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禱訊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再也沒有什麼比基督的這句
話更能鼓舞我們在禱告學校中堅忍持續。小孩學加
法，必須證明總數正確，而禱告得到回答，就是我們
正確無誤的證明。如果我們祈求，卻得不著，那是因
為我們還沒學會正確地禱告。祂有充分的理由作如此
無條件的宣告。讓我們謹慎，不要以人的智慧來貶抑
神的話。祂告訴我們的是屬天的事，我們要相信祂；
祂的話會向那些全心相信的人顯為真實。
慕安得烈


牧者心聲：在患難中求告神

第1頁

12 月份代禱資料

第4頁

為同工及崇拜代禱

第9頁

2018 年 12 月
電子版本：www2.hkbaptistchurch.org.hk/web/prayer/

牧者心聲
蔡于鳳儀傳道
（2018 年 12 月）
「在患難中求告神」
經文：求祢使我清晨得聽祢慈愛之言，因我倚靠祢；
求祢使我知道當行的路，因我的心仰望祢。
（詩 143:8）
我們在世上都會遇到苦難，而包忠傑牧師在他的著作《舊約中的禱
告》，寫到大衛在遇到仇敵逼迫之際，在患難中求告神。
『有人以為此篇是大衛逃避他兒子押沙龍的禱告。這個可能性很
大，因為從內文可看出大衛當時的心境是何等的傷痛與難過。他
說：「仇敵逼迫我，將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處，像死了許
久的人一樣。所以我的靈在我裡面發昏，我的心在我裡面悽慘。」
（3、4 節）他又說：「我心神耗盡」（7 節）。他向神舉手，因為
他心渴想神「如乾旱之地盼雨一樣」（6 節）。有多少信徒可以了
解大衛當時的感受呢？我相信全世界有很多經過死蔭幽谷的信徒也
曾用此篇向慈愛的父神祈求，無論他們的痛苦是如何的嚴重，神都
能幫助他們，在無法自救的時候，神都為他們開路，在人看來是完
全絕望的，神都能賜恩幫助。
罪人在公義全能的神面前是沒有可誇的，就如保羅所說：「世人都
犯了罪，虧缺了神的榮耀」，「沒有行善的，連一個也沒有。」
（羅 3:23、12）因此詩人說：「求祢不要審問僕人；因為在祢面前
凡活著的人，沒有一個是義的。」（2 節）所以任何人到神面前只
能求神開恩可憐。
詩人回想「古時之日」，記念神過去為他所作的一切事，默念神手
所行的（5 節），就放心向神禱告。思想神過去的恩惠能叫信徒在
面對危機時有指望。自己雖沒有得幫助的憑據，但回想神的信實慈
愛和可靠的本性，就大有希望。
1 神的本性是怎樣呢？
詩人因想起神一切的恩惠，就知道祂必照祂過去所行的行事。祂的
本性是決不會改變的，這本性就是信實公義。祂決不會虐待祂的兒
女。神是慈愛的，所以詩人盼望早晨「得聽祢慈愛之言」。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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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的靈「本為善」，因此神必憑祂的慈愛剪除他的仇敵（12 節）。
他思念這位信實公義慈愛的神與他多年來往的關係，就安心無慮
了。神必照祂的本性再一次聽祂僕人的禱告。本篇有四次特別提耶
和華的名，由此看出他認識神，知道祂是誰，所以在禱告中他能盡
情的向神祈求。
2 詩人所求的是甚麼呢？
詩人求了十件很重要的事，而他祈求的態度是很急切的。
l．「耶和華啊，求祢速速應允我。」（7 節）他心神耗盡，深怕快
要死去。因此開口就求神趕快聽他的禱告，不然恐怕會來不及了。
如果再耽延，就無可救援了。
2．「不要向我掩面」（7 節）。信徒必須時常活在主面光之下。有
了祂的笑容，心中就有勇氣、有盼望。神笑臉的幫助是非常重要的
（參詩 42:5、11，43:5）。
3．「求祢使我清晨得聽祢慈愛之言」（8 節）。信徒應當每個早晨
親近主，守晨更。王載牧師的口號就是「未讀聖經不進早餐」，這
可說是他屬靈生活的祕訣。信徒應當在每早晨先與神說話，然後才
與人交談。每一天的開始都非常重要，要先求主的引導，才能有主
的同在和幫助。
4．「求祢使我知道當行的路」（8 節）。這是信徒要求知道神的心
意，然後順從地去做的表現。這是正確的屬靈生活。
5．「耶和華啊，求祢救我脫離我的仇敵，我往你那裡藏身。」（9
節）信徒雖然對人沒有任何惡意，但仍遭受仇敵迫害，因為這世界
是在魔鬼的權柄之下，凡是神的兒女都被他所恨惡。神的仇敵也是
信徒的仇敵，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藏在主裡面。「住在至高者隱
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詩 91:1）這樣就必脫離仇敵。
6．「求祢指教我遵行祢的旨意」（10 節）。之前第八節詩人求知
道當行的路，但這是不夠的。信徒知道遵行主的旨意更是重要。詩
人說：「祢是我的神」。信徒承認自己是屬於神的，並已經歸在祂
的名下成為祂的子民，就有必要聽從祂的吩咐。自己雖沒有力量行
神的旨意，但是相信必有神聖善的靈來引導他走今生的曠野路。
7．「祢的靈本為善，求祢引我到平坦之地。」（10 節）信徒祈求
靈性上的進步，能到更高平原，正如我們所唱的：我今前往高處而
行，靈性地位日日高昇；當我前行禱告不停，求主領我向高處行。
求主助我，使我堅定，憑信站在屬天樂境；我心嚮往更高之地，求
主領我向高處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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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耶和華啊，求祢為祢的名將我救活。」（11 節）信徒既成為
神的兒女，他們的勝敗或叫神得榮耀或羞辱祂的聖名。若是為祂名
的關係祈求，神必定垂聽。。主耶穌也應許了我們：「你們若奉我
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約 14:14）
9．「憑祢的公義，將我從患難中領出來」（11 節）神必按公義拯
救祂的兒女。於是詩人便求神的公義，求祂把他從患難中領出來。
祂必因聽這樣的禱告得榮耀。
l0．「憑祂的慈愛剪除我的仇敵」（12 節）信徒的仇敵就是神的仇
敵，神的計劃就是要祂的兒子主耶穌得著最後完全的勝利。不久的
將來，神必「叫萬物都服在祂的腳下」。因此為這事禱告完全是合
乎神的旨意。
我們當學習詩人，為這十件事代禱。』

