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香港禱告 

PRAY FOR HONG KONG 

 

 

2 月 10 日(三)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4:1-4 

禱告：為 Calvary Church 

 

www.calvaryhk.com 

 

Calvary Church（主任牧師：John & Valerie Malcolm，於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聚會）成立了超過 26

年。我們是一間國際教會，按著主耶穌基督交託我們的使命，參與本地事奉，而又具備全球視野。我們的目標

很簡單，贏取失喪的人，建立（門徒訓練）和差派（釋放人進入他們的命定）他們。我們是一個植堂運動。靠

著神的恩典，我們能在香港及世界各國建立很多教會。我們的願望是這世界被耶穌贏得。我們該怎樣做？每次

接觸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國家！ 

 

謝謝你為我們禱告： 

1. Calvary Church 會忠於上帝的呼召。 

2. 得著恩典和指引可在香港及世界各國建立很多教會。 

3. 興起更多牧師和領袖 

4. Calvary Church 將更加委身，全心全意遵行祂的旨意。 

5.資源：（新教堂和事工的場地，經濟，人力資源等） 

 

 

禱告：為香港基督教會活石堂九龍堂 

http://ourlivingstones.net/ 

 

代禱事項: 

1. 願神使用活石堂的服侍，關心和安慰心靈上有缺乏的人，叫更多人能認識神，有教會生活。 

2. 教會各牧者和同工常有美好的靈性與身心靈常健壯。 

3. 藉教會 2016 年主題，眾肢體能: 安息得力•活在人群。 

 

 

 

2 月 11 日(四)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4:5-7 

禱告：為 Kowloon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www.hkkibc.org 

 

Kowloon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在 1961 年一月成立，位於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旁，本英語教會是來

自 30 個國家的人之家。會眾參與亞洲各地的宣教工作。主日崇拜專注在聖經教導上，有不同的音樂風格，以

中國不同的方言進行。 

 

今天，我們請一同為 KIBC祈求神在供給一位新的主任牧師，和同步進行崇拜和查經班時所需空間上的引導。 

 

 

禱告：為宣道會大澳堂 

http://www.cmacuhk.org.hk/version3/churches/churches.htm  

 

1.求神感動會眾關懷社群，參與這關懷社區的行動。 

2.求神憐憫大澳社區有需要的人，能得眷顧認識耶穌，生命轉化，見證基督。 

 

 

 

2 月 12 日(五) 

http://www.calvaryhk.com/
http://ourlivingstones.net/
http://www.hkkibc.org/
http://www.cmacuhk.org.hk/version3/churches/churches.htm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4:8-11 

禱告：為香港聖約翰座堂及其分堂 

 

www.stjohnscathedral.org.hk 

 

香港聖約翰座堂及在聖士提反灣赤柱，愉景灣和 Bethany，薄扶林分堂的會眾是多樣化和投入的，每星期天有

超過 2500 人在這些聖公會教會敬拜神。 

 

天父，我們為香港聖約翰座堂及在薄扶林，赤柱及愉景灣分堂祈求，作為基督的身體求祢用聖靈堅強他們，使

他們中間有基督的心，並裝備他們的門徒用愛服侍祢被派來拯救的世界。當他們宣稱祂的復活時，願他們的服

侍就好像祂的十架，並期待著祂榮耀的再來。阿門。 

 

為神職人員和教友祈求，他們會辨別怎樣幫助香港的貧窮人，也為他們所有外展事工祈禱。 

 

並為神職人員 the Very Rev. Matthias Der, (the Dean), Rev. Nigel Gibson, Rev. Robert Martin, Rev. 

Will Newman, Rev. Des Cox, Rev. Dwight de la Torre, Rev. William Wai Ho, Rev. Peter Koon, Rev 

Catherine Graham，和他們所有榮譽牧師們祈禱。 

 

 

禱告：為基督教新蒲崗潮人生命堂 

http://www.spkscc.org/ 

我們兩項代禱事項: 

1.本堂為區内一所中學的中一同學，舉辦了為期半年的成長計劃。經過半年，我們的導師們和同學有更深的認

識，求神使用我們幫助同學們成長，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2.我們與區內教會參加了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分區佈道計劃，内容包括:嘉年華， 遊方舟，福音晚宴，求神幫

助我們彼此配搭，同心在社區服侍，見證基督。 

 

 

 

2 月 13 日(六)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4:18-21 

禱告：為敬樂園團契 

（位於佐敦，主任牧師：David & Diana Lew） 

 

www.joyfulharvest.net/  

 

敬樂園團契（JHF）在 8 年前成立。目前我們有家庭、青年和兒童的平衡搭配。我們的重點是敬拜，禱告和代

禱，並透過神的話語，能力和事奉去經歷祂。另外還兩個有相近基因和事工取向的會眾，它們位於香港以外。 

 

三個教會的代禱需要包括：1）成功的門訓和指導；2）在靈裡實現合一和成熟； 3）為未來的增長和轉型來裝

備和興起領袖。 

 

 

 

禱告：為基督教恩活堂 

http://www.girchurch.com/church/ 

 

願透過復活節聚會，基層人士能認識及記念主耶穌為我們受苦和復活的意義，藉著送禮物給基層人士，他們能

體驗耶穌基督的愛，從而信主及歸入祂名下。 

 

 

http://www.stjohnscathedral.org.hk/
http://www.spkscc.org/
http://www.joyfulharvest.net/
http://www.girchurch.com/church/


 

 

2 月 14 日(日)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5:1-11 

 

禱告：為香港 

天父，我們將香港人交託給祢，祢賜他們作我們的鄰人。我們為我們的城市裡文化和民族的多樣性而歡欣。祈

禱在我們的邊界內，與中國政府和在國際上都有和平。我們祈求上帝在我們的土地（歷代志下 7：14）上作主

權性的工作，而且祢醫治我們社會上的分裂。我們祈求成為一個“有香氣的港口”。阿門。 

 

 

 

2 月 15 日(一)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5:13-16 

禱告：為 City Church International 

www.ccihk.com 

（位於觀塘，創會牧師Rob & Glenda Rufus, 牧師: Ryan & Kylie Rufus） 

City Church International（CCI）在2004年6月4日由Rob and Glenda Rufus 開始。第一次聚會在他們西貢家

中舉行，有18人出席。之後三個月都在那裡聚會，和有穩定增長，直到房子變得太小，無法容納所有人。 CCI然後搬到九

龍灣的高科技中心。在那裡，它繼續增長，同樣接觸本地中國人和外國人。從那時開始我們便採用耳機翻譯系統，但最近

我們已經改為整個聚會有台上翻譯，好接觸更多本地人。經過兩年在高科技中心，我們決定再搬到另一更適合我們的中心

地點。我們搬到油麻地文福道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大堂聚會。目前，我們約有150名成員，由等量的本地中國人和外國人組

成。教會的使命是“把人帶到耶穌那裡和進入祂的家庭。建立他們至具備基督樣式的成熟，裝備他們在教會事奉和他們在

世上的使命，來彰顯神的名字”。 

 

禱告：為基督教恩牧堂 

http://webkinghk.com/webking1/1205/?page_no=1&lang=0&show_case=1   

 

請祈禱教會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為教會經濟祈禱。 

 

2 月 16 日(二)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5:17-20 

禱告：為 Alliance International Church （AIC） 

（位於紅磡， Mike Rose 牧師） 

 

aic.org.hk 

 

我們是一群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聚集一起去慶祝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恩典。因為我們經歷了轉化的恩典，便渴望

在凡事上榮耀神 – 就是在我們身上和所做的一切事。 

 

請祈禱我們作為一個群體會尋求一起成長，歡迎所有口渴的人。雖然轉型是香港一個常數，請祈禱 AIC 的信徒

無論上帝帶領我們一起和個別地，都在福音事工上同作夥伴。 

 

