日
信主。

③ 新一年婦女英文班能夠收生足夠，成功開班。讓婦
女可以透過學英文來認識耶穌。

26
DAY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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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年青人禱告
路加福音1章78-79節

基督教仁愛教會 —— 吳泊廸傳道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 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

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

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1:78-79

主啊！祢是憐憫人的主，是賜下盼望和力量的上帝。

主啊！祢就是那溫暖人心的日光。是祢對我們熱熾的憐

恤，再次溫暖甦醒我們的心，求主幫助我們這世代的人。

也特別為年青人禱告，求祢的恩手拖帶他們，尤其在這

昏亂的世代中，願祢的話語及真理成為他們每一天的指

引，按著主的真理而行。

願主祢的手成為他們的遮蓋，保護他們，不至跌倒。

主啊！求祢也教導我們如何與他們同行，分擔他們的憂

愁，引導他們到祢寶座前。

求主幫助我們，奉主名求，阿們。

基督教仁愛教會
 代 禱 事 項   

① 求主幫助我們成為社區的鄰舍，按主的心關懷幫助
有需要的人，引領更多人進入福音，到主跟前。

② 求主幫助我們眾弟兄姊妹、執事同工，同心合意，順
服在聖靈的引帶，以行動回應主的呼召，活出主愛。

回應主對老年人的愛
箴言20章29節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堂 —— 黃滋瑞牧師

「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白髮為老年人的尊榮。」箴言

20:29

這段時間，我們被疫情挑動了，也被聖靈帶動著，探訪

一個又一個天水圍的家庭，再次看見貧窮戶依然大量

存在，許多獨居的長者不單缺乏資源，有部份仍得不到

的，就在那裡可以得到資源，感謝一眾強壯的少年人放

下玩樂的時間回應主對老年人的愛，送上物資、探訪和

關心。

當我們以為老年人只一輩需要援助，有一日，一位銀髮

婆婆專誠到教會要找負責人，找到了牧師，不單連聲多

28
DAY

3.1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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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還帶來許多禮物，這些具體的祝福，讓牧師感到這

位長輩對人的誠意，要向她學習，也見到她的尊榮。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堂
 代 禱 事 項   

① 求天父讓整個耀道家有一顆敏銳和憐憫心，常以街
坊的需要為自己的責任。

② 求天父讓我們時刻作好準備，接待鄰舍。

從「施予」增加自己
在生活對上主的信靠

雅各書 2章14-21節
城市福音教會 —— 許仁豪牧師

「14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

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15若是弟兄或是姊

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16你們中間有人

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得暖，吃得

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17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18必有人說：『你有

信心，我有行為；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我

便藉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19你信神只

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20虛浮的

人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麼？21我們的

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行為稱

義麼？」

當你看見人的需要而「施予」時，這是一個主所喜悅的

行動，聖經更指明這是一個信心的表現。「施予」其

實不是人的本性，而是超越人性的表現，因為對於人來

說，「施予」往往會使自己所擁有的減少，甚至缺乏。

那麼，為甚麼基督徒會比其他人更願意「施予」？因為

基督徒所相信神是一位創造萬物的神，是位能使無變成

有的神。對於信主的人來說，「施予」並不會使人減少

或缺乏，相反基督徒更因為「施予」從而增加自己在生

活對上主的信靠，能在日常操練出對創造主的信心。你

今日操練咗未？

基督教會豐盛之家
 代 禱 事 項   

① 升讀初中的基層學生禱告。基層家庭未能容易應付
子女額外專科補習，希望有義工或機構能幫助學童
提供收費較平的專科補習。也記念少年人升讀中學
後面前的挑戰和試探，特別沉溺網絡虛擬世界和長

29
DAY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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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玩手機，帶來很多親子問題。求主幫助少年人
建立健康實體社交關係，確立良好自我形象，立志
跟隨主耶穌。

② 國內新來港婦女（特別單親家庭），母親需要教養小
孩和生活壓力帶來的情緒困擾，希望透過婦女查經
班，藉著信仰，組員彼此互勉同行，經歷基督大愛。

③ 盼望能繼續舉辦兒童英文拼音班，接觸更多有需要
的基層家庭，帶小孩子認識耶穌。

④ 求主興起弟兄姊妹，委身事奉，各按各職，彼此服侍。

問主，我們可為他們作什麼？
出埃及記3章7節

 慈王區 —— 王康牧師

在屋邨服侍長者和親子弱勢社群，疫症於（慈雲山）社

區爆發，所有接觸人的聚會服侍暫停。除了為社群禱告

外，我問主還需要作甚麼。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

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

原知道他們的痛苦。」出埃及記3:7

及後不斷聽到很多家庭因疫症有失業或減薪的苦況，看

見他們受經濟和僱主壓逼的故事。

感恩主的提醒，為他們分享「一杯涼水」，包括食材盒

及現金消費券，使眾家庭得到一點支援，更有失業者重

新找到工作，面對生活挑戰，讚美主！

愛鄰舍聚會點 —— 慈王區網絡
 代 禱 事 項   

① 請記念區內街坊面對失業或減薪的情況增加，需要
多方面支援幫助。 感恩（好鄰舍）機構及教會透過
送贈食物盒和現金消費券，幫助約100個家庭作緊急
援助面對難關。請繼續禱告。

