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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子禱告

星 期 五

我還拖著

「我在照顧的孩子是個早產兒，現在 9 個多
月。昨天感染病毒，現在住院觀察。他不吃
東⻄，靠輸營養液。他們家不是基督徒，孩
子的姥姥信佛。孩子的媽媽不反對我們為她
禱告，願他們能有平靜安穩的心來面對。感
謝神，我的女兒已經有兩所大學錄取她，接
下來就是看獎學金的結果。請為我先生能夠
學習把⼀切的憂慮交給神，讓我們有更多的
信心來跟隨耶穌。」
（麗娜姊妹）
 請為孩子禱告，求上帝憐憫醫治他，免受
痛苦，藉此讓家人有機會認識主；也為麗
娜姊妹的家庭禱告，求主幫助她的丈夫，
能卸下⼀切憂慮，經歷神的恩典與祝福，
更有信心跟隨耶穌來禱告。

「我不得不開始要面對個人問題了，因為身
體的原因不能外出，無法結識異性。⼀些幫
忙介紹的，又沒有很瞭解，我實在不敢輕易
做決定。我只想順服主的美意，所以到現在
我還拖著，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拖不是辦
法，畢竟爸媽也都不年輕了，很多事我不得
不去面對，必須考慮他們的感受。如果可以
選擇，在我還沒有明白主的心意，我寧願不
考慮。可是沒辦法，由不得我。很無奈！」
（聽眾「腳印」）
 如何明白上帝的心意正是每位信徒的問
題，請為「腳印」的婚姻大事，能有主的
帶與指引禱告，求主引導憐憫他，能在主
的話語裡得到亮光，知道如何經歷主的同
在，明白神的心意。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回答記者提出和霧霾有關的問
題。記者問，這幾年霧霾成了百姓⼼中的⼀
個痛點，嚴重地影響了生活；但是每當重大
活動來的時候，藍天也就回來了，怎麼樣才
能讓持續的藍天不再是奢侈品呢？李克強
回應說，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確實遇到了環保
的問題，特別是霧霾的挑戰。霧霾的形成原
由我們還沒完全搞透，國家為此將設立專項
基金，不惜重金組織最優秀的相關科學家攻
關，抓緊把霧霾形成的未知因素找出來，使
治理霧霾更加有效。
《中國新聞網》2017/03/15
 霧霾問題的確是中國百姓的痛點，請為相
關組織能抓緊找出霧霾形成的因素，有效
治理霧霾而百姓能改變行為模式減少廢
氣的產⽣，全國共同地打⼀場「藍天保衛
戰」禱告。

回族是中國分佈最廣的少數⺠族，⼈⼝超過
1,000 萬，是中國第三多，屬於「大分散，
小集中」，超過 40%在寧廈回族自治區、甘
肅及新疆。按官⽅較模糊的定義，⼀般指以
漢語為⺟語的穆斯林。據《南華早報》的報
導，在提防恐襲的警告中，⼀種反穆斯林的
情緒和言論開 始在互聯網流傳，讓本質愛
好和平的回族⼈感受到⼀定的壓⼒，擔⼼會
遭受仇視及宗教逼迫。遠東廣播從 1992 年
為回族製作福音節目《恩典與真理》，以普
通話加上回族詞彙分享福音，近期進行的檢
討發覺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並多方徵詢專
家及回族信徒意見，盼望能製作適切的節
⽬，引領回⺠認識基督、歸向⽗神。
 請為回⺠認識真理和得著基督救贖恩典
禱告。在困難中，願他們尋到真平安！為
負責製作回族廣播節目的團隊禱告，求主
賜智慧和能力，好製作合宜的廣播節目。

藍天保衛戰

回⺠歸主

星 期 六

婚姻迷茫

「我剛結婚不到⼀個⽉，男方就提出離婚，
可沒過多久我發現懷孕了，就這樣兩地分居
維持了不到兩年。剛過中秋後的⼀天，男方
又要外出打工，婆婆就對兒子說，有我沒
她。男方就讓我回娘家，我沒有答應，就拿
起東⻄要打我。當時，男方嫂子在現場，所
以我就沒有被打。最後，男方給我留了 300
元錢，還是讓我自己回娘家等。他走了，我
就⼀氣之下跑了出來，他們家並沒有去找
我。過了三年，男方起訴離婚，孩子判給了
男方。到現在九年了，我也沒有再婚，我不
知該怎麼接受第二次婚姻，也害怕再次受
傷，我該怎麼面對？基督徒該不該離婚？應
該怎麼對待婚姻？我對婚姻很迷茫。」
（⼭⻄省趙姊妹）
 請為趙姊妹禱告，求主幫助她走過婚姻所
帶來的傷害，能有教會輔導陪伴她引導她
勇敢面對未來的人生。
廣播事工