 

禱告：為金巴崙長老會沙田堂（紅磡聚會點） 

http://www.cpcshatin.org/portal/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11  

 

代禱事項： 

1. 更多紅磡區拜偶像的人能認識世上唯一真神主耶穌基督 

2. 讓更多人看見生命豐富的源頭是從神而來 

 

http://www.ccihk.com/
http://webkinghk.com/webking1/1205/?page_no=1&lang=0&show_case=1
http://aic.org.hk/
http://www.cpcshatin.org/portal/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11


 

 

2 月 17 日(三)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5:21-24 

禱告：為 Shatin Anglican Church 

 

（位於沙田， Heewon Han牧師） 

www.shatinchurch.org.hk 

 

Shatin Anglican Church 是一個國際英語教會，建基在神的話語上，位於新界區的心臟地帶，並享受現代崇

拜。請為我們祈禱，在２０１６年： 

１． 我們會以一間建基於聖經教導、禱告、充滿愛和向外展望的教會去成長 

２． 兒童和青年們一生都認識、愛和服侍基督 

３． 神會帶領合適的人來擔任副牧師一職位，和 

４． 願神的旨意成就在可能購置教會聚會中心一事上 

 

 

禱告：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 

http://www.hongfookchurch.org/  

 

祈求世界和平 

 

 

禱告：為中華基督教會基禾堂 

http://church.oursweb.net/church.php?pkey=816110  

 

代禱事項： 

1. 求主基督幫助教會進入禾輋邨及豐和邨，能接觸更多鄰舍，將基督的愛及祝福帶給他們。 

2. 求主基督開弟兄姊妹的眼看見社區居民的身、心、靈的需要，能坐言起行服侍社區。 

3. 求主基督保護教會在學校所撒的種，師生們能在生活中學習作一個忠心的門徒。 

4.記念教會在週間上學日子為學生所開立的信仰裝備小組，求主基督讓學生在繁忙的學習生活中有恆心靈修、

讀經及靈修，能作一個成熟的門徒。 

 

 

 

2 月 18 日(四)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5:33-37 

禱告：為 Jesus in Mong Kok Church 

 

201６年復活節將會是 Ken Harley 牧師和他的朋友在旺角事奉耶穌的 8 週年紀念。Ken 牧師看見耶穌在旺角和

香港服事及鼓勵人--那麼我們就必須跟隨著耶穌！ 

 

當 Ken Harley 牧師在 2007年看見耶穌好像一個巨人般走在旺角通過西洋菜街上的異象，Jesus in Mong Kong

就開始了。Ken 牧師領受“呼召”去跟隨耶穌和服侍，去愛和為九龍旺角區和全香港的人祈禱。 

 

請為 Ken Harley 牧師，他的家人和朋友祈禱，好叫他們繼續在旺角和香港向失喪和貧困的人分享耶穌的愛。

請為那些在旺角和整個香港感到絕望的人祈禱，他們得遇見耶穌那位大牧者，在祂裡面休息，經歷祂的醫治，

愛和喜樂！阿門。 

 

 

禱告：為城市福音教會 

http://www.hkcgc.org/  

 

代禱事項： 

3 月開始，開辦社區廉價飯堂，提供廉價午餐予區內低收入人士。我們更會組織社區探訪隊，定期探訪區內獨

居長者及基層家庭，盼望教會更能進入社區，讓人看到主的愛。 

http://www.shatinchurch.org.hk/
http://www.hongfookchurch.org/
http://church.oursweb.net/church.php?pkey=816110
http://www.hkcgc.org/


 

 

 

 

2 月 19 日(五)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5:43-48 

禱告：為 Faith Community Church 

 

（香港島壽臣山，教導牧師 Stephen Wong） 

www.faithcommunitychurch.org.hk 

 

我們是在香港島南部聚會，一個帶著信心幫助人尋找上帝，讓神活現生活當中的社群。 

 

我們的教會約在 20 年前由平信徒教會來開始 - 由普通人一起尋求神，和學習祂的話開始的教會；一個跨宗派

福音派社群，包涵著所有人的恩賜、服侍和參與。 

 

感謝你為 Faith Community Church 祈禱： 

 

求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神 ， 榮 耀 的 父 ， 將 那 賜 人 智 慧 和 啟 示 的 靈 賞 給 我們 ， 

使 我 們 真 知 道 他 （弗 1:17）。那麼，教會可以在人數上加增和靈命上成熟。 

 

願主耶穌加力使事工團隊被建立起來，按合一的靈來站穩，就像一人地全為福音的信念（腓 1:27）。這樣一

來，我們就一起來實現 FCC 的使命，就是幫助人找到上帝，讓祂活現在他們的生活中。 

 

願我們的策士聖靈提示我們要有清潔的手和純潔的心，引導我們進入真理，使會友，新人和探訪者會憑著堅信

去經歷神。 

 

 

禱告：為神召會 仁愛福音教會 
http://www.yanoivolunteer.org.hk/position.htm  

 

仁愛福音教會是澳洲宣教士 Don Smyth 在 1980 年代在元朗開始的。Don 在香港也開展其他事工，他在 90 年代

把事工交付給一班中國藉同工，由林春和牧師作領袖，並從那時至今擔任帶領。他們後來歸入香港神召會名

下，在元朗以外建了五間教會。以先後次序是上水，然後到屯門，旺角，和觀塘。每處都有超過 100 人經常聚

會，而上水則有數百人，這是因 Chu Hong Pong 的外展工作，他亦快將被按立為牧師。 

 

 

 

2 月 20 日(六)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6:5-15 

禱告：為國際神召會 

 

（北角，主任牧師 Edmound Teo） 

www.icahk.org 

 

ICA 是一個包涵不同國籍人士的教會，不分年齡，性別，階級，國家，文化和信條，擁抱所有人，因為耶穌愛

所有人。我們選擇對方為朋友和家人；我們作為一個社群，將共同奮鬥去更完美地愛耶穌。 

 

祈求 ICA 變得更加降服於基督，和為基督傾出自己。 

 

祈禱 ICA 繼續堅定與主同行，堅守靈修生活和祈禱。 

 

祈求 ICA 的領袖們在他們所有關係和生活層面上，都表現出以基督為中心的性格和好品格。 

 

祈求 ICA 更有活力，更新和有從神而來的異象。 

 

http://www.faithcommunitychurch.org.hk/
http://www.yanoivolunteer.org.hk/position.htm


祈求 ICA 願意和具備能力去真誠地承認，和悔改任何錯誤行為和屬靈熱切的減退。 

 

 

禱告：為基督教宣道會恩樂堂 

http://www.npac.org.hk/home/main_contents.php?name=%E5%88%86%E5%A0%82  

 

求主帥領恩樂堂愛心糧倉的福音事工發展，與 NGO 合作的關係；讓糧倉成為服侍基層的平台，讓糧倉之友有機

會接觸福音，得到身、心、靈的飽足，榮神益人！ 

 

 

 

2 月 21 日(日)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6:17-18 

 

禱告：天父，我們為我們的政府祈禱（提前 2：1-3）。叫智慧和管治的能力反映出祢的本性。我們為那些在

立法會和區議會的人祈禱，願敬虔的領袖在全港被興起。我們為那些在司法體系中工作的祈禱，他們將繼續堅

持法律和實踐正義，公正，公平。阿門。 

 

 

 

2 月 22 日(一)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6:19-21 

禱告：為 Sky City Church 

 

skycitychurch.com 

 