② 記念在疫情下教會網絡，聯合佈道事工聚會都停
止。感恩柳牧師的街佈隊，仍每週作二人小隊，在
黄大仙街上傳福音。

③ 記念慈雲山屋邨南亞社群不斷增長，感恩有機構和
教會攜手合作。在前線社區接觸回應需要。請為正
籌辦的南亞學童支援中心禱告，得以幫助到學童在
中文和功課輔導上支援。

30
DAY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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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the Holy Spirit to a desert
time during Lent allows us the opportunity 

to see what is in our heart

Matthew 4:1-11
教關董事 —— 何慶濂先生 Mr. Peter Ho

After l iving 30 years as an ordinary person, a 
carpenter son and the son of Mary, Jesus was 
ready to embark on the mission for which he was 
born. Instead of helping the blind recover sight and 
proclaiming liberty to the captives right away, Jesus 
was led by the Holy Spirit into the desert for 40 days 
and 40 nights – to be tempted by Satan. No matter 
how noble we believe our intentions are with the work 
we have set to accomplish in the Lord’s name, Satan is 
there prowling like a roaring lion seeking to devour us.

Jesus’ obedience to the will of the Father gave us the 
role model on how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Satan. 
Following the Holy Spirit to a desert time during Lent 
allows us the opportunity to see what is in our heart, 
and to examine and grow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Lent is a time of reflection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suffering we have to endure so that the fullness of the 
love of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may be revealed in us.

How have we grown spiritually since Lent in 2020 
when the Covid-19 became a global health crisis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clared a pandemic 
on March 11, 2020? My children’s universities 
immediately announced closure of their campuses 
with 3 days’ notice. Since then,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infected and many died. We have 
witnessed many who have lived selflessly for the 
common good, while others have lived irresponsibly 
and selfishly, leading to a more divisive society. We 
have experienced disappointments and betrayals. We 
have made difficult decisions, and we are grateful we 
can stand tall and raise our heads because we trust 
in the Lord.

Ultimately we are called to b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to minister his grace to the poor, the captives, the 
blind and the oppressed. What better way is there 
to prepare ourselves on this Lenten journey for this 
mission than to first be reconciled to God! Then we 
can cry out “Forsake me not, O Lord! My God, be 
not far from me! Make haste and come to my help. 
Transform my heart an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中華基督教會油麻地基道堂
 代 禱 事 項   

① 在疫情中仍盡力照顧區內有需要的街坊，求主看守。

② 牧養及訓練一班義工，開始組織團契，求主引導。

③ 為區內有教會願意一起去服侍街坊感恩，求主使用。

31
DAY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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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
你不可忍著心

申命記15章7-8節
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盛堂 —— 許靜宜傳道

「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的地上、無論那一座城裡、你

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你不可忍著心、揝著手、不幫

補你窮乏的弟兄。總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給

他、補他的不足。」

經文提到在地上，不論何處，若有一個窮人，不可忍著

心，不幫助那些窮乏的人。環顧香港看似一個繁榮的城

市，但卻住滿許多貧窮人。我們看見他們的需要嗎?我

們又為他們作了些什麼呢?求主感動弟兄姊妹為這些貧

窮人作出少少的回應！

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盛堂
 代 禱 事 項   

① 求主預備合適的牧者帶領教會未來的發展。

② 求主建立弟兄姊妹與主耶穌的親密關係。

③ 求主感動弟兄姊妹關懷貧窮人。

身同感受的心懷
哥林多後書11章29節

基督教會活石堂（九龍堂）、
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 —— 歐醒華牧師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林後

11：29

保羅提及的「軟弱」，不單包括信心軟弱的人，也是指

向經濟上或社會上較低層的人。經文指出關心軟弱的

人，最重要的不是物質供應，而是一份身同感受的心

懷。若我們未能真誠體會到自己都是軟弱的，或者未能

代入軟弱者的心境，那麼我們所作的關懷行動，就是絲

毫不明白加略山的愛。

基督教會活石堂（九龍堂） 
 代 禱 事 項   

① 星期一至五為基層兒童而設的「創路事工」，求上
主賜予合適的導師，並幫助兒童們快樂學習。

② 在附近一所中學提供英語班輔導，求上主賜予穩定
的服事團隊，並建立學生的學習信心。

③ 禱念探訪堂會附近的露宿者和清潔工人的信徒，求
賜堅定和關懷的心。

33
DAY

3.2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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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在持續的疫情中，求主記念旺角區的基層家庭，因
失業或開工不足人士，面對經濟壓力，願主顧念他
們的需要，使他們生活所需不致缺乏，並賜他們心
靈有指望與平安。

⑤ 為旺角居住的中小學生，面對學習的適應，遇上功
課和學業的困難祈禱。

⑥ 為堂會在大時代的轉变下，在社會經濟滑落，加上疫
情已需要不同牧養模式，求主帶領和引導教會如何在
社區內繼續見證上帝，成為旺角燈臺，散發真光。

「一杯涼水」的價值
馬太福音10章42節 

基立浸信會 —— 方偉雄牧師

有否想過「一杯涼水」的價值有多大? 