聽眾反應：本會的良友電台指數在 2016
年上升了 20%，顯示整體廣播回應有良好
的趨勢。2017 年 1 月節目收聽下載數量
比去年平均上升 44%，近 163 萬次；微信
節目下載數字也上升了逾 40%。聽眾的回
應總數超過 5,800 次，良友知音人更增加
了 785 人！禱盼天父使用本會的節目，使
更多同胞的生命，因著基督的緣故，得到
改變。
2. 社區廣播：本會參與香港電台「社區參與
廣播服務」，先後於 1 月份推出《你估我
唔到》，及 4 月份推出《港 ‧ 心聲》兩個
節目。願主使用當中許多不同背景、行業
和角色的分享和見證。我們盼藉著上述的
節⽬，服侍香港的市⺠。
1.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17 年 4 月
主內代禱勇士：平安！
我邀請您⼀⾯閱讀，⼀⿑禱告……
59 年前，福音廣播製作中心在香港成立。重溫
前遠東廣播主席滕近輝牧師的提醒時，值得我們
默禱反省更新。他說，「每個基督徒都面對三大
考驗：時間的考驗是僵化；困難的考驗是軟化；
世俗的考驗是腐化。」求主保守我們的心，能柔
和單純，在重壓艱難之下，靠主剛強；在自由和
物慾潮湧之中，不斷悔改仰望！
人性常有軟弱，若沒有靈修、事奉和生活的
新意，便容易被腐蝕。近⽇，我靈修讀完最⻑的
禱文──詩篇 119 篇，讀到最後⼀節，頗為驚訝：
「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尋找僕人……」這是
176 節禱告的總結句，作者竟謙恭至極地以「零
開始」態度告白與祈禱。主啊！求你給我們如此
赤子的態度，不忘起初的愛和熱！
BBC 多年前已放棄短波廣播，遠東廣播卻因
福音而堅持至今，是信念也是恩典。求主使用良
友電台的執著播出，也為濟州島昂貴的中波電台
獻 上 仰 望 。 主 恩 仍 豐 富 ， 粵 語 app 台
〈Soooradio〉已於 3 月 21 日啟播。還有，〈聆
聽系列〉手機應用程式、〈良友知音〉微信訂閱
號等，願主看顧保守！執筆時刻，⼀群良院畢業
生正參與「教牧之道」培訓。這⼀切只有⼀個⽬
標：願萬⼈得救，不願⼀⼈沉淪！為著⼀個個靈
魂的重生、人生的幸福，我們獻上禱告的祭！
這是⼀張值得珍惜的禱告資料，為 13 億同
胞，也為與你⼀⿑禱告⽽設。因此，每位禱告的
朋友和勇士，迎接受難節和復活節之際，冀望聖
靈使我們禱告生命脫胎換骨！
節目部主任

主編：湯鎮華 執行編輯：徐菀蒂
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 號勤達中心 10 樓
電話：(852) 3717 1818 網址：www.febc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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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1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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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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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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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緬甸禱告

「快 19 歲了，家人都不提這個話題，但我
知他們都做好了讓我⼀輩⼦跟著他們的準
備。事實他們已經不覺得我還會有更好的出
路，我還要相信主能給我出路？我不知道要
和誰分享，身邊的兄姐都是大學生或大學畢
業，分享只會讓氣氛尷尬而且沉重。但這都
不是最重要，最讓我難過的是信心變小了，
對生活的厭倦增加了。主的話語進入我心，
變成如同教材⼀樣的知識，我知道當被問到
這個該這樣說；如果你不這樣說，就會有⼀
群的⼈告訴我當說的。愛變成了⼀個概念。」
（聽眾「年青人」）
 請為聽眾「年青人」禱告，求主為他預備
⼀位能傾聽的朋友陪伴他⾛過信⼼的低
谷，相信上帝必引導他前面的道路，重拾
信心與對生活的熱情。

「我是內地⼀名短波廣播愛好者。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收聽各短波廣播電台節目，如英
國 BBC，韓國 KBS，日本 NHK 等，當然也
有良友、益友電台。那時我在東北老家，中
波很清楚的聽到益友台的節目。2000 年，大
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所以基本不太聽收
音機了，但偶爾會上網聽聽。今年因為工作
沒有以往那麼忙碌，所以又重拾愛好，把原
來的短波收音機帶到上海，希望可以重拾收
聽廣播的美好回憶。有好消息要告訴你，在
上海，良友⼀台和三台等頻率非常清楚。」
（上海市趙弟兄）
 感恩上海能清楚的接收到短波與中波廣
播，願趙弟兄能藉此更多接觸神的話語，
也求主使用電台的廣播，讓偏遠的山區能
夠清晰的收聽到神的信息禱告。

「上次和女兒⼀起被老師羞辱：老師是⼀邊
看孩⼦們完成課堂作業，⼀邊教訓我和女
兒，同時還⽤⼀根⻑⻑的間尺⼀個個鞭笞著
不同的學生。我才明白女兒平時所提及，老
師打人的情況。女兒剛 9 歲，已經開始覺得
活著沒有意思，常常想到死。作為⺟親的
我，很多失誤和虧欠。我不知道原來女兒對
學校、對老師、對同學已經有如此大的抗拒
和壓力。感謝神，忙碌的父親也因此介入，
意識到⽗⺟的忽略。經過禱告，我們已經決
定在家教育女兒。」
（聽眾「葡溪」）
 求主幫助孩⼦在⽗⺟的同⼼陪伴下受傷
的心靈能得到醫治，也為他們的在家教育
禱告，求主幫助夫妻二人能有智慧與系統
地按照神的心意教導孩子。