Sky City Church（灣仔）是 Wayne 牧師和 Melody Crook 於 2010 年成立的一間國際教會。Sky 的核心是以多

種途徑，在本地和全球熱心開拓和傳揚福音，Sky 運用創新和創造力，不斷探索通過電影及媒體，外展活動和

事工計劃的新途徑，讓不同年齡人士都與耶穌結連。 

Sky 目前每週日有兩次聚會，上午 11 點是英語聚會，下午 6:00 雙語聚會是在一個香港最具標誌性的建築，中

央廣場的頂層舉行。在２０１６年請為我們禱告，繼續夢想在本地和全球能加力給教會，透過媒體把福音帶給

人。我們特別相信在這異象方面的擴展，在城中創意企業成為一鼓轉化性影響力。 

 

 

禱告：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靈泉堂 

http://www.lingchuen.com/cms/ 

 

代禱事項： 

1. 進入 2016 年，願弟兄姊妹在生活中彼此激勵，也願我們的生命繼續被建造，並不住更新成長，跟神的關係

更親密，生命更見豐盛，榮神益人 

2. 請記念主日崇拜的講員及各事奉人員，求主使用他們愛主和服事神的生命，吸引會眾敬拜，又藉著他們口

所出的一切話，叫人與神親近、相通。 

3. 為「預苦期 40 天靈修旅程」禱告，求主為弟兄姊妹預備心志參加，藉此機會重新默念主耶穌的受苦，跟祂

建立親密的關係，也在祂的受苦裡面得著力量，面對個人、教會和世界的苦難。 

4. 請記念 27/2「柴火煮食」親子活動，求主感動家庭參加，讓小朋友有更多生活體驗，並能在弟兄姊妹的群

體生活中經驗主的愛，對基督信仰產生追求的心，漸漸認識主耶穌。 

5. 求神帶領「豐逸自由人」的成立，每月聚會一次，求主與他們同在，讓弟兄姊妹在退休的生活中繼續學習

跟隨主，獻上自己，服事神也服事人。 

6. 為教會執事會各部之間能建立互助互愛的教會生活，求聖靈把愛澆灌，關心的力量生生不息。 

7. 請紀念青少年同工進入學校接觸中學生，及與社福機構合作關懷和牧養有需要的社區青年人 

 
 

 

2 月 23 日(二)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6:22-23 

禱告：為九龍佑寧堂 

http://www.npac.org.hk/home/main_contents.php?name=%E5%88%86%E5%A0%82
http://skycitychurch.com/
http://www.lingchuen.com/cms/


 

九龍佑寧堂是一個跨教派和 eumencial 教會。這座堂是在 1924 年開始，有著改革宗的傳統。我們的會眾來自

廣泛的社群，從不同國家，國籍，民族，性別，職業和教會宗派，藉著基督的愛團結一心。 

我們擁抱我們的多樣化，歡迎來自不同傳統和文化的人。我們堅定地去聲援被壓迫者，不斷為所有人尋求正

義，堅持去為那些沒人聆聽的聲音發聲。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去把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帶出和“活出”。 

 

請代禱： 

- 尋求從神而來的力量和指導去服侍在我們的社會上被邊緣化的人，例如難民，外來勞工和性別上的小眾。 

- 教會事奉佐敦區有需要的人時，能打開他們的門和心，繼續成為鄰舍的祝福。 

- 在香港現時分裂和充滿怒氣的社會環境底下求和平和合一 

 

牧師：Rev Phyllis Wong; Rev Maggie Mathieson 

主日崇拜：10:30 am 

網址：www.kuc.hk  

 

 

禱告：為香港伯特利教會恩光堂 

http://www.ykbc.org.hk/  

 

恩光家要成為一個能活現「神的殿、天之門」的群體（創廿八 17）。讓人在這裡與神相遇，生命被更新改

變，裝備成為「領人作主門徒」的門徒。透過全人愛的服事，在個人的關係網、教會所在的社區和全球未得福

音的群體中，積極向未信者見証基督恩典之光（路四 18-19），來轉化這個世代。 

代禱事項： 

1. 教會正建構一個以【使人作主門徒】的裝備系統，培訓弟兄姊妹在關係網中活出作主門徒的樣式，來轉化

所在的人和事。 

2. 2016 年加強在祈禱醫治的服事訓練，建立教會成為一個治的群體。 

3. 教會正透過英文班服事樂華社區一些新移民婦女和兒童，期望能開展福音見証和拓殖新的牧區。 

4. 教會過去一直連結東九教會一起推動轉化職場、校園和社區的工作，求神祝福已進行的轉化效果大大推

展。 

 

 

 

2 月 24 日(三)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6:24 

禱告：為循道衛理會國際禮拜堂 

 

（循道衛理會國際禮拜堂，位於灣仔，主任牧師 Howard Mellor） 

www.hk-mic.org 

 

循道衛理會國際禮拜堂現時在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聚會，其大樓正在重建。 

每週日有 7 次教會崇拜，以英語，普通話，Tagalog 和 Ilocano 進行。 

讚美上帝，在搬遷過程中 MIC 經歷興盛。 

讚美上帝，我們的新建築物現正被興建。 

為我們計劃中新大樓可成為本地和更遠之處宣教的渠道來代禱。 

為委身的平信徒領袖和非凡的員工團隊感謝上帝。 

 

 

禱告：為葵涌新生命堂 

http://www.kcnlt.org.hk/  

 

請為劏房、低收入、单親家庭事工代祷 

 

 

 

2 月 25 日(四) 

http://www.kuc.hk/
http://www.ykbc.org.hk/
http://www.hk-mic.org/
http://www.kcnlt.org.hk/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6:25-33 

禱告：為 Discovery Ba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urch 

 

（愉景灣，James Buckner 牧師） 

www.dbicc.org 

 

我們的重點是兒童及青少年事工，我們著力成為一間家庭型教會。 

我們的 KIDS 事工計劃（2.5〜10 歲），我們的 Teen Study（11 歲以上），在我們的崇拜時間同步進行。我們

的幼兒護理員會關顧所有最年幼的參與者。 

我們是一個社群教會！一群基督跟隨者，靠著恩典履行祂的大使命。 

請為 DBICC 祈禱，接觸愉景灣社區，也為 James 牧師和領導團隊祈禱，有持續的異象和和發展方向。也為可

與愉景灣的聖公會，天主教和中文教會合一而祈求。 

 

 

禱告：為中華基督教會梅窩堂 

http://mwc.hkcccc.org/  

 

代禱事項： 

1. 去年開始在星期六舉行的中學生團契只有 3，4 名團友，求神開路，能吸引更多中學生參加。 

2. 計劃在 3 月會開展英語事工，會先開始英語查經班。 

3. 教會週六下午及主日上午的兒童事工發展，希望能服事更多區內小學生。 

多謝代禱 

 

 

2 月 26 日(五)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7:1-5 

禱告：為 The Vine 

 

（灣仔，主任牧師 Andrew Gardener） 

www.thevine.org.hk 

 

Vine Church 位於香港的核心地區，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信心群體，被呼召去運用創意以基督耶穌親密的同在建

立神的家庭。我們的異象是‘建立巨人’，使人人與耶穌的關係都加深 ，達致基督完全的身量。我們並對公

正十分熱切，深信神對公正的心意驅使我們在城中最貧窮、脆弱和破碎的人當中服侍和工作。 

 

代禱事項： 

 

 在２０１６年神邀請我們進入與祂更親密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有更真實的關係。祈求我們一起辨識如

何在個人和整體生活中達到這點。 

 神告訴我們作為一間教會要‘把腳步放慢’，好讓我們能與神和人都親近。在香港這樣的城市，這是與

文化對衡的。祈求我們聽到神的呼召，盡所能在今年不急忙地生活。 

 為我們服侍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祈禱，他們得與神相交，看見神在他們生命中奇蹟性的大能。 