在耶穌的教導中，提到「一杯涼水」的時候，是指到門
徒的身份是尊貴的，應要被看重的。人若懂得和樂意接
待門徒，就如接待了先知，甚至是接待了主耶穌一樣，
他是會得着賞賜的。

教會就是門徒群體，當每一個作主門徒的，都甘心樂意
以「一杯涼水」來彼此接待，相信這個群體必得著主的
大賞賜。因此，「一杯涼水」的價值是很大的，其價值

34
DAY

3.22

並非在於「涼水」本身，而是信徒群體能夠實踐彼此接

待的愛心和行動。

基立浸信會 
 代 禱 事 項   

① 為教會服侍基層中學生及家庭開展「動感藍天」計
劃禱告，求主興起弟兄姊妹參與服侍。

② 為教會與教關成為福音伙伴感恩，讓教會推展社區
關懷服侍上得着支援。

③ 為教會繼續推動長者參與禧福協會天國耆兵課程禱
告，求主賜福年長兄姊的身心靈得着健康。

突破界限，擴張圈子
路加福音10章25-37節 

銀行同業福音團契總幹事 —— 陳啟興牧師

在路十25-37，耶穌說過一個「好撒瑪利亞人」的比
喻：有一個猶太人遇到強盜，被打個半死。尊貴的祭
司不救他，同胞利未人也不救他，反而受猶太人鄙視
的一位撒瑪利亞人救了他。耶穌要回應律法師的問題: 
「誰是我的鄰舍？」意思是「誰配、誰有資格作我的鄰
舍？」耶穌教導他要突破門户界限，每一個人都配、都
有資格作他的鄰舍。

35
DAY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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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有鄰舍的小圈子，是正常的，但正常不等於正

確，耶穌要我們不斷突破界限、擴張圈子。想一想，您

有什麼鄰舍？有沒有什麼人您認為他不配作您的鄰舍？

作一個憐憫別人的人吧，神必恩待那些恩待別人的人。

元朗靈糧堂 
 代 禱 事 項   

① 求主教導關顧牧養基層家庭，他們常遇見子女教育
問題、夫妻相處問題、經濟問題。

② 教會推行以主婦為對象的英文班並融入福音內容，
求主賜智慧編課程及配搭肢體。

③ 教會已開始舉行基層福音班，求主帶領學員相信及
在教會扎根。

關心大埔區的娼妓情況
馬太福音 9章13節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愛堂 —— 潘廣武傳道

「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

思、你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

人。」(馬太福音 9：13)

C弟兄是一位很地道的大埔人，五十歲未到，與太太及

孩子住係大埔廿幾年。他本來已是一個很投入關懷社區

的教友，並自組「二手物資分享群組」，幫助有需要，

特別係基層的市民。他年半前提早退休，並且用更多時

間關心社區，更係半年前，睇到一個疫情下執紙皮的長

者及清潔工人困境及苦況的電視節目，很受感動，並開

始自籌經費，並開始每星期兩次上午在大埔區派發飯

券、無激素雞蛋（命名「足福飯券」及「足福蛋」）並

加上小食、口罩等防疫物資。

上帝的帶領更是超過人所求所想，Ｃ弟兄更與太太一齊

向大埔區的娼妓，派發月飯及以上物資。聽說她們初

時唔要或唔敢要，但見到弟兄夫婦的真誠及其他人接受

後，她們開始收取，感到被關心，並稱讚香港有人義務

地關心社區基層，感到好出奇。

因着弟兄這些特別的服侍，作為堂會的牧者，當然要支

持，並且邀請了相關機構，及區內同工，一齊關心大埔

區的娼妓情況。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愛堂 
 代 禱 事 項   

① 為大埔區教會的合一，同心關懷社區及基層禱告。

② 為各區每個無名的服侍者禱告，願主賜福他們身心
靈健壯，默默活出主的愛。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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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為大埔區娼妓事工禱告，學像主耶穌，靠着聖靈的
大能，進入最有需要的社群，見證主救恩。

作耶穌憐憫的見證
馬可福音10章46節 

觀潮浸信會 —— 鄭佑中牧師

46他們到了耶利哥。耶穌同門徒並許多人離開耶利哥

的時候，有一個討飯的盲人，是底買的兒子巴底買，坐

在路旁。47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就喊了起來，說：

「大衛之子耶穌啊，可憐我吧！」52耶穌對他說：「你

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盲人立刻看得見，就在路上跟

隨耶穌。（馬可福音10章46節）

巴底買，一位人生已跌破谷底的視障朋友，他所能作

的，就只有把握每一個能夠治癒的機會。於是他奮不顧

身地對路過的耶穌呼喊說：『大衛之子啊，可憐我吧！

Have mercy on me！』最後，耶穌回應說：「你的信

救了你。」

是的主！求祢憐憫我們如憐憫巴底買。求主憐憫！求主

幫助！我要能看見！我要能看見不是環境！環境總讓人

喪志！我要能看見祢！是的主！我要看見祢的拯救！今

天，當我們看見社區太多的需要，卻是對主祢太小的信

心。來吧！讓我們帶著呼喊的熱情，看見的信心，一同

在這被罪化的世代中，作耶穌憐憫的見證。

觀潮浸信會 
 代 禱 事 項   

① 教會座落於觀塘這個全港最貧窮的社區，就當盡主所
托付的份。願主藉「嗎哪」餐廳的服侍，在社區中見
證基督的愛，特別當開展「劏房戶」的事工時，求主
感動人心，回應召命，使教會能成為社區的燈臺。

Christ steps right into this pain to
bring healing

Mark 7:31-37
Community Church Pastor Wade Wollin

Jesus heals in such an intriguing way in Mark 7:31-37.   
Jesus takes the deaf man away from the crowd, puts 
his fingers in the man’s ears, spits, and touches the 
man’s tongue.  