「請為緬甸佤邦代禱：那裡貧富懸殊，山區
的百姓都非常貧窮，⼀些⼈也很迷信，我⾒
過多次他們搞⼀些膜拜的活動。那裡⼀些孩
子也沒有上學，我們這個團隊就是在那裡建
小學，免費讓貧窮的孩子有書讀。我覺得許
多去那裡的弟兄姊妹都是忠心愛主的，當然
也有欺世盜名、謀取私利之輩。另外，在緬
甸果敢常有戰事發生。我們曾為果敢地區的
⼀位姊妹募捐，她的丈夫在那裡被殺害了。
我還聽兩位華人姊妹說，在果敢有傳道人被
殺，非常野蠻殘暴。政府軍和當地⺠族武裝
互相推卸責任。」
（王弟兄）
 感恩王弟兄對緬甸有負擔，願意委身服
事，願主拯救這地，停止戰事、殺害，讓
⼈⺠能平安的⽣活，求主記念緬甸。

近年，全國不少角落都有這樣的「會議」：
銷售人員通過講座和保健的名義，向老年人
推銷各種各樣的保健品。騙子們通過「三部
曲」將老年人騙到現場，把進價僅為幾十元
的廉價保健品，以最高 60 倍的價格賣出謀
利。第⼀步是「收單」，送小禮品獲得老人
的個人資訊；第二步「做客情」，拉攏感情、
建立信任，摸清老人身體和家庭狀況；第三
步「洗單」，淘汰沒有購買慾望的老人。會
議⾏銷第⼀部分是健康講座，經過洗腦後就
是賣產品。老年人難敵「溫情」攻勢，將積
蓄心甘情願奉上，甚至不惜從銀行貸款。
《北京青年報》2017/03/16
 請為無良保健品商於全國各地專騙老年
人的現象禱告，求主保守老年人不受騙賠
上自己的所有，讓政府能有效遏止這樣的
會議行銷。

瀋陽市各大殯儀館的骨灰寄存室都有很多
無人認領的骨灰，其中火化量最大的文官屯
殯儀館的「無人認領骨灰」有⼀萬多盒。超
期骨灰盒問題是該館工作的難點，「這些逝
者火化後，家屬只交了短期的寄存費就再也
不來了，最⻑超期已達 20 年」。按照規定，
骨灰寄存⼀次交費最⻑可寄存 3 年，到期後
需主動續費。如超過 15 天不續費，將被視
為「無主骨灰」。殯儀館呼籲市⺠尊重逝者，
前來認領骨灰。
《瀋陽晚報》2017/03/15
 無人認領的骨灰是否代表親情孝道的淡
化？或有不被瞭解的因素？現代骨灰生
態安葬方法甚多，如海葬、樹葬都可。求
主幫助教會應首先正視生死學，繼而起來
影響社會面對死亡、安葬時能有更正面寬
廣的選擇。

年年底，國家有關部門公佈中國未滿
周歲的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 902 萬人。其
中，由（外）祖⽗⺟監護的 805 萬人，佔 89.3
％；由親戚朋友監護的 30 萬⼈；⼀⽅外出
作⼯，另⼀⽅無監護能⼒的 31 萬人；還有
36 萬農村留守兒童無人監護。留守兒童現象
不僅是經濟問題，有的年輕⽗⺟並不是非要
外出打工不可，有些人是單純為了逃避農村
⽣活，就把孩⼦留給老⼈。⼭⻄省農科院研
究員觀察到農村留守兒童人數正在變少，不
少孩⼦都隨外出打⼯的⽗⺟⼀起⽣活。
《中國青年報》2017/03/16
 留守兒童問題要解決還須從⽗⺟著⼿。求
主幫助⾝為⽗⺟者能意識到金錢無法換
得家庭的完整，孩⼦健全的成⻑需要⽗⺟
的陪伴；求主幫助教會起來宣導正確的家
庭觀並投入留守兒童關顧事工。

南師附中宿遷分校⼀名 12 歲的男生蔡裕
東，查出患有「急性骨髓細胞白血病」。前
期化療的費⽤估計得好幾⼗萬，⾯對⼀貧如
洗的家庭，體貼地對⽗⺟說：「帶我回家吧，
別把家中的錢花光了。」孩子的病情牽動著
學校和社會，他所在的學校呼籲師生伸出援
手，向全校師生發出了《蔡裕東，站住，不
要走！》的倡議書，昨天上午不到半小時，
捐款就超過 15 萬元。除了學校的師生捐款
外，目前社會好心人跟親戚朋友捐助善款已
有 73,979.45 元，蔡裕東的家人又借了些錢，
並把他轉到蘇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
《揚子晚報》2017/03/15
 人間處處有溫情，求主紀念眾人愛心的付
出並為蔡裕東禱告，求主的憐憫與醫治臨
到，給他機會能聽聞福音，使他的身心靈
都得醫治與康復。

專騙老年人

骨灰無人領

留守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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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我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