 為我們行將舉行的會議祈禱 – The Justice Conference Asia – 13-14/5。祈求神使用這會議，為貧

窮人引發熱切和實際的心，更多亞洲的非政府機構和教會會聯手為神國同工。 

 為我們的領袖祈禱，在作為一個教會繼續成長的同時，我們如何處理家庭面臨的壓力。 

 

 

禱告：為沙田浸信會 

http://www.hkstbc.org/acms/?site=stbc  

 

沙田浸信會的使命︰實踐大使命，把未信者轉化為愛神、愛人、學道、傳道的門徒。 

 

沙田浸信會 2016 年主題為「服侍年」，求主興起眾肢體立志在群體中學習彼此相愛，並參與不同的服侍，以

行動來回應上帝的恩典與愛。 

 

 

http://www.dbicc.org/
http://mwc.hkcccc.org/
http://www.hkstbc.org/acms/?site=stbc


 

2 月 27 日(六)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7:7-11 

禱告：為 Authentic Worship Ministries 

 

（牧者：Laszlo Kincs 牧師） 

http://deomusicgroup.com 

 

Authentic Worship Ministries（中環）是靠著上帝的恩典，由 Laszlo Kincs 牧師帶領下成立的。它開始時

是一個細小本地事工，目標是帶領人經歷神，並鼓勵他們建立與上帝個人的親密關係。 AWM 是因其自發性用

神的話語來敬拜歌唱，和在個人禱告和比喻教導上的先知性恩膏，成為眾所周知的。 

具體代禱的需要： 

我們感謝上帝在這些年來的關愛和信實。神釋放了今年的異象給我們，就是擴展我們的帳篷到九龍區。目前，

我們正向神尋求更多細節。請為我們祈禱，為我們的經濟需要。作為 Authentic Worship 我們沒有什一奉獻的

系統，我們按信心透過愛心奉獻生活。我們相信不可能的事，因為在上帝一切皆有可能。 

 

我們今年計劃了福音聚會，為主得著靈魂。求神敞開所有細節的大門，並給予正確的策略。 

 

我們已經從香港差出了第一位全時間宣教士到歐洲。祈求上帝的保護和智慧，開放大門，在歐盟建立

Authentic Worship 的服侍。 

 

 

 

禱告：為觀塘潮語浸信會 

http://www.ktsbc.org.hk/tc/home/index.php  

 

代禱事項：觀潮浸成為道成為肉身的教會來服侍觀塘區的街坊。 

 

 

 

2 月 28 日(日)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7:24-27 

 

禱告：天父，我們為教育體系祈禱，為我們的學校祈禱，尤其是我們的老師。天父，裝備他們以敬虔的方式去

鼓勵我們的孩子（箴言 22：6）。我們祈求一個解決學位的不足的方案。祝福我們教會的主日學老師。阿門。 

 

 

 

2 月 29 日(一)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8:5-13 

禱告：為 Church of All Nations 

 

churchofallnations-hongkong.org 

 

Church of All Nations 位於淺水灣（牧師：Joel Schweie）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校園。在崇

拜時，基督透過他的話語和聖餐來到我們當中，並差我們去服侍社區。 

請為 Church of All Nations 的成員祈求，他們正在用時間去反思如何服侍社區。我們一起用詩篇 67 的話來

祈禱：“願 神 憐 憫 我 們 ， 賜 福 與 我 們 ， 用 臉 光 照 我 們 ，
2 
好 叫 世 界 得 知 你 的 道 

路 ， 萬 國 得 知 你 的 救 恩 。
3 
神 啊 ， 願 列 邦 稱 讚 你 ！ 願 萬 民 都 稱 讚 你 ！ 

 

 

 

禱告：為香港空業基督徒聯盟 (HKACU) 

http://deomusicgroup.com/
http://www.ktsbc.org.hk/tc/home/index.php
http://churchofallnations-hongkong.org/


https://www.facebook.com/hkacu/  

 

我們是一群來自香港航空業的基督徒。藉著上帝的呼召，於 2014 年年底，成立香港航空業督徒聯盟 

(HKACU)，並於 2015 年 8 月，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  

 

我們的使命 : 致力連結基督徒恆切為香港航空業的轉化及復興代禱，彼此合一同工，讓神的國大有能力地臨

到整個行業。 

 

代禱需要： 

1. 宣告耶和華沙龍必保護 

求主在航空業作王掌權，保守業內每個範疇之安全，賜下平安給業內員工及航空服務使用者。 

 

2. 宣告耶和華以勒必預備 

求主把智慧和啟示賜給 HKACU 各委員，激發他們合一同工，成就父神在香港航空業的計劃和心意 ; 

求主供應 HKACU 一切所需，並感動有不同恩賜的基督徒一同參與復興航空業之工作。 

 

3.  宣告耶和華羅以 (主是牧者) 必引導 

求主加強業內基督徒彼此間之連繫，燃燒他們熱切愛主的心，建立他們成為大能的敬拜、代禱及福音使者，與

神同工把福音廣傳至整個行業, 引導業內未信者認識耶穌。 

 

 

 

3 月 1 日(二)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9:9-13 

禱告：為 Gospel Community Church, Kowloon 

 

www.gcchk.org 

(牧師：Rob Penner) 

 

靠著神的恩典，Gospel Community Church (GCC) 在２０１２年成立了。我們第一次的敬拜聚會是九月三十

日在尖沙咀 Hotel ICON 舉行。 

我們是一個以福音為中心的社群，使命是在基督教會的社群中被福音的大能轉化。我們宣告福音，教導在生活

每一層面都跟隨耶穌，但又不是把傳福音和門徒訓練分開的意思。我們相信福音帶著轉化生命和我們身處的世

界的力量。 

 

當 GCC 在開始它自己的 Lent 靈修內容時，請為它的領袖和見證祈禱。 

 

 

禱告：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聖保羅堂 

http://www.htlc.org.hk/  

 

代禱事項：拓展弟兄姊妹關心社區 

 

 

 

3 月 2 日(三)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9:18-26 

禱告：為 Community Church Hong Kong 

 

（上環，主任牧師 Steven Gaultney） 

www.communitychurch.hk 

 

Community Church 是位於上環的國際，英語教會。我們在每星期日上午 9:30 和 11:30 崇拜。歡迎各界人士。

請為我們祈禱，在敬拜上帝，服侍全世界和活在社區時，我們不斷學習和成長。祈求靠著神的恩典，我們會充

滿感恩，滿溢著盼望（羅馬書 15:13），並且有效地在香港彰顯祂的愛。 

 

https://www.facebook.com/hkacu/
http://www.gcchk.org/
http://www.htlc.org.hk/


  

禱告：為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http://www.gnchapel.org.hk/  

 

教會使命： 

服侍基層群體、建立基層領袖，讓他們進入社區見證基督 

靠主的大能，作委身基督的門徒，成為愛與祝福的群體 

 

代禱事項： 

1. 教會以聖經真理牧養信徒，使得救人數的加增與跟進牧養事工並重 

2. 求聖靈在教會做醫治更新的工作，除去人心中的堅固營壘,使我們更能順服神、愛神 

3. 求主賜下合一的靈，作委身基督的門徒去服侍鄰舍，成為愛與祝福的群體 

 

 

 

3 月 3 日(四)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0:5-13 

禱告：為 Resurrection Church 

 

(西貢, 暫待平信徒事工監督 Heather Smith Xie) 

www.resurrection.org.hk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以賽亞書 43:19 

Resurrection Church 正處於過渡期，在聖誕節前向 Peter and Madeline Hurricks 說了再見，期待新牧者按

神的時間會來到。 

Resurrection Church 全體尋求在西貢和清水灣為神作見證。我們渴望去鼓勵男女，年青人和少年人在與神關

係上成長，盡力幫助他們在本地區和更遠處分享祂的愛。 

 

