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擇一：參與分區禱告
各 區 開放時間 負責堂會 地址
官塘 10:00-12:00 東九教牧同工團契 

查詢：9011-5155 林牧師
觀塘成業街 7 號寧晉中心 11
樓 A 室 
香港伯特利教會恩光堂

新蒲崗 10:00-12:00 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 
查詢：2712-0265 Ivan

新蒲崗爵祿街 33 號 8 樓

元朗 05:00-06:30 神召會元朗錦光堂 
查詢：9166-2836 何姊妹

元朗鳳琴街 22 號金龍樓地下

大圍 10:00-12:00 沙田大圍教會轉化網絡 
查詢：6801-0281 潘姑娘

大圍積運街 12-14 號宣道會
鄭榮之中學 (G06 室 )
宣道會大圍堂

北區 12:00-13:30 神召會恩光堂 
查詢：2947-5665 / 9061-0702

粉嶺華明商場 1 樓

東區 17:00-19:00 筲箕灣浸信會 
查詢：6292-1174 李傳道

筲箕灣西灣河街 175 號

選擇二：參與主場禱告 (馬灣挪亞方舟，免費入場 )
交通安排：早上 7:30- 晚上 10:30
專用巴士於青衣站 C 出口，5-10 分鐘一班

開始 項目 內容

開
幕
禮

10:00 主禮團進場 由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步操隊引領
宣讀 主席宣讀：詩 22:27-28  + 號角隊接著吹奏
會眾合唱 詩歌：主治萬方 Jesus Shall Reign Where'er

The Sun + 號角隊、舞隊、及旗隊
主禮團祝福 邀請澳門、廣州、武漢、台灣教牧團隊

一同祝福香港中國
聯合獻詩 (I) 1. 榮耀歸與你  2. 像個牧者的主

3. 主是我力量  4. 祈禱之詩  5. 榮耀大君王
指揮：梁家欣老師     司琴：何瑞芳傳道
樂隊：神召會康樂中學管樂隊

主領禱告 (I) 陳歐陽桂芬 - 為城市祈禱 
敬拜讚美 牧師團隊 
主領聖餐 陳一華牧師 - 帶領籌組團與會眾

同領聖餐
主領禱告 (II) 梁燕城博士 - 為國家祈禱 

敬
拜
、
禱
告

11:15 為社福及教育工作禱告 召集：社福界禱告祭壇
12:00 詩歌：寶貴十架 + 號角隊、舞隊、及旗隊

中文教會聯合禱告 (I) 召集：愛鄰舍福音網絡
13:00 為職場及媒體宣教禱告 召集：城市祈禱中心
14:00 中文教會聯合禱告 (II) 
15:00 詩歌：震動天地 + 非洲鼓隊、號角隊、舞隊、及旗隊

外語教會聯合禱告 (I) 不同國家語言 ( 英文詩歌 )
直播在馬灣沙灘浸禮的盛況 (2 分鐘 ) 

16:00 專題：反賭博沉溺 召集：不賭 21 團隊
16:30 中文教會聯合禱告 (III) 召集：東九教牧同工團契

黃
昏
慶
典

17:30 兒童的禱告 Ultimate United 小數族裔兒童敬拜
、家庭巡禮

詩歌：這世代 + 非洲鼓隊、號角隊、舞隊、及旗隊
18:00 全城頌讀 詩篇 22:22-31

( 次序：粵語、英語、普通話 )
同步直播 (1) 主場、(2) 街上、(3) 車隊、(4) 分區點
祝福 教牧團隊祝福
展影 (I) 播放：海外同步禱告 (2-3 分鐘 )
聯合獻詩 (II) 1. 祈禱之詩   2. 你真偉大  3. 全然聖潔主

敬
拜
、
禱
告

18:30 外語教會聯合禱告 (II) 英語
19:30 專題：燃點傳福音的火，

倍增門徒，邁向 2020 
召集：香港聯合佈道事工

20:00 為新媒體世代禱告 召集：Jesus Online 
20:30 回應神對世人的心意 召集：鹽光敬拜禱告團隊

差
遣
慶
典

21:00 詩歌：榮耀神羔羊 + 非洲鼓隊、號角隊、舞隊、及旗隊
展影 (II) 播放：海陸空流動祭壇及分區禱告 (5 分鐘 )
籌組團的信息 用禱告改變這世界
年青人的禱告 宣告、讚美、敬拜
將最好的獻給主 教牧團隊祝福及差遣

報名：電話 2332-8361 / whatsapp 9655-3177     網站：www.e-sunrise.org/ministry

籌組顧問團主辦： 協辦： 贊助：

參與10月1日禱告 -- 時間表

1. 家庭祭壇 ( 帳幕 ) 
2. 祈禱洞 ( 讀經禱告專區 )

3.
祈禱牆 

( 寫上為家人禱告事項 )

4. 守望世界復興的
耶路撒冷 12 個城門

5. 祭壇 DIY / 祭壇繪圖 

祈禱園地
( 自由參與 )

開放：
12:00-20:00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
並且歸順他﹔……」（詩篇 22：27-28）

1. 電競牧養探索 
2. 方舟 3D 打印體驗 
3. Youtuber 全方位 
4. Coding 未來教育坊 

流動祭壇
1. 單車禱告隊
2. 開頂巴士禱告隊
3. 海上禱告隊
4. 空中禱告隊

祈禱工房
( 自由參與 )

開放：
12:00-20:00

祈禱藝術宮
「禱告蒙應允」

故事專區

響應全城禱告

單位 形式
國度復興報

( 香港 )
起動各區響起敬拜聲音

香港聯合
佈道事工

燃點傳福音的火 — 
全天巴士禱告巡遊與佈道

撒母耳
學校

火熱讀經 —
 巴士讀經禱告巡遊

多間堂會
在退修營中劃出 1 個小時
為國家、城市禱告

全天直播 (facebook 搜尋： 祝福香港復興團隊 - BHKR Team)

開放：
12:00-20:00

（委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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