在疑惑與備受攻擊的時候，從詩人的說話中，能見到在窄路上作我
們安穩倚靠的源頭：
我今前往高處而行，靈性地位日日高昇；
當我前行禱告不停，求主領我向高處行。
世上充滿疑慮恐怖，非我所願常居之處；
別人或願世間久居，但我祈求更高之地。
雖然魔鬼暗箭攻我，我願離開屬世生活；
憑信得聞快樂聲音，天上聖徒所唱詩歌。
副歌：求主助我，使我堅定，憑信站在屬天樂境；
我心嚮往更高之地，求主領我向高處行。
（青年聖歌合訂本第 2 冊 152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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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信教會
彰顯基督 ~ 成為服侍眾人的相愛群體
2018 年 12 月份代禱資料
12 月份代禱資料
為教會禱告（12 月 1－15 日）
誰敬畏耶和華， 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路。(詩篇 25:12)
讚美禱告：
耶和華是活神，願我的磐石被人稱頌！
願上帝──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撒母耳記下 22:47)
禱告記念：
 教會恩典樓與堅道 50 號的使用協調，事工發展及資源運用。「福音
café 異象分享交流會」(12 月 9 日)。
 2018 年聖誕事工。
 午間好消息 (12 月 1 日) ──講員：陳兆焯校長，講題：生命中有神蹟。
 新來賓歡迎會 (12月2日)。
 爸爸媽媽歡迎會 (12月9日)。
 聖誕福音晚餐會 (12月11日) ──講員：梁永善牧師。
 嬰孩奉獻禮 (12月16日)。
 基址浸禮見證聚會(12月9日)、浸禮見證聚會 (12月25日)。
 歲末感恩祈禱會 (12月27日)。
 影音控制員招募。
 司事招募。
 多媒體義工招募。
 主日學兒童級義工招募。
 建立教會成為服侍眾人的相愛群體。
 年會籌委會 (12月4日) 、會佐會 (12月7日) 、及月會 (12月16日)。
 牧師、會佐、教牧及同工、信徒領袖、義工們。
 記念教會人手上的需要。母會待聘：管業技術員；石澳福音堂待聘：
主任∕傳道；顯理福音堂待聘：青少年(女)教牧、幹事。
 為海外宣教士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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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代禱資料
為鄰舍禱告（12 月 16－31 日）
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
又說：「我們進入上帝的國，必須經歷許多艱難。」(使徒行傳 14:22)
禱告記念：