請為新牧者祈求 - 神那牧者在這季節揀選給我們的人。也為我們暫待的領袖團隊祈禱：暫待監督 Heather 

Smith Xie，教會委員會和事工團隊。請與我們一同為西貢和清水灣的復興祈禱 -  為更新的委身在合一和社

區上，認識神和分享祂的愛。也在關於一個新敬拜中心事上有為智慧和勇氣，和與聖公會(SKH)香港區交流來

禱告。 

 

 

禱告：為播道會觀塘福音堂 

http://www.efcc-kwuntongchurch.org.hk/church_info/news.php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觀塘福音堂，以高舉基督，廣傳福音，持守基督真理、培育信徒靈性；並與播道總會推行福

音事工，完成基督的託付為宗旨。 

 

代禱事項： 

 

為探訪基層家庭工作祈禱，基層家庭的禾場很大，需要也很大，但作工的人卻很小，求主差派工人與我們一同

作探訪、傳福音的工作。 

 

 

 

3 月 4 日(五)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1:25-29 

禱告：為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香港仔黃竹坑，暫待牧師 Will Pritchard） 

ibc.org.hk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IBC）存在是為要榮耀神存關愛的一個門徒群體。我們被呼召去在 IBC、香

港和更遠處建立團結關愛的社群，紮根於神的話、基督的愛、聖靈的團契、轉化型門徒、祈禱和敬拜。 

http://www.gnchapel.org.hk/
http://www.resurrection.org.hk/
http://www.efcc-kwuntongchurch.org.hk/church_info/news.php
http://ibc.org.hk/


 

請為 IBC 祈禱，作為一個門徒的社群，是紮根於基督耶穌和祂對世界的使命。禱告她的領袖們、事工和 IBC 的

每一個成員都紮根於基督和祂的使命。 

 

 

禱告：為恩光堂社會服務中心 

http://www.volunteering-hk.org/tc/swd_vmpo_profile/summary/1785  

 

請為復活節福音聚會代禱 

 

 

 

3 月 5 日(六)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2:33-37 

禱告：為東涌 The Bridge Church, Tung Chung  

Chris Robershaw 牧師 

 

www.thebridgechurch.hk 

 

The Bridge Church 是一群信徒的家庭，在東涌 YMCA of Hong Kong Christian College 聚會。The 

Bridge Church 存在是要成為一處讓人能結連的地方。 

 

多謝為我們祈禱。請祈禱 The Bridge Church 會成為一間對耶穌感恩，和因耶穌而感恩的教會。願祂的價值和

工作得著我們的心靈，思想和意志。請祈求上帝在福音上加強 The Bridge Church。我們也被祂更深的影響，

在福音上更成長，活出配得的樣式。 

 

 

禱告：為恩薈浸信教會 

https://www.facebook.com/tcgbc2014blessing/  

 

恩薈的憐憫行動，是實踐基督信仰的整全使命，針對弱勢社群和基層家庭提供支援,構建關愛文化。 

恩薈的生命教育事工，是持守"活出上帝賦予每個人的獨特恩賜才能中的" 

信、望、愛"的價值觀，支持特殊需要群體，促進和諧共融，幫助個人健康的生涯發展。 

 

一、求主使用本會在東涌區內支援親子家庭的教會活動，轉化社區，活出榮神益人的見證。 

 

二、求主使用本會的憐憫行動，祝福東涌區內的基層市民或有需要人士。 

 

 

 

3 月 6 日(日)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3:1-9 

 

禱告：天父，我們為教會裡眾多的商界人士禱告。你求祢興起具有品格的男女，在他們的職場作好見證。繼續

加力給城中職場的眾多團契，使用職場成為福音的重要影響力中心。阿門 

 

 

 

3 月 7 日(一)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3:31-32 

禱告：為 Every Nation Church 

 

www.everynation.org.hk 

 

Every Nation Hong Kong 是一間多元文化教會，尊崇神和靠著愛人來擴展祂的國度，和要去到列國。我們是

全球”Every Nation”教會和事工家庭的一份子，存在是要在 Every Nation 裡面建立以基督為中心，聖靈賜

http://www.volunteering-hk.org/tc/swd_vmpo_profile/summary/1785
http://www.thebridgechurch.hk/
https://www.facebook.com/tcgbc2014blessing/
http://www.everynation.org.hk/


力，擔承社會責任的教會和校園事工。目前，我們在美孚 Jao Tsung-I Academy (JTIA) 舉行主日崇拜，也在

屯門嶺南大學有校園事工。 

請為以下幾點祈禱： 

- 有果效的傳福音事工，我們正在校園做外展(嶺南/香港大學和長沙灣 IVE)，和天水圍”Panda”欖球隊 

- 在教會內有強的門徒文化 

- 有場地和辦公室在週中在近美孚 JTIA 或長沙灣舉行聚會和其他活動。 

 

 

禱告：為沙田浸信會沙田圍堂 

http://www.hkstbc.org/acms/content.asp?site=stbc&op=showbycode&code=Church-STW  

 

代禱事項： 

1. 為新居民入伙及適應 

2. 為教會的服侍及見證 

 

 

 

3 月 8 日(二)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3:54-58 

禱告：為 Ambassador International Church 

 

牧師：John Percival 與 Wayne Mok 

Ambassador 是一間獨立福音派教會，尋求服侍更廣泛的香港英語社群。我們的心意是從神的話語中聽到祂，

彼此的團契增進，向週圍的人傳揚福音。我們在金鐘港麗酒店聚會，早上有兩次聚會，辦公室和事工中心在灣

仔。感謝神在過去一年的美善，包括任命了副牧師和加多一次早上聚會。請為我們在來年的整合和成長祈禱，

特別在更似神，彼此的關係和認識聖經方面的成長。請為教會繼續思考我們前面的異象來祈禱。請禱告我們能

有效地在神給予我們的人脈中傳福音，榮耀神。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http://www.kongfok.org/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的祈禱事項如下: 

1.為我們擬於下半年開始普通話崇拜及英語崇拜的計劃──求上帝預備合適的傳道同工（特別是英語部）和充

足的事奉人員，又祝福普通話部和英語部的核心策劃團隊有智慧和合一的心，有效部署兩部的事工策略。 

2.為我們推動的全年目標「活出基督•港福我家」──求上帝祝福和使用我們在各牧區領導層推動的銳意門徒

訓練（Intentional Discipleship），以及五月釋經講座，九月護教講座和全教會生活營，讓弟兄姊妹的生命

能更新成長，更活出基督的樣式，並在基督的愛裡彼此結連，投入和共建港福堂這屬靈家庭。 

 

 

3 月 9 日(三)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4:13-21 

禱告：為 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 of Hong Kong 

 

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 of Hong Kong - www.hmcc.net 

(紅磡理工大學校園，由 Seth S. Kim 牧師帶領) 

 

我們是在２０１５年九月開始新開拓的教會。HMCC-HK的異象是”在校園和城市倍增教會，在列國轉化下一

代”。現時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校園裡做外展，異象是去到其他在香港的大學，繼而去到其他國

家。我們的教會是由來自不同背景的國家和人組成。希望在香港接觸第一（本地香港人），第二（外國人）和

第三（從海外回來的人）種文化的人，極大的異象進入亞洲，特別傳福音入中國。我們的使命和心願是”轉化

失喪的人成為基督門徒，轉化世界”。 

 

http://www.hkstbc.org/acms/content.asp?site=stbc&op=showbycode&code=Church-STW
http://www.kongfok.org/
http://www.hmcc.net/


代禱事項： 

今年的主題是”紮根 Rooted”，所以請為我們的成員會深深紮根在神裡面，和在我們的社區，傳揚福音祈

禱。 

很多人認識了基督，我們祈求更多門訓，好讓他們能成為不一樣的基督跟隨者。 

今年才是教會的第一年，我們祈求堅固的根基，好叫香港會成為我們在亞洲區宣教事工的樞紐。 

我們希望能倍增門徒，讓我們可以在大學和職場傳福音給更多人。 

 