Why does Jesus do this? The man couldn’t hear Jesus 
until he was healed. So, Jesus communicated in a way 
that the man could understand. I think Jesus gave the 
man what he needed. Jesus met the man where he was 
at and communicated in a way that was meaning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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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does the same for us today. The man may have 
despised his non- working ears and voice, but Christ 
steps right into this pain to bring healing. We all have 
parts of ourselves that need God’s healing touch.     
What healing do you desire for yourself? Who in your 
life needs God’s healing? Spend some time lifting 
these items up in prayer. 

Community Church Hong Kong
 Lent Prayer Request  

① Pray that more and more of our community would 
be moved to reach out to those with the biggest 
needs in the city.

② Pray that Covid would not be a barrier to our 
people or our ministry partners in reaching the city.

③ Pray that God would help us engage, disciple and 
walk alongside those who are new to the community.

回轉歸向祂
以賽亞書55章6-7節 

香港浸信教會 —— 陳康牧師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

祂。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

念。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憫他；當歸向我們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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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因為神必廣行赦免。」（賽55：6-7）

大齋期的聖灰周三崇拜，會眾以黑灰混和一點水，在額
上劃上十字架，記念我們本是塵土，也象徵在爐灰中的
悔罪。讓我們一起去尋找那位可能在我們心中已經失去
的上帝，向祂呼求，並拋棄我們作惡的思想和行為，回
轉歸向祂。

香港浸信教會 
 代 禱 事 項   

① 教會今年立會120周年，求主感動帥領，信徒繼續努
力實踐，使教會成為全心敬拜、誠心學道、愛心建
立、熱心傳道、及恆心禱告的教會。

② 教會和社區有更好的聯繫，服侍和祝福更多的鄰舍。

③ 探討和發展網上的事工和服侍。

Jesus has showed us  
what is abundant life

John 10:10
Kowloon Union Church Revd Phyllis Wong

Jesus said,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abundantly." John 10:10

I think it's the wish of many people to live a lif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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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ndance. What is abundant life all about? Being 
rich and owning a big house? Having a good family 
and stable relationships? Having a career with good 
prospects? 

In the past year,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hanged 
our lives and the world we are living in. People who 
are rich, educated and with respectable jobs all faced 
the same harsh realities, threats and uncertainty in 
life. The pandemic helps us to return to God, the 
Source of all lives. Life is short. May we all be able to 
re-prioritize our life and to live everyday with meaning 
and love. 

Jesus has showed us what is abundant life. His self-
sacrificing love has inspired us to follow his footstep 
to love and care for our neighbour who are in need. 
Jesus showed us that sharing and giving are sources 
of happiness. No money can buy and no materialistic 
life can bring inner joy and peace.

May we all live an abundant life in God’s everlasting 
love. Amen!  

Kowloon Union Church
 Lent Prayer Request  

① We pray for migrants, ethnic minorities,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May they be welcome and 
respected as part of our society.

② We pray to God for love, strength and wisdom so 

that our church is empowered to serve the poor, the 
vulnerable, the marginalized and the oppressed. May 
the church unite as one to care for our neighbors.

③ We pray for an equal and just society where people are 
treated with dignity regardless of race,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level of ability, socio-economic status...

Who sits at your door?  

Luke 16: 19 -31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hurch Revd Eden Fletcher

Stephen, sits at the door of MIC. He’s an old man now 
but has sat at the door to the church for many years. 
He pushes his trolley of odds and ends, sometimes 
without a shirt on or shoes on his feet, often in need of 
a wash or a haircut. Every time I see him, I think of this 
story from Luke, of the poor man Lazarus who sits at 
the doorway of the rich man’s house but who seems 
not to notice him, or at least tries to ignore him.

In Stephen I see Jesus. Stephen reminds me of just 
how much God loves the ‘poor man’ at the door, how 
I should not simply pass by. In the story it is Lazarus 
who is named not the rich man, Lazarus is known 
intimately by God, after death it is Lazarus who is 
carried to heaven by angels while the rich man is 
simply buried in th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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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ray for all who sit in our doorways, that we will notice 
them, name them and see in them the face of Jesus Christ.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hurch
 Lent Prayer Request  

① We pray for all the hospital patients. When they 
feel isolated, lonely and helpless due to restrictions 
on hospital visits, may they sense your special 
presence. May they draw comfort and strength 
from you, and may they find hope in the waiting.