為社會禱告：七大本地新聞從業員團體要發出聯合聲明嚴正指出
「香港言論自由的三記喪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見由特首林鄭
月娥率領的「國家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代表團」時，就提出希望港澳
地區能更積極主動地助力國家全面開放、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
國家治理實踐、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其實，要「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香港故事，都不可能忽略尊
重兩制，以及忽略如何維持香港本身的活力與自由──後者只能夠
靠香港人自己不亢不卑地活出來，抗拒自我審查自我弱化自慚形
穢。……
這自由之路，並非寬闊易行，既因為內地政治與國際政局實在波譎
雲詭，讓夾在中間的亞太地區（包括香港）均面對極大的不明朗；
更因為人原本就很容易因為短淺的利益、權勢、名聲，而出賣自
己……要勝過種種打壓與誘惑，不能單靠人自己，更要靠賴信
仰……都是因信、望、愛的動力，一起走那看來不可知的路途──
既因為關愛之情，也因為相信人在做上主在看；更何況，歷史最後
的一筆，亦會由祂所寫。(節錄時代論壇 2018 年 11 月 16 日)
你當為不能自辯的人開口，為所有孤獨無助者伸冤。（箴 31:8，和
修版）願信徒為公平而發聲，不要為誘惑而出賣自己。



為香港禱告：九十年代至今，香港經濟轉型加劇了貧富懸殊問題，
如昔日當貨車司機的收入遠較今天為高，加上大量月入不到中位數
一半以下的相對貧窮人口，貧富懸殊情況可謂日益嚴重。建道神學
院於十一月八日，假牛頭角潮人生命堂舉辦「誰是我的鄰舍？─香
港個別社會羣組的貧窮情況與反思」講座暨課程簡介，分析本港貧
富懸殊情況，思考如何有效進行扶貧工作。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葉兆輝指，扶貧工作可
分成短、中、長期，但即使派飯等短期的工作，也要有清晰的目標
並能帶來較長遠的效益。例如令單親人士有更多時間陪伴子女，或
讓失業人士有時間尋找工作等，最理想就是令有需要人士的生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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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代禱資料
為教會禱告（12 月 1－15 日）
況得到改善，自力更生。……香港保障本地居民收入的政策，如最
低工資、薪酬架構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其中，外判工人遭受十分
不公平對待，例如清潔工人月薪只有八千多元，如果政府願意帶頭
保障政府外判工人的收入，相信會給予僱主壓力，善待基層員工，
對社會帶來深遠影響。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副總幹事羅瑞雲指，無家者是一個狀態，而
非一種身分；通常指「無瓦遮頭」的露宿者，或是「有瓦遮頭」但
居於臨時收容中心，或是惡劣居住環境等人士。根據香港政府統計
處二零一六年資料，香港目前有二十一萬居住在舊樓分隔單位的基
層市民。
她認為，服侍無家者首先要調整好心態，才能進入他們的世界。
「很多人認為只要努力就可以脫貧，其實不然，當我認識愈多無家
者，愈會發現由於際遇不同，有時候真的不是努力就能改變。」她
舉例，認識一位住板間房的伯伯曾擁有私人物業，但是為了幫孫兒
還債，花盡幾百萬積蓄，甘願住在板間房，但他對家人的愛和願意
犧牲的心，很值得敬重。
此外，與無家者同行需要付出很多時間及耐性，她表示過去很多教
會義工都有探訪過居住在籠屋、劏房和「太空艙」的居民，但提醒
服侍他們不能太功利或只為了傳福音，而是要建立長期的關係，陪
伴他們經歷悲歡離合及喜怒哀樂。(節錄基督教週報 2018 年 11 月 18
日)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箴
19:17）願信徒投身扶貧工作，並付出時間及耐性與貧窮人同行。