 

禱告：為聖士提芬會（幸福葡萄園） 

www.ststephenssociety.org 

 

聖士提芬會存在是為了傳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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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由和醫治，並學習跟

從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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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求主的祝福繼續臨到 Jackie 和她在聖士提芬會的團隊，及多個葡萄園會眾的雙語聚會。 

 

 

基督教迦南堂 

http://www.christiancanaan.org/  

 

代禱事項：各項事工的發展 (長者、兒童及家庭、學生) 

 

 

 

3 月 10 日(四)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5:21-28 

禱告：為 St Andrew’s Church 聖安德烈堂 

 

(九龍，署理牧師 Dale Hanson) 

www.standrews.org.hk 

 

我們是一間福音派、聖公會、國際教會，牢牢紮根在神的話語上，自從 1906 年便在尖沙咀彌敦道舉行聚會。

我們在耶穌基督的信念是合一的，包括來自不同背景和國籍的人。委身於在信仰上成長，在香港和更遠處分享

耶穌的好消息。 

祈求神帶領任命新牧者。請感謝神很多的供應，包括新建成的 Life Centre auditorium。 祈求我們盡量運用

新設施，和償還免息借款上的供應。祈求我們會透過言語和行為，忠心地見證基督為使我們得救所作的工夫，

這是我們２０２０異象。 

 

 

禱告：為基督教會活石堂石梨堂 

http://livingstones.org.hk/sltong/OLD/index.html  

 

為我們所接觸的街坊禱告，讓他們有一顆願意對主開放的心。 

又讓我們一班在主裏服事的弟兄姊妹，充滿從主而來的愛。 

 

 

 

3 月 11 日(五) 

http://www.ststephenssociety.org/
http://www.christiancanaan.org/
http://www.standrews.org.hk/
http://livingstones.org.hk/sltong/OLD/index.html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6:13-20 

禱告：為 Watermark Community Church 

（數碼港，教導牧師 Tobin Miller） 

 

www.watermarkchurch.hk/ 

 

Watermark Church 存在是要榮耀主，和被他使用去接觸那些這個週日不在教會的人。我們的目標是透過與人

分享福音，幫助他們在屬靈道路走下一步，鼓勵他們參與以福音為核心的社群，裝備他們為基督的使命而活。 

 

代禱事項： 

我們的教導牧師 Tobin Miller 正在休假數個月。為 Tobin 和他的家人在這段時間可以好好休息祈禱，教會所

做的事工能以福音和接觸失喪的人為主。為教會領袖們祈禱，他們能好好帶領教會。 

我們相信神願意我們裝備 Watermark 的人，在信仰上成長，在生活範籌內為基督發揮影響力。今年我們用了很

多教導和花時間在社區，去學習和實踐屬靈操練。祈求今年人會得著這異象，更愛神，和實踐這些操練，在

家、學校、工作間、所到之處都成為光。 

祈求神在每週都讓我們作為一間家庭般的教會有聚集的地方。我們每週租用場地，但不穩定，很多時都難確定

一處慣常的地方。神至今時時給我們其他選擇，請禱告我們繼續相信祂，看見祂的供應。 

祈求神繼續透過在 Watermark 和香港的福音信息轉化人心。 

 

 

禱告：為基督教基甸生命堂  

https://zh-hk.facebook.com/gideonorganicchurch  

 

我們是一間高舉主名、活出豐盛生命、為主撒種、爭戰、收莊稼的教會、神呼召我們主要的任務是嬴得年輕人

的靈魂的工作，幫助他們明白人生的目的與意義，並活出神在他們身上的計劃。 

代禱事項： 

1 為曾接觸的年輕人的心禱告，求主讓他們能回到天父的家裏。 

2 為教會內的年輕人能與主建立進深的關係，竭力回應主愛。 

3 為教會經濟禱告，求主按時賜下所需。 

 

 

3 月 12 日(六)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6:24-26 

禱告：為佑寧堂 

 

（堅尼地道，主任牧師 Greg Anderson） 

www.unionchurchhk.org/ 

 

我們是一間友善的英語跨宗派教會，1844 年在香港成立，我們的使命是“透過我們合一的生活方式，見證和

宣教，在萬國為耶穌基督建立成熟的跟隨者”。如果您參加我們的任何崇拜或其他活動，希望你能感受到神的

同在，和在這裡嘗到上帝子民的愛和友誼。 

請為堅尼地道 22A 號重建計劃禱告。領袖會有智慧和能辨別。為 Greg 牧師，Michelle and Matthew 祈禱，他

們忠實地傳講上帝的話語，和教會在過去 20 年推廣的啟發課程。我們歡欣每週日舉行四次不同性質的崇拜聚

會，並祈求當教會迎接令人興奮，而具挑戰性的新季節時，繼續團結合一和有異象。 

 

 

禱告：為金巴崙長老會牧民堂 
https://zh-hk.facebook.com/%E9%87%91%E5%B7%B4%E5%B4%99%E9%95%B7%E8%80%81%E6%9C%83%E7%89%A7%E6%B0%91%E5%A0%82-

186542918044485/  

 

代禱事項： 

1.預備植堂團隊禱告！ 

2.為更多弟兄姊妹參與擴堂禱告！ 

 

 

 

http://www.watermarkchurch.hk/
https://zh-hk.facebook.com/gideonorganicchurch
http://www.unionchurchhk.org/
https://zh-hk.facebook.com/%E9%87%91%E5%B7%B4%E5%B4%99%E9%95%B7%E8%80%81%E6%9C%83%E7%89%A7%E6%B0%91%E5%A0%82-186542918044485/
https://zh-hk.facebook.com/%E9%87%91%E5%B7%B4%E5%B4%99%E9%95%B7%E8%80%81%E6%9C%83%E7%89%A7%E6%B0%91%E5%A0%82-186542918044485/


3 月 13 日(日)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7:1-13 

 

禱告：天父，我們為城裡的貧窮人和被邊緣化的人代求，又為尋求庇護者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祈禱。我們祈求

香港張開歡迎的手，成為公平正義的例子。祈禱政府將繼續辨識需求，並按此作事。阿門。 

 

 

 

3 月 14 日(一)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8:1-5 

禱告：為 Canvas Church（恩信教會） 

 

（沙田，Brad Dutton 牧師） 

www.canvaschurch.hk 

 

Canvas Church 的存在是為了接觸，養育，並釋放上帝的傑作。 

 

在他寫給以弗所教會的信，宣教士/植堂者/改變了的人/使徒保羅寫道： 

“我 們 原 是 他 的 工 作 ，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造 成 的 ， 為 要 叫 我 們 行 善 ， 就 是 神 所 

預 備 叫 我 們 行 的 。”- 弗 2:10 

 

我們相信上帝通過你的生命去講述一個驚人故事。我們相信，我們都是上帝描繪祂的代表作的畫布。我們不大

把自己當作你屬靈道路上的終點，而是更多作為幫助你與宇宙的神聯繫的橋樑，祂甚願意向你啟示祂對你的偉

大計劃。 

 

請代禱： 

我們繼續忠心於上帝賜給我們的異象，去接觸，養育，並釋放人。 

 

我們的團契越來越強壯和合一。讓周圍的人就因著我們彼此相愛就知道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將不斷尋求更多機會去服侍和祝福我們的沙田社區。 

 

 

禱告：為中國基督徒傳道會中基堂 

http://chungkei.yolasite.com/  

 

代禱事項： 

實踐教會異象: 擁抱牛頭角 共建你和我 贏得這一代 

 

 

 

3 月 15 日(二)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8:15-22 

禱告：為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Kowloon 

 

http://www.ecchk.org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九龍）已經用基督的愛和神的話語接觸眾人超過 26 年。在尖沙咀基督教青

年會聚會，ECC 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群，培養和培訓香港人傳福音，為要見證神在本地，和在世界各地爆炸性

和轉化性工作。它存在的理由很簡單：培養大使。 

 

請為暫待領導們和新牧者祈禱。 

 

請為復興祈禱，神澆灌祂的聖靈。祈禱這將帶來神的超凡能力和同在，合一和聖潔臨到 ECC 裡面和以外的信徒

當中，和讓福音傳到香港其餘 90％未跟隨耶穌的人。 

 

http://www.canvaschurch.hk/
http://chungkei.yolasite.com/
http://www.ecchk.org/


 

禱告：為睦鄰關愛基金 

http://www.tpahk-tw.com/ministries/partner  

 

代禱事項：求主挪開有需要家庭心裡過大的貧窮感覺，賜他們信心去看見盼望，阿門! 