② We remember those who are homeless. May Jesus, 
Immanuel, who was born in a manger, be born 
again in their heart this Christmas. And in their frailty 
and poverty, may they find peace and joy and hope.

③ Sovereign God, we lift up Hong Kong before you. In 
our distress, comfort and strengthen us. In our fear, 
be our refuge and tower. When we think there is no 
future, may we hope in you. And may your peace 
which sur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rule in our hearts.

你知道你是最重要的嗎？
以弗所書1章4節 

香港馬鞍峰教會 —— 李志剛牧師

上帝甚至在早在創世以前就愛我們了，他在基督裡揀選
了我們，好讓我們在他眼中成為聖潔，毫無瑕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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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所書1:4，新普及譯本）

你知道你是最重要的嗎？我不知道你怎樣回答這個問

題，但很多人都覺得自己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在家庭

的關係或朋友的關係當中都有一些不好的經歷，也許一

天一天我們也覺得自己不再重要。但耶穌的確是為你而

死，這證明你是多麼重要。所以讓人重拾自己的價值，

只能在創造的主當中找到。傳福音不論對我們是至關重

要。人除了可以得着永生的盼望，更能得着今生的尊重。

香港馬鞍峰教會 
 代 禱 事 項   

① 以馬鞍峰香港教會是不會停止去傳福音的，在八萬人
計劃、在通州街計劃、在社區發展、在聾人事工、或
在每周的崇拜裏，我們不會間斷地和努力地傳福音。
求神感動你，一起為福音的緣故而努力。互勉。

Our lives are not our own  

Luke 9:18-26
St. Andrew’s Church Revd Alex McCoy

Jesus asked his discipl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anyone could ever answer, ‘Who do you 
say I am?’ (v.20). How we answer this question,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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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determines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but how we 
live our lives.

Jesus didn’t leave his disciples wondering about his 
identity. He is God’s promised Messiah. He would be 
killed and after three days be raised to life. To believe 
in Jesus means to follow him. It means aligning our 
priorities to his priorities; to use our life to serve him (v.24).

As Christians, our constant challenge is to enthrone 
Jesus in our lives, to submit to his rule, and give 
ourselves to his causes. Our lives are not our own; 
they were bought at a price. In what way are you 
giving yourself to Jesus’ causes today?

St Andrew's Church, Kowloon
 Lent Prayer Request  

① Give thanks for St Andrew's partnerships with 
organisations across HK which seek to serve the 
poor and the marginalised. Pray for the material 
provision of these organisations.

② Pray that members of St Andrew's use their gifts, 
talents, and resources for the good of others, and 
to share the love of Christ.

③ Pray for the disadvantaged in the Yau Tsim 
Mong area: for the poor, the homeless, the ethnic 
minorities, and prostitutes. Pray for their care and 
they would come to know the love of Jesus.

神賜予的愛與盼望
羅馬書15章13節 

Solomon's Porch Pastor Samuel Song/ Tim/Sally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

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

馬書）15:13

不經不覺，疫情已經持續了一年。然而 ，疫情仍未減

退，前路仍然存在很多未知之數。在 抗疫這一年中，

很多人失去了至親，失去了工作，甚至失去了盼望。我

們信靠神的信心亦變得軟弱，因為在黑暗中我們看不見

神的作為。

今日我們藉著禱告，求神開啟我們的心眼，使我們知道

祂的恩召有何等盼望。讓我們在困境中 ，繼續宣揚這

一份神賜予的愛與盼望，使世人得以認識和倚靠神。神

啊，在這瘟疫橫行的世代，讓我們藉著聖靈的力量大有

盼望；當我們信心軟弱的時候，求祢 賜給我們力量；

讓我們在祢的裡面，有諸般的喜樂、平安。奉耶穌基督

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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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mon's Porch  
 代 禱 事 項   

① 在教會中興起全心全意跟隨主耶穌的信徒。

② 求神給予如何服侍香港所需的策略和智慧。

Silent Wednesday  

Psalm 46:10
Island ECC Pastor Sherman Chau

I recently learned about Wednesday of Holy Week. 
The other days of the week have special names: 
Palm Sunday, Holy Monday and Tuesday, Maundy 
Thursday, Good Friday, Black Saturday. The middle of 
the week is sometimes known as “Silent Wednesday” 
because Scripture doesn’t appear to record anything 
of that day. The Bible tells us about times when Jesus 
escaped from the crowds and found time to be alone 
and to pray. Perhaps this Wednesday was another 
such time. Take this day to spend more time in 
reflection. Pray and consider Psalm 46:10,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Contemplate 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Jesus would soon endure on the cross.

Island ECC
 Lent Prayer Request  

① Pray for programs that teach new trades or skills to 
help the poor find jobs.

② Pray for more people to volunteer their time and 
that their experience will inspire them to recruit 
more people to help.

③ Pray for the homeless to know the love of Jesus 
and that they will take steps to a new life.

