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
活

祷告事项

页

2019年3月至5月

会计&行政部

周1

儿童强化（特殊需要&大黄蜂）
三月1-10日, 2019年

1. 祈求神兴起合适的人选以填补会计及行政部的职位空缺。
2. 为团队的力量，健康代祷，也求神保守每一位同工。
3. 求神赐下智慧及敏锐的洞察力予团队的每个人，以帮助他们
履行各自的职责。
4. 感谢神祝福基怀一所退修屋，Rumah ReconRe。祈求更
多人能够来到这里，宁静安逸的退修。
5. 感谢神透过2018年12月所收到的捐款信实的供应。祈求剩
余的赤字能够在未来几个月内被解决。

周3

18-24日, 2019年

1. 祷告记念所有参与大黄蜂 (Bumblebee)事工 的同工们，以
便与教会伙伴能够有更充裕的时间参与2019年的各种社区
活动中。
2. 为着能够顺利在文良港Flat Danau Kota推出WOW 俱乐部
代祷。求神让当地社区居民能 够积极响应这项帮助孩子促
进正面品格的俱乐部。
3. 祷告基怀资源中心 (Pusat Sumber CARE) 能带给有特殊
需要孩子的父母祝福。
4. 为在Seri Semarak 组屋(PPR) 社区的父母们祷告, 他们将
聚集组成一个支持小组。
5. 祈求在特殊需要事工上能有更强大的联系，以进一步发掘有
益于该社区的资源。

文良港社区&青少年

周2

三月11-17日, 2019年

1. 祈求智慧、健康和神的遮盖临到每一位社区同工们，因他们
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服侍文良港不同的社区中。
2. 祈求我们与PRUkasih 和Mykasih的合作关系能够服侍更
多社区中有需要的家庭，同时也帮助强化社区人士迈向可持
续的生计。
3. 求神赐智慧，继续带领同工们指导及强化在文良港Flat
Danau Kota的青少年。
4. 祈求马来西亚政府能竭力给予不同族群的难民所应得的权
利。
5. 祷告记念我国政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当地组织个
人代表之间能建立更强的伙伴关系和网络，以服侍并支援难
民社区。

老师，让我帮你吧！(照片来源：Nicholas Goh)

于Seri Semarak 组屋(PPR)进行的残疾醒觉工作坊 (照片涞
源：Nicholas G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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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对象/志工/监狱事工

周4

三月25-31日, 2019年

1. 祈求女性监狱事工能更有成效，也求神在2019年里触动更
多囚犯的生命。
2. 为囚犯R代祷，因她正等待所申请的假释获得批准。祈祷
她愿意加入信心之家(Rumah Kepercayaan) 并参与其课
程。
3. 为着于2018 年出席“盼望庆祝”活动 (Hope
Celebration) 的囚犯们祷告，愿更多囚犯的生命在2019 年
被神触动。
4. 祈求同工能够重新与南部地区监狱事工联系和建立网络，求
神敞开能更多合作机会的门。
5. 为着一群来自全备福音教会的志工们代祷，求神赐他们力量
和智慧以在加影监狱 (Penjara Kajang Utama) 里执行基
怀课程 (Kelas Malaysian CARE)。

金宝基怀中心

周1

四月1-7 日, 2019年

1. 求神预备愿意委身服侍原住民群体的人选加入该事工。
2. 祈求2019 年橡胶计划能够在不同的乡村顺利进行。求神
的智慧与恩膏能临到负责管理这项计划的KSPP 执行委员
们。
3. 为着有好的天气祷告，使村民能够在各自的村庄继续此项
目，以致不会遭受任何农业生产和收入的损失、破坏或延
误。
4. 为在基怀农场(Ladang CARE)仍在进行中的堆肥项目祷
告，也求神保守及看顾从事该项目的同工们，让他们健康平
安。
5. 祷告记念各村庄及Deek Penaniy 的老师和学生们，愿上帝
透过智慧和知识引导他们。

Pos Tenau 村庄里的待售橡胶 (照片来源：Ita Bah Nan)

服务开发部

周2

四月8-14 日, 2019年

1. 为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监狱事工教会合作伙伴们代祷，让他们
更进一步地被基怀装备及培训，以致他们能够于监狱事工服
侍，特别是释後关怀服务。
2. 为着新加入的同工，Trish Tan 在社区生计和经济发展的工
作代祷。
3. 祈求有新的住宿同工填补信心之家(Rumah Kepercayaan)
职位空缺。求神感动女志工们的心，让他们愿意回应神的呼
召，服侍有需要的女性们。
4. 祈求所有的个案工作者及个案管理者在技巧和同理心上被强
化并有智慧，以处理个人及家庭的个案。
5. 求神在同工叶丽燕开始进修的这段时间赐力量及勤奋学习的
心予她，愿神帮助她能够平衡工作、学习及休息的时间。
Trish Tan 诵读基怀承诺宣言(照片来源：王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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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部