 

 

 

3 月 16 日(三)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9:13-15 

禱告：為 Saddleback Church 

 

（九龍城，Stephen Lee 牧師） 

saddleback.com/visit/locations/hong-kong 

 

香港 Saddleback Church 是於 2013 年 10 月開始，靠著神的恩典，教會奇蹟性地增長。我們是有很多新的信徒

和未信的人的教會（大概 40％左右），願上帝興起更多領袖去牧養羊群，並在這個屬靈的家庭把他們帶進成

熟。 

香港 Saddleback Church 在２／３月舉行一個“究竟我在世上為何？”的週年運動，幾乎整個教會的成員都加

入小組，願上帝祝福那些小組的領導人/家主，去牧養他們的成員，並幫助他們厘定自己從神來的“呼召”。 

 

香港 Saddleback Church 在復活節期間，正組織一個外展項目，名為“PEACEBOX CAMPAIGN”的重大社區外展

項目，願聖靈保護每位參與這個項目的人，並透過這項目興起更多和平締造者。在復活節假期將派出成千上萬

的 PEACEBOX 給弱勢社群的家庭，願從神來的盼望和愛在復活節期間為貧窮家庭解渴，讓他們認識耶穌基督的

復活是解決他們前途的答案。 

 

 

禱告：為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 

http://www.thtchurch.com/  

 

代禱事項： 

因大坑東堂家庭成長中心只開始了 4 個月, 求神讓更多深水埗區居民認識中心, 可用中心的服務 

 

 

 

3 月 17 日(四)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19:16-30 

禱告：為 Lighthouse Ministries Church 

 

（佐敦，Rene Lusier 牧師 and Jennifer Nolin 牧師） 

http://www.lighthouseministries.hk 

 

Lighthouse Ministries Church 是處於尖沙咀心臟地帶的一個友善，多元文化，多語言的家庭教會。現在已

是我們二十三週年，我們繼續建立在堅固的聖經教學，宣教拓展和尊崇神的崇拜上。我們相信 Lighthouse 

Ministries Church 應該是一個每個人都受歡迎的地方，因為神愛世人......。 

請一起與我們在這一年祈禱，當我們： 

重點發展新領袖 

定了目標在菲律賓幫助開拓兩間教會 

擴展我們的青年人事工 

 

 

禱告：為路德會聖三一堂 

http://www.htlc.org.hk/ 

 

代禱事項：希望教會的新鄰事工能夠傳揚主愛，接觸基層及新來港婦女、兒童、家人 。 

 

http://www.tpahk-tw.com/ministries/partner
http://www.thtchurch.com/
http://www.lighthouseministries.hk/
http://www.htlc.org.hk/


 

 

3 月 18 日(五)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20:1-16 

禱告：為 Solomon’s Porch Church 

 

（中環，主任牧師 Samuel Song） 

www.solomonsporchhk.com/ 

 

Solomon’s Porch 是在２００３年開始的國際教會，在中環的中心位置聚會。我們的祈禱是每位與我們一起

敬拜的人都遇見神。我們想興起成熟的兒女們，愛神，愛教會和愛人。 

香港 Solomon’s Porch 是三間子堂的母堂 – SPBJ (北京)，SPSG(星加坡)，SPIn(在香港的印尼會眾)。 

 

代禱事項： 

1  在我們所作的事上耶穌被高舉和由聖靈引導 

2 教會降服在天父神聖的旨意底下 

3 興起新領袖，在神所作的事上與祂同工 

4 教會遵命去禱告，成為改變這城市的一鼓力量 

5  SP 可以成為一個無癌症區！ 

 

 

禱告：為基督教仁愛教會 

http://www.yanoi.org.hk/  

 

仁愛教會於 1973 年在觀塘開始聚會。我們的使命是以神的眼光看每一個人都有寶貴的價值，藉聖靈大能與神

的話在生命中的更新，使未信者成為耶穌基督的跟隨者。蒙神的恩典，我們將前富都戲院改變成為我們敬拜上

帝及服侍居民的地方。 

代禱事項: 

盼望仁愛教會能在觀塘進入社區轉變，能按著神的心意成為社區的鄰舍及祝福，不論在兒童、青年、婦女、長

者、家庭及社區商舖中。 

 

 

3 月 19 日(六)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20:29-34 

禱告：為 Hong Kong City Church 

 

（灣仔，Stephen Negus 牧師） 

www.hongkongcitychurch.com 

  

Hong Kong City Church 是個一般人的社群，他們渴求跟隨耶穌，藉著順從上帝的話，並每天行在聖靈的帶領

底下，讓在影響力範圍的人被帶領與神有親密關係，在基督裡的身份上長進，並學會如何為神的國度去影響別

人。 

  

代禱事項： 

叫香港信徒對神繼續更逼切和渴望。 

神的國在香港體現，如同在天上。 

主在適當的時間帶合適的人進入我們的會眾，使我們繼續增長，並能完成他在香港，中國，亞洲和地極的旨

意。 

 

 

禱告：為基督教信心恩典教會 

https://zh-hk.facebook.com/hkfgchurch    

 

教會簡介： 

http://www.yanoi.org.hk/
https://zh-hk.facebook.com/hkfgchurch


基督教信心恩典教會，位於香港其中一個貧窮的社區 - 觀塘區，多年前神感動教會，不單分享聖經真理，還

要服待觀塘的居民。 

代禱事項： 

1）為教會每逄星期四的忘憂草晚會，預備更充足資源，服侍觀塘的街坊和工友 

2）為教會能拯救更多靈魂，彰顯神的國度 

 

 

 

3 月 20 日(日)   棕樹主日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21: 1-11 

 

禱告：天父，我們為不同年代的人祈求 - 尤其是年老的和年輕人。幫助我們了解周邊的需要，並以耐心和憐

憫對那些跟我們不同的人。天父，願我們能得著年長者的智慧，並使用他們作為鼓勵年輕一代的資源。阿門。 

 

 

 

3 月 21 日(一) 

閱讀經文(and/or download Bible.is app) 馬太 22:34-40 

禱告：為 Island ECC 

 

（鰂魚涌，主任牧師 Brett Hilliard） 

www.islandecc.hk 

 

Island ECC 是一間充滿動力的英語國際教會，尋求透過可改變人生命耶穌基督的福音信息，在香港產生最大

的影響力。我們沒有宗派連系，致力於保持教義純正，而仍適切於不同文化。 

禱告： 

祈求未來的方向，因為我們在尋找永久性場地。 

祈禱我們在 4 月復活節期間開始加多的第四場崇拜。 

祈求在貧窮人，孤兒，和囚犯中間的事工有果效。 

 

 

禱告：為中華基督教會鰂魚涌堂 

http://www.qbc.org.hk/  

 

教會自 2013 年起在傍晚經營$10 熱食飯堂，以供區內基層長者享用。 

1. 祈禱明年運作順利，特別是與大厦的關係，因是商住大厦只有一個通道入口，易引起衝突，求主賜平安，

叫大家和睦，神的名被高舉及傳揚! 