God with us  

Hebrews 4:15
Union Church, Hong Kong Rev. Dr. Michele A. Bland

“For we do not have a high priest who is unable to 
sympathize with our weaknesses, but we have one 
who in every respect has been tested as we are, yet 
without sin.” Hebrews 4:15

Many people in our city know suffering. Poverty, 
homelessness, under-employment, unemployment, 
stress, fear, uncertainty and the list goes on. It is so 
easy to feel alone. We must never forget that Jesus 
knew suffering. Jesus came as a perfect man and yet 
became our Redeemer and our Saviour. Jesus was 
the Suffering Servant. 

Author M. Scott Peck quoted an old priest who said, 
“The only ultimate way to conquer evil is to let i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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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thered within a willing, living human being. When 
it is absorbed there … it loses its power and goes 
no further.” Jesus emptied Himself and took our pain 
and suffering so we could have new life and new 
beginning. Although we still face challenges, may we 
find courage and hope knowing that we are not alone. 
Jesus -who is called Emmanuel -means ‘God with us’. 

Union Church
 Lent Prayer Request  

① Mission partners and Families in Need.
② Stephen's Leaders as they minister in pastoral 

care.
③ Neighbourhood in Wan Chai as we reach out 

-specifically in Kindness Walks.

let us reflect on the cross
and remember the sacrifice  

2 Kings 7:9a (NLT)
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  Pastor Seth

2 Kings 7:9a (NLT), “Finally, they said to each other, 
‘This is not right. This is a day of good news, and we 
aren’t sharing it with anyone!’”

D.T. Niles said, “Evangelism is just one beggar telling 

another beggar where to find the bread.” As Christ-
followers, it’s easy to forget that we were all once 
beggars who were in need of God’s grace and the 
Bread of Life. This is why when we experience God’s 
goodness, we must share it with others. It would be 
selfish of us if we keep all the blessings of the Gospel 
to ourselves. During this Lenten season, let us reflect 
on the cross and remember the sacrifice that Christ 
made for us. May this motivate us to share God’s love 
and blessings with others. As we share in word and 
deed, may we be replenished and renewed with more 
of His goodness. 

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 
 Lent Prayer Request  

① Our 2020-2021 year's theme is "Shine." Therefore, 
we want to shine God's Light in HK by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city,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marginalized and in need.

② Pray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reach out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that are 
next to the universities that we are reaching out to.

③ Pray for the students in the 4 university campuses 
(CUHK, PolyU,  HKUST, HKU) that  we are 
reaching out to right now. We want to see the next 
generation experience God's love, grace, and 
hope through the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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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繼續為以下堂會的服侍禱告，

互相守望，合一見證主愛！

香港基督徒聚會中心
① 求賜教會有信心和能力為基層家庭開設查經班。

② 求主讓基層受助者認識神所賜非物資的豐盛和無盡
支援。

③ 求主讓教會懂得體恤和關懷基層家庭及工友。

顯恩浸信會
① 我們於2020年接觸了近50多位街坊，求主使我們可

以和他們開一些定期的小組，建立關係及傳福音。

② 荃灣區的新移民學童在學業上多有困難，求主使他
們能應付學業，脫離跨代貧窮的現象。

中華基督教會主蔭堂
① 為近期到教會聚會的長者，求主帶領他們認識上主

福音和救恩。

② 為新租工貿單位能成為社區外展事工的基地，求神
使用和祝福。

③ 為教會在石蔭社區內的服侍和承擔禱告，求主興起
弟兄姊妹的心。

基督教以便以謝堂
①  因堂會座落在上水的村落，村內不乏長者，我們希

望在未來能有更多落村探訪的工作。

② 未來會與一些地區的機構合作，有一些關懷社區的
服事，特別針對村內長者。求神祝福與不同機構的
合作及服事。

③ 教會所處於的村落中，有不少獨居長者，亦有一些
南亞裔難民，求神的愛及關懷能讓他們感受到基督
的愛。

宣道會以琳堂
① 求主藉「教關愛心待用飯券」接觸更多街坊。

② 求主讓實體崇拜後教會的居民有增無減。

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
① 求主保守教會能關懷社區中有需要的人士，透過服

務他們有機會接觸福音。

② 求主感動教會弟兄姊妹願意用行動帶出愛心，參與
扶貧的服侍。

③ 求主打破上水圍和天平山村居民的相信耶穌的限
制，願福音早日臨到每一個家庭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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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堂普通話基督教會
① 疫情之下，對信徒的牧養不夠、信徒靈命出現不