為中國禱告：遠東廣播公司引述《中新經緯》2018 年 10 月 12 日報
導：農業農村部接到中國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遼寧省動物
疫病預防控制中心送檢樣品經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確診為
非洲豬瘟。陽性樣品來自鞍山市台安縣新台鎮一養殖戶，該養殖戶
存欄生豬 120 頭、發病 88 頭、死亡 72 頭。截至目前，遼寧、河
南、浙江、江蘇等多省已先後發生 25 宗非洲豬瘟疫情。疫情發生
後，農業農村部立即派出督導組赴當地啟動應急回應機制，採取封
鎖、撲殺、無害化處理、消毒等處置措施，對全部病死和撲殺豬進
行無害化處理。同時，禁止所有生豬及易感動物和產品運入或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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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會禱告（12 月 1－15 日）
封鎖區。目前，上述疫情已得到有效處置。
惟疫情仍未有舒緩現象，據明報 2018 年 11 月 24 日網上報導：北京
市房山區兩鎮爆發非洲豬瘟疫情，是自 8 月初非洲豬瘟傳入內地以
來，首次在北京驗出。房山區將涉事豬場附近列作疫區，出入車輛
和人員均需消毒。農村農業部昨日上午針對非洲豬瘟舉行記者會，
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副主任黃保續指，中國非洲豬瘟病毒
屬基因Ⅱ型，與格魯吉亞、俄羅斯、波蘭公布的毒株全基因組序列
同源性為 99.95%，相信疫情是自外國傳入。而傳入中國有 4 個主要
途徑，一是活豬及其產品的國際貿易和走私，二是國際旅客攜帶的
豬肉及其產品，三是國際運輸工具上的餐廚剩餘物，四是野豬遷
徙。他指中國豬肉價格高於周邊國家，因此走私活動屢打不絕，而
國內的疫情主要傳播原因，是活豬調運車輛和販運人員攜帶病毒
後，不經徹底消毒進入其他豬場，這一傳播路徑佔全部疫情約
46%；其他原因還包括以餐廚剩餘物餵豬，以及病豬異地調運引
發。
願國家及國民能有覺悟警醒之心，神賜下智慧及知識，有效處理這
次疫情。


為 巴 基 斯 坦 禱 告 ： 巴 基 斯 坦 最 高 法 院 改 判 女 基 督 徒 比 比 （ Asia
Bibi）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無罪釋放，事件引起國內大規模示威。伊
斯蘭極端政黨拉巴伊克運動（Tehreek-e-Labaik，TLP）連日堵塞主
要城市道路，要求將比比殺死，更呼籲支持者暗殺最高法院法官，
稱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及國家軍隊為首要敵人。當地政府
為平息紛爭，與 TLP 達成協議，禁止比比出國，並不阻止民眾提出
上訴。比比丈夫馬西赫（Ashiq Masih）促請英美等國領袖協助他們
一家離境及提供庇護。
馬西赫批評此舉使比比陷入法律困境，並呼籲當局保護她。他錄下
影像，發送至法新社（AFP），促請美國總統特朗普、英國首相文
翠珊、加拿大總理協助他們一家離開巴基斯坦，提供庇護。英國巴
基斯坦基督徒協會（British Pakistani Christian Association）理事長考
得利（Wilson Chowdhry） 指英國、美國、加拿大擁有最大巴基斯
坦基督徒社群，因此馬西赫為其他家人及相關人士向英美等國尋求
庇護。若比比離開巴基斯坦，其家人及相關人士將被極端組織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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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代禱資料
為教會禱告（12 月 1－15 日）
害。
事件源於二○○九年六月，比比與數名穆斯林婦女發生爭執，婦女
指比比是異教徒，用水杯從水桶中載水飲用會令水不潔，並被指控
她出言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比比在威脅圍毆下被迫承認控
罪。案件於二○一○年裁定罪成，比比被判處死刑。上訴期間曾有
兩名聲援的政客遭暗殺。最高法院於十月卅一日推翻死刑判決，指
訴訟過程有缺失，當中證據不可靠，判比比上訴得直。判決引起當
地穆斯林極大迴響。巴基斯坦褻瀆法屢被質疑濫用於報復個人糾
紛，近年基督徒更屢成控告對象，事件惹外界關注。(節錄時代論壇
2018 年 11 月 6 日)
為比比及巴基斯坦基督徒面對的迫害而代禱，堅心信靠神。

禱告小結：
你躺下，必不懼怕；你躺臥，睡得香甜。
忽然來的驚恐，不要害怕；
惡人遭毀滅，也不要恐懼。
因為耶和華是你所倚靠的；
祂必保守你的腳不陷入網羅。(箴言 3:24-26)