2，感恩服事了三年讓飯堂會員有歸屬感，祈禱明年結更多福音果子! 

 

 

 

3 月 22 日(二)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25:14-30 

禱告：為 C3 Hong Kong Church 

 

http://www.c3church.hk 

 

(一間位於兩個校園的教會。港島區 － 上環；九龍區 － 油麻地，Wayne & Mary Simpson 牧師) 

 

我們是一間現代國際英語教會，在九龍兩個地點提供即時普通話及粵語翻譯。 

 

C3 Hong Kong Church 是 C3全球教會運動（創於 1980年）的一部分，現時在全球２００個城市裡有４００間

教會，每週有超過１００，０００人參加崇拜。我們的目標是叫那些不認識耶穌基督的人得到救恩。我們聚焦

在香港和中國建立教會和校園工作來達成這使命。 

 

http://www.qbc.org.hk/
http://www.c3church.hk/


我們的代禱事項是： 

 

- 感謝主的恩典和恩惠，祂帥領著我們在香港各處增長和建立校園工作 

- 祈求主的恩典和拍引，讓我們到了 2020 年便可推廣進入中國去開展/服侍 10 間教堂 

- 祈求 C3 教會的人得著健康和福氣的覆蓋 

 

 

禱告：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蒙恩堂 

https://zh-tw.facebook.com/mongyan.aglc  

 

我們是—群蒙恩喜樂的精兵，齊心倚靠順服神，以生生不息的門訓興起領袖，連結衆教會成為跨文化的宣教群

體，完成大使命榮耀神！ 

 

代禱事項： 

為石硤尾區居民禱告，願主開路，讓蒙恩堂可祝福更多人，更多家庭認識神！ 

為新成立長者牧區能按神心意發展，譲長者得到牧養！展望可有合適地方供長者活動，—齊敬拜神！ 

祈盼可連結區內教會，—齊祝福社區 

為教會能繼續在宣教路上有份禱告，可支持更多宣教工場，興起宣教士。 

 

 

 

3 月 23 日(三)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26:6-16 

禱告：為 Tai Po AOG Church(Vick B 牧師)和它在本地的母會  Pentecostal Church of Hong Kong Taipo 

Church 

 

www.aogtaipo.org/englishservice  

 

Tai Po AOG Church（英語）是一間在香港新界開拓性的教會。自我們的英語崇拜成立以來，神一直信實地帶

給我們各行業和各種背景的人，來建立一個有愛與信任和關懷的基礎，透過祂在我們的生活，和他子民中的服

侍裡國度性轉化，讓我們能相互補足。我們的教會有令人鼓舞的發展，成為跨國信徒的社群，我們也致力去使

各成員得力去作主的工。 

 

祈禱的事項： 

 

牧師和事奉團隊在照顧，和在新界建立一個敬虔社區上得智慧與主的引導。牧者們在一邊事奉時也有很強的家

庭生活和身體健康。強大的財政去擴展本地和全球宣教事工。需要有投身的志願者/夥伴宣教士，來擴展整體

教會不同部門（媒體，兒童，接待等），和在新界西北部接觸失喪者，因在最近幾年有更大量不同民族的人遷

入。 

 

 

禱告：為 Tai Po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Bryan Peistrup 牧師) 

www.tpibc.org 
 

我們願意成為你能安靜心靈，得到神話語的教導，經歷復活教主耶穌基督的地方。鼓勵你的靈程。我們熱切於

訓練在大使命中描述的門徒。 
 

TPIBC 會員的組合是國際性的，全球中超過２０多個國家都有代表在其中。TPIBC 有多元文化的涵蓋，為大埔

和香港其他區的居民而設，以英語為主，讓人明白基督的福音信息。我們相信神呼召我們成立這多元文化動力

的教會，來服侍大埔社區和更遠處。 

 

 

禱告：為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 

http://ceic.hk/home/  

 

https://zh-tw.facebook.com/mongyan.aglc
http://www.aogtaipo.org/englishservice
http://www.tpibc.org/
http://ceic.hk/home/


本堂位於北區已多年，聚會人數約 60 人的小組教會， 一直致力於區內關懷基層和福音工作， 並且設有$10

一餐(午間和晚間)的廉價飯堂，舒緩有需人士的需要。 

代禱： 

1) 求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家庭探訪 

2) 求神讓教會在區內有美好見證 

3)求主也看顧教會需要 

 

 

 

3 月 24 日(四)  濯足節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26:17-46 

 禱告：為 German-speaking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牧師: Jan Depner) 

 

http://home.egdshk.org  

 

German-speaking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是在 1965 年由講德語的商人，和德國 Evangelical Church

在香港成立。它服侍在香港的德語社群，成為他們遠離家園時的一個崇拜，休息和團契的地方。 

 

 

禱告：為 611 靈糧堂 

http://www.church611.org/  

 

張恩年牧師經歷了一個奇妙的旅程，由為要成為一位牧師而遠渡加拿大，然後轉到洛杉磯愛修園進修，到後來

加入台灣靈糧堂，跟隨周牧師。從那時起，他感受到一個帶領要回香港，在 2001年他便開始建立教會。十五

後的今天，教會倍增至約一萬人，並仍在增長。願神繼續讓所有香港教會有突破，因還有很多人未完全擁抱救

主基督耶穌在神裡的心。 

 

 

 

3 月 25 日(五) 耶穌受難節 

閱讀經文 (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27:32-56 

禱告：為 Island City Church 

 

www.islandcitychurch.org  

 

我們是一間多元化，跨宗派英語和粵語教會，在香港的心臟地區定期聚會。我們有一個非凡的使命 - 真正了

解和享受活著的上帝！與數以百萬計地上的人一樣，我們認為，人若想翻轉世界，沒有可比神那改變一切的愛

能帶來更大的希望。 

 

Island City Church 於 1995 年在蘭桂坊開始時，是一個外籍來港工作人士的教會，但在過去 20 年它已經發

展成為一個國際和本地人的團契，也以它為家。我們的禱告需求包括門訓已經加入教會的年輕人，同時亦將國

際和中國文化融入 Island City Church 的生活當中。 

 

 

禱告：為播道會康泉堂 

http://www.efcckcc.org/ 

 

祈願神繼續帶領好鄰舍事工，讓新移民家庭及基層家庭認識耶穌。 

 

 

 

3 月 26 日(六)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27:57-61 

禱告：為 New City Church 

 

http://home.egdshk.org/
http://www.church611.org/
http://www.islandcitychurch.org/
http://www.efcckcc.org/


(牧師: Dean Jackson) 

www.newcitychurch.hk 

 

New City Church 是一個委身跟隨基督的社群。我們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沙田區。我們在週日在靠近石門港

鐵站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的校園聚集。 

我們的使命是：結連，服侍，成長，帶領 

 

請為我們向 ICS 學生，和本地和南亞裔社群的外展祈禱。 

 

 

禱告：為新動力教會 

 

代禱事項：婦女和青少年工作，向政府申請永久會址 

 

 

 

3 月 27 日(日) 復活節主日 

閱讀經文(或下載 Bible.is app) 馬太 28:1-10 

 

禱告：天父，在我們慶祝你兒子的復活時，我們祈求香港教會合一團結（以弗所書 4：1-6）。我們祈求今年

的大齋期禱告將促使我們成為一間教會。在這復活節主日，我們祈求教會見證耶穌拯救的大能。主，當我們宣

布復活節的好消息時，使我們充滿膽量。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