穩。同時有很多傳福音的機會、但最近香港疫情不
太穩定、影響和未信朋友接觸，請代禱、求神賜恩
開出路，讓疫症盡快消失。

② 求神動工，讓未信朋友看到福音單張有聖靈的感
動。

③ 求神感動更多水泉澳的信徒及非信徒參與教會的社
會服務、讓更多貧窮家庭得到幫助。

上水浸信會
① 本會將會延續食物銀行及愛心待用飯券計劃，願更

多人受惠。

② 希望受助人及其家庭可以盡快找工作。

③ 希望教會的弟兄姊妹有愛心接待受助者，願意與他
們建立關係。

基督教宣道會盈豐堂
① 因應疫情，較多轉贈抗疫物資、飯券、糧油食品給

街坊，希望他們能夠受惠。有一天，他們能認識耶
穌是活水和生命的糧。

② 教會附近有寶田邨、良景邨、建生邨和私人屋苑，還
有青山醫院、屯門醫院及盲人護老院。貧富確實懸
殊。祈求貧窮人有褔音可聽，富足人能進入天國。

③ 求聖靈加賜能力給屯門區教會及和平之子網絡，恩
膏我們，叫我們持之而恆，同心合意，興旺褔音。

上環浸信會
① 教會年題：「興起發光」，祈求神光照我們整個教

會，能夠投入社區的服侍，特別是窮人的服侍，讓
我們如光一樣的好行為來榮耀天父，讓祂的名受顯
揚！

② 求神祝福我們的托管事工，能接觸兒童及他們的家
庭，讓他們透過悉心的關懷、教導，和聖經的信息
可以認識神，全家歸主，並在教會中持續成長。

③ 更多會友回應感動參與社區服侍，也求神將有需要
的人帶進教會來認識神！

粉嶺路德會雍盛堂
① 祈求主豐盛的恩典臨在粉嶺街坊，透過教會開辦的

英語小組，帶領小孩與家長們進到神救恩國度裡。

中華基督教會林馬堂
① 求主引領教會與地區社福機構，能有效溝通和合

作，一同服侍社區。

② 求主賜智慧給教會，能適切的進入社群；並繼續有
不同的外界機構和堂會，願意支援本堂。

③ 求聖靈感動對象，願意接受教會的服侍，並重新認
識教會，建立起一個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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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會忠信堂
① 求主幫助我們每月兩次的「開心同樂日」長者聚

會，能夠幫助長者們一步一步認識主耶穌基督，也
能夠幫助身邊的長者。

② 求主興起肢體實踐「認領長者」計劃，與長者的認
識深化，讓他們在平日也可以關心長者。

金巴崙長老會寶臨堂
① 為教會在疫情和社會變動中，尋找牧養的方向。求

神帶領超越任何的限制，總要對齊神的旨意和使
命。

② 求神開啟服侍低收家庭的門，透過教會分享資源，
藉關顧分享生命，見證主耶穌的愛。

③ 求神祝福區內的穆斯林群體，打開我們溝通的橋
樑。祝福區內長者，能透過與長者中心協辦的活
動，認識主耶穌。

④ 為教會的聚會場地禱告。因為教會受到上年疫情影
響，長者中心長時間不開放，無論辦公的地方、小組
聚會的場地，和崇拜都要停止使用，影響日常運作。

神召會聖光堂
① 為本堂派飯事工「愛心飯堂」禱告，求主藉事工使

社區貧困長者及人士能經驗祂的大愛與救恩。

② 為學生飯堂、自修室及電子學習課室禱告，求主幫助本
堂青少年弟兄姊妹能與同學們建立關係，守望同行。

③ 為本堂與青亮輔導中心的合作禱告，求主使用輔導
服務幫助有成癮問題或情緒困擾人士重建人生。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
① 面對疫情，一班清潔工人工作量大增，也有居民因

為擔心清潔工在搬運垃圾時會把病毒散播，對他們
作出了投訴，所以都令一班清潔工身心疲憊，求主
耶穌保守他們的身心靈都得堅壯，也願上帝賜下憐
憫，叫疫情在區內制止，也願主耶穌的平安臨到區
內的居民和清潔工當中。

② 求神讓教會弟兄姊妹有智慧跟進街坊。在過去時間
中，藉不同物資，包括打氣券、食物券等接觸了很
多街坊，現在進行持續跟進，亦有一部份已決志歸
主。其餘的街坊，不抗拒基督教，願意接受禱告。
亦求主繼續開放街坊的心，讓所跟進的街坊歸主。

宣道會尊主堂(沙田外展)
① 為了支援水泉澳SEN兒童家庭，將與機構合作舉辦

訓練課程。

② 建立水泉澳家長小組及查經小組，盼望透過小組家
長們可以在生活上及靈性上彼此支援。

③ 已接觸了30多個水泉澳家庭，盼望能將福音傳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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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經教會觀塘堂
① 現有跟機構搭配的新移民家庭服侍能持續深耕細

作，同工在各樣工作中有足夠心力、智慧陪伴。

② 教會上下能夠看見神在社區中的工作、預備和命
定，並且樂意存信心回應。

③ 為諸多受疫情反覆和失業潮影響的新移民家庭禱
告，求主賜下日用的飲食，亦幫助當中的父母在逆
境中有同行者的陪伴與安慰，孩子們的學習、玩樂
和生活都經歷上主的信實看顧。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荃葵堂
① 感恩與昔日熱食飯堂的飯友繼續保持聯繫，疫情下

教會也有支援基層飯友的生活需要，或透過機構申
請食物資助。求主繼續打開飯友的心，讓教會可以
深入關懷他們。

② 本堂與區內兩間學校有聯繫，學生因著得到教會導
師的關愛，生命得著改變。疫情下課外活動都要暫
停，同工未能入校。求主保守在疫情緩和後，能繼
續與學校合作，祝福區內青少年，並開放地方讓基
層學生來溫習。