參考書籍：



包忠傑：《舊約中的禱告》。香港：宣道出版社，2003，三版。
慕安得烈：《禱告的學校》。董挽華、吳碧霜譯。台北：校園書房
出版社，1987，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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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指引
每天
1. 請各位代禱勇士每天先為個人的生命禱告，求神幫助：
 時刻與主結連；無論遇到任何衝擊都不會離開祂（約
15:5）。
 每天研讀聖經，還要行出真道（雅 1:18）。
 加添愛神愛人的心（太 22:37-39）。
 造清潔的心，使我懂得分辨善惡，有能力離開惡行（彼前 1:15）。
 在生活上順著聖靈而行，結出聖靈的果子（加 5:22）。
 全人奉獻，事主事人（羅 12:1）。
2. 請各位代禱勇士彼此守望代禱：
 求主賜我們常存警醒禱告的心，遠離迷惑，勝過一切試探。
 求聖靈教導我們禱告，幫助我們作個忠心的代禱者，為教會和有需要的
肢體守望。
 求主憐憫我們，賜福我們，叫我們和我們的家人在任何人、事上都蒙恩。
每周
3. 每周至少一次提名為教牧同工、行政同工、服務中心同工、基址同工、宣
教士禱告，求神賜福他們的團隊；又求主看顧、保護他們和家人，賜身心
靈健康、活潑。
 星期一、二 教牧同工
楊柏滿牧師（主任牧師）
廖競慈傳道（兒童牧養）
陳 康牧師（牧師）
霍碧洳傳道（佈道事工）
江山偉牧師（牧師）
劉李麗玉傳道（成人牧養）
劉少康牧師（榮休牧師）
梁沛生傳道（聖樂事工）
周淑敏傳道（青少年牧養、宣教事工） 鄧樂生傳道（佈道開基、家庭事工）
黎頌遠傳道（成人牧養）
湯維琛傳道（普通話事工）
蔡于鳳儀傳道（長者牧養）
蔡禮遜傳道（成人牧養）
關黃偉美傳道（婦女牧養）
郭施惠傳道（青少年牧養）
李素鳳傳道（成人牧養）
鄧錦燕傳道（英語事工）
陳俊儀傳道（成人牧養）
王萍萍傳道（婦女牧養）
劉國華傳道（長者牧養）
江張思敏師母部份時間（家庭牧養）
郭鳳群傳道（宣教事工、英語事工） 陳李諾雯傳道部份時間（青少年牧養）
李適清義務傳道部份時間
賴偉業傳道（成人牧養）
莫紹良傳道（駐顯理）
黃厚基傳道（成年牧養）
鄧陳頌靈傳道（駐顯理）
黃國樑傳道（內地交流）
梁保榮傳道（駐顯理）
張智偉傳道（兒童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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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行政同工
李建基（總幹事）
蕭巨華（管業主任）
高至賢（會務及事工支援主任）
郭紹勝（資訊科技及財務主任）
蔡郭佩儀（人力資源及行政主任）
莊超俊（助理事工支援主任）
甘何佩儀（幹事）
伍林智慧（幹事）
盧鳳英（幹事）
陳達榮（幹事）
陳澤堯（幹事）
郭念慈（幹事）
馬王翠群（幹事）
黃西蘭（幹事）
崔國樑（幹事）
陳澤鴻（幹事）
何梁潔心（幹事）

麥歐坤安（幹事）
余漢棠（助理管業幹事）
陸貽漢（助理管業幹事）
馮邵靄萍（福音幹事，駐顯理）
馮美慧（部份時間幹事）
王啟超（部份時間幹事）
李偉勛（部份時間幹事）
廖三珠（部份時間幹事）
黃彭愛珍（部份時間幹事）
陳羅玉萍（助理員）
陳永樹（工友）
黃陳翠萍（工友）
劉梅芳（工友）
邵譚彩華（工友）
奧基道（工友）
林坤財（工友）

 星期四 服務中心同工
李福（服務中心主任）
李楊鳳芝（常青部幹事）
鄧歐陽潔彩（家庭部幹事）

許鳳群（怡樂坊幹事）
胡秀頤（社會福利員）

 星期五 基址教牧同工
赤柱福音堂－王潔芳牧師（堂主任）、李有鴻傳道
石澳福音堂－待聘
顯理福音堂－莫紹良傳道（堂主任）
好鄰舍福音堂－廖劉麗琼傳道（堂主任）、周珍傳道、潘君皓傳道
 星期六 海外事工
施氏家庭（非洲）
陳姊妹（南亞）
徐宗裕家庭（亞洲）

劉氏家庭（東南亞）
高志深家庭（東南亞）

各周崇拜講題
日期
12 月 1，2，4 日
12 月 8，9，11 日
12 月 15，16，18 日
12 月 22，23 日
12 月 24 日
12 月 25 日
12 月 29，30 日

崇拜講題章節
提後 2：20-26
提後 3：1-9
提後 3：10-17
提後 4：1-5
平安夜崇拜
聖誕崇拜
提後 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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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印：楊柏滿牧師、陳康牧師、江山偉牧師
編審：蔡于鳳儀傳道
顧問：陳李諾雯傳道、梁沛生傳道、郭施惠傳道、陳俊儀傳道
編輯：歐志文、廖葉雅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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