周3

四月15-21 日, 2019年

1. 祈求神指引并帮助协调基怀四十周年感恩庆典（中部地区）
，也祈求神赐予智慧和力量于每一位负责该庆典筹备的同
工。
2. 为基怀能继续与现有捐助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与更多新
捐助者接触。
3. 为2019 年度Jeffrey Cheah 基金社区奖学金申请的协调过
程能顺利代祷。祈求上帝引导合适的候选人申请。
4. 为2019 年3 月至5 月的教会探访团代祷，团队能被强化并
将基怀的异像传递给不同的人及教会。
5. 祈求合适的人选填补教会关系职位的空缺，求神兴起这位他
早已呼召的人选。

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JKM 残疾嘉年华中提高对特殊需要的认
识 (照片来源：Elaine Kong)

美里基怀中心

周1

教会探访团于美里(Miri) 牧者团契中分享关于基怀的事工 (照
片来源：Sharon Cheong)

亚庇&Kota Marudu基怀中心

周4

四月22-30 日, 2019年

1. 为着团队有智慧、敏锐的心及和乡村社区友好关系来代祷，
因团队今年即将在古达(Kudat) 和Kota Marudu 开始新的
计划。
2. 为着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祷告，以致这些孩子都能获得所需的
教育机会。也记念需要处理不同个案的同工们。
3. 为在亚庇的教会能兴起与我们合办Kinarut 大黄蜂
（Bumblebee）活动而祷告，也祈求有农业学家可以在经
济强化项目中与我们合作。
4. 感谢主为亚庇基怀中心预备了一位新的同工，Derek。求神
让他可以适应其新的职分。
5. 祷告记念我们的前同工Matthew 和他的家人能够顺利搬迁
并且他们一家能继续跟从神的领导。

五月1-5 日, 2019年

1. 当我们进入基怀40 周年，求神赐给我们有一颗对神呼召敏
锐的心，并且对神在带领美里接下来的工作上持有信心。
2. 为团队祷告，我们继续透过各种解决美里内外社会问题的项
目而强化当地社区和教会。
3. 祈求各项合作项目将成为社区跨越问题和挑战的踏脚石，同
时依靠上帝的资源和智慧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4. 当我们在等待F（特殊需要孩子）的审核结果时，求神降下
智慧和耐心。祈求F 将被安置在一个安全且充满爱的环境
中。
5. 求神赐智慧及保守所有进出乡村社区的同工及志工们。也祷
告该社区能够透过所策划的活动/计划被强化并得到祝福。
6. 当我们在美里介绍大黄蜂(Bumblebee)项目时，祈求能与
当地的伙伴有良好的联系并且能够顺利地设立大黄蜂，同时
为此求神预备社区和志工们的心。

一起在美里牧者团契中分享基怀在美里的事工，并彼此鼓励。(
照片来源：Dorothy V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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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部

周2

执行总监办公室
五月6-12 日, 2019年

1. 祈求神的保守及遮盖临到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整体
福祉。
2. 为黄嘉慧祷告，因她正担任代执行总监，同时监督人力资源
的事务。
3. 为人力资源部团队正努力为2019 年建立/改新系统和流程而
祈祷。
4. 为接受长期培训的同工祈祷，求神在他们的事工、学业及整
体福祉上特别恩膏及保守他们，祈祷他们能够享受自己所被
放置的地方。
5. 为新加入的同工代祷，求神帮助他们在各自的部门中安顿下
来。

政策、倡导&研究

周3

五月13-19 日, 2019年

1. 感谢主，我们完成了两项基线研究：艾滋病毒/艾滋病囚犯
的经历以及霹雳州Semai 原住民的土地权利保护
2. 祷告记念基怀2019 年计划加强在信实、公义和发展的工
作，并强化受不公正问题影响的社区。
3. 同工们在3 月开始进行第三系列的从圣经反思公义课题。祷
告记念同工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上帝对实现公义的
有效方法。
4. 为政策，倡导和研究部同工祷告，因我们正与各区域团队一
同制定策略，研究如何与地方当局接触并合作，以改善影响
贫困者及被边缘化群体的问题。
5. 为原住民土地权团队代祷，因我们与25 个村庄合作，透过
加强社区的知识和技能，进一步扩展原住民土地权工作。
6. 求神赐福我们与监狱部门、青年与体育部、大马人权委
员会(SUHAKAM)，及其他相关组织合作，以改革监狱设
施。

周4

五月20-31，2019 年

1. 为我们的执行总监王仰信祷告，让他能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2. 我们正筹备今年40周年的感恩庆典，以及一系列的活动。
为着合一和富有成效的会议和讨论代祷。
3. 我们预设今年将建设两个新的基地：巴生基怀中心和劳勿基
怀中心。祈求神在对的时机赐予资源。
4. 为董事会有从神而来的指引和洞察力祷告，以继续管理和领
导机构。
5. 为董事会祈求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以取代即将卸任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