③ 請為荃灣舊區的劏房戶祈禱，大部分為新移民。有
些家長為照顧年幼子女，只能做散工；也有些家長
出外工作時，子女要獨自留在家。求主透過睦福和
本區教會的合作，能同心關心基層家庭。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香港仔堂
① 求主興起我們與區內教會繼續同心關懷鄰舍，預備

弟兄姊妹以愛心服侍，見證福音的好處。

② 求主繼續使用我們的研習中心，服侍小學生與家
庭。我們也尋求擴展服務對象，求主帶領與供應。

③ 發展事工：家庭牧養、青少年牧養、院牧事工、社
區結連，讓堂會能更多回應社群身心靈的需要。

基督教恩雨堂
① 去年在疫情期間，教會透過與教關的配搭，接觸了

港島東區大量的基層家庭，求主引領教會作進一步
持續的服侍。

② 為所接觸的單親、雙非、新移民、低收入等家庭禱
告，求主在他們的缺乏中，讓教會和社區的資源能
成為他們的幫助。

③ 求主興起教會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基層的服侍，並使
這些服侍不單只停留在完成事工，更成為實踐使命
和轉化生命的契機。

播道會山福堂關懷社區事工
① 求主興起更多弟兄姊妹，一起關心及跟進現有的福音

對象，包括約 40 位公屋長者及約 250 位清潔工友。

② 求主興起更多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中關心及幫助有
需要的人，立志成為弱勢社群和未信者的好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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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道潮語浸信會
① 為我們「長者牧區」服事的長者禱告，盼望他們早

日能得着救恩。

② 為我們教會興起更多義工服事這區的街坊。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① 為服務的地點禱告，領展如常加租，願天父開路，預

備場所。

② 為教育中心的學生禱告，盼望續租不會影響太大。

③ 為現時接受健康服務（中醫診症、針灸、推拿及護士
診所）大約900多名長者禱告，不至因沒有合適的服
務地點而受太大影響。

宣道會調景嶺新堂
① 求主讓教會藉著社區服侍，彰顯基督的愛，成為一

所關懷鄰居的教會。

② 求主讓教會在疫情中有智慧能力把物資，送到有需
要的人身上。

葵涌新生命堂
① 為著教會搬堂事宜，求主保守有適合的買家，合宜

的價錢，當中的過程一切順利。

基督教天恩堂
① 落實參與關懷社區工作。

② 推動教會關懷社區工作。

③ 為教會身處的深水埗基層家庭禱告。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銘恩中心
① 感謝主施恩看顧！中心獲華永會全數贊助逾15萬元

推行「愛感動—拍生命」計劃，求主加能賜力予同
工12月初可順利招募足夠義工成為「動拍生命」大
使。伴單位共同服事社區。

中華傳道會青衣堂
① 求主愛大大激勵我們現有的關顧員，更多生發憐

憫，更多禱告得力，更多服侍行動，見證基督在社
區的同在。

② 求主興起、教導我們更多的信眾，能落實福音的使
命，勇於「去」看見社區人士身心靈的貧窮，如無
牧人的羊困苦流離。

③ 願神叫我們社區的家庭能觸摸到祂施恩的膀臂，求
主賜智慧和資源給教會，能更有效關顧已接觸到的
近五十個低收入/ 綜援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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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召會屯門堂
① 屯門長者事工禱告，求主恩待疫情中的長者，讓他們

在疫情下仍經歷神的愛和恩典。

中國佈道會九龍迦南堂
① 2020年教會參加第八屆師友計劃，請為弟兄姊妹做

生命師傅和Mentee能建立更好關係。

② 在疫情之下，教會仍周三、周四晚派飯給街坊，求
主讓他們肉身得滿足！更渴慕耶穌的福音，日後教
會可以更多的探訪他們。

以下教關代禱事項，感恩有你與我們同行：

感恩主使用教關2020年的每個先導計劃幫助祝
福受眾，並感恩主保守帶領教關與各伙伴有緊
密合作。

2021年，教關將推出先導計劃「社區服侍體驗
計劃」，提供一個長期及有系統的社區服侍體
驗計劃，讓有心志希望服侍的弟兄姊妹能參與
其中社區服侍並從中發掘上帝給予的異象。求
神保守計劃成功，在社區拓展上帝的國。 

教關推動從上帝而來的異象，靠著祂的指引和幫
助，在香港社區凝聚力量，資源共享，發揮影響
力！感恩主保守帶領教關新書《由 1 到 726 結
網轉化攻略》，講述願意資源共享的人才是真正
富有的人。邀請你一起加入抗貧運動！

教 關 扶 貧 項 目 詳 情 請 瀏 覽

http://www.hkcn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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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筆記靈修筆記



化感動 為行動
請即成為教關伙伴，同行服侍社區

關 懷 貧 窮 ˙ 網 絡 ˙ 社 區 轉 化

 九龍深水埗郵政局信箱88427號
 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棠蔭街15號

 3689 9810      3013 8950      6760 2025
 info@hkcnp.org.hk      www.hkcnp.org.hk 

 http:// fb.com/hkcnp      @hk.c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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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因為困苦人的冤屈和貧窮人的歎息，
我現在要起來，把他們安置在他們渴望的穩妥之中。」

~ 詩篇12:5 ~

歡迎自由奉獻
成本價：港幣$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