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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丈夫

「我與丈夫結婚 8 個多月，他喜歡做自己的
事，比如打球、看球賽、看書、打遊戲，只
是很不專心，也不愛乾淨，書桌亂了幾天也
不會收拾，叫他收拾比殺豬還難，並且動不
動就嫌棄我煩。⽣病他有空就陪，⼀點都不
上⼼，⼀坐下來就開始打遊戲，也不愛搭理
人，好費勁。從過年前，他就開始和弟兄合
夥創業，近幾個月才開始有微薄的收入，每
個月幾千塊都不夠房租和吃飯。現在都是我
在交房租，房租⽔電費⽤佔了超過我⼀半的
工資，每月都很省，能不負資產就慶幸。」
（聽眾「心影」）
 求主給「心影」姊妹智慧，懂得按照聖經
教導，作個智慧婦人與丈夫相處，學習做
好管家，管理家中大小事項和金錢運用。
青少年視力改善

世界衛⽣組織⼀項研究報告顯⽰，中國近視
患者達六億，而青少年近視率，已經居世界
第⼀。以上海為例，2016 至 2017 學年，上
海小學生近視率為 47.2%，高中更達 89.3%。
當局指到 2030 年，期望六歲兒童近視率可
控制在 3%，而小學生近視率下降 38%以下，
高中生則為 70%以下。北京市東城區教育部
⾨，發布未來幾年防控⽬標，並推出⼀系列
具體措施，包括落實⼀、二年級不留書面作
業、限制作業時間，增加戶外體育時間，確
保每天運動⼀⼩時，⽅案亦明確要求，嚴禁
學生把電子產品帶入課堂。
《光明日報》2018/8/20
 為中國的下⼀代的健康禱告，求主讓家⻑
懂得幫助兒女保護視力，也賜智慧給為官
的制訂合宜措施，有效地降低青少年近視
率；又求主幫助青少年減少依賴電子產
品，自己學會愛惜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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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痛苦

「我 17 歲，現在⾼三，⼀直在家複習，沒
去學校，很痛苦。我發現⾃⼰是⼀個非常沒
有自控力的人，總是陷在電視電腦娛樂裡，
每次都很悔恨，總是禱告說要過聖潔的生
活，可⼀直沒果效。我還發現有輕度抑鬱
症，特別敏感，在意他人的眼光和評價，內
心很痛苦，非常渴望安逸，但知道基督徒要
捨己背十字架，要渴望屬天的事，可我總是
做不到，總想要在世上過的好、沒有痛苦的
生活。現在學業沒複習好，馬上就要去參加
考試了，不知該怎麼辦，才能真正的不貪圖
安逸享樂，成為⼀個願意為主捨⼰的⼈。」
（聽眾「痛苦人」）
 為「痛苦人」面對考試壓力、抑鬱情緒、
信仰與世界享樂等掙扎禱告，求主賜他主
裡的平安，有⼒量戰勝⼀切引誘試探。
白族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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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媳出軌

「弟媳要和我弟離婚，弟媳出軌，還懷了別
⼈的孩⼦，現在他們有⼀個七歲的小女孩。
我弟因高血壓導致腦出血，稍有些語言表達
和記憶⼒減弱，⻑期服藥，沒其他的問題。
他正直單純，自從病後有些抑鬱自卑。他目
前還不是基督徒，怕他承受不住打擊，求神
幫助他該怎麼解決婚姻問題，幫助他度過難
關，賜他夠用的恩典、力量和智慧來面對！
求主敗壞弟媳內裡淫亂的靈和來自魔鬼的
各樣詭計，賜她悔改的心轉回神！」
（「仰望神」姊妹）
 求主幫助「仰望神」姊妹的弟弟⼀家能在
困難中找到主，⼀家悔改歸主，讓危機變
為轉機，弟弟的健康求主醫治，賜他力量
靠主面對家庭變遷。
廣播事工

良友學院 App：新發展的學院手機應用
主要聚居在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區的白族人
程式，自年初推出以來，已有逾三萬人次
安裝使用！同時，學院本科文憑和進深文
口近 200 萬，早在 1881 年有基督教宣教士
來傳揚福音，至今約有五萬人信主。白族有
憑都繼續有良好的發展，學員按進度相繼
自己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
畢業。願主更多使用良院的事奉，使更多
由於⽩族與漢族⻑期有密切的交往，⽩語中
內地教會領袖和信徒，能得到造就和裝
含有大量漢語詞彙。白族曾借用漢字來標記
備，可以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白語，稱為漢字白讀，但並不通行，故通用
漢文。在 2013 年開始有白族福音廣播，惟 2. 兒童、門訓事工：為回應內地的形勢和需
要，本會同工願意更多的承擔，於兒童節
節目製作並不容易，供應未能持續，目前在
目和門徒訓練課程兩方面，更多的努力。
重播舊節目。感謝神的恩領，最近節目錄音
我們希望讓未能在教會接受教育的兒童
可以恢復，並正在後製的過程中。
得到餵養；同時，建立信徒在真道上扎
 感謝神對白族的眷愛，祂差派自己的僕人
根、操練信心、與主建立緊密的關係。
去傳揚福音，雖然白族人未能除去迷信， 心繫神州祈禱會
父神如今興起白族信徒負起向自己同胞 日期：10 月 30 日（週二）晚 7:30
傳福音的責任。求主使用福音廣播事工， 地點：本會禮堂
保守及引導福音廣播節目的錄音和後期 求神憐憫正在面對逼迫困境的教會！
製作。
1.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18 年 10 月
主內代禱勇士：平安！
雖然大家嚴陣以待，準備超強颱風「山竹」
來臨，但沒想到「山竹」的威力打破香港的記錄，
在各區橫掃 14,000 多棵大樹，造成多區交通嚴
重阻塞，遠遠超出了政府的預計。
中國教會同樣面對風暴，自從《宗教事務條
例》2 月生效後，不少教會受到多方面的管制和
干預，教會同工面對各樣的壓力，感到徬徨無
助、失望難過。我們只能迫切的禱告和真誠的關
心支持他們，勉勵他們剛強壯膽，持守真理。
內地教會面對壓力，我們已作好各樣的準
備，迎接另⼀場暴風的來臨。內地正準備加強管
理互聯網上的宗教信息，如果條例嚴格執行，將
扼殺在互聯網、微信上傳播宗教信息的空間。
「他們」不是陌生的，「他們」是我們的肢
體，在神的國度中，我們要更多的關懷內地的信
徒，盼望能招聚更多同心禱告的夥伴,⼀起關⼼和
代求。所以誠摰的邀請你在 10 月 30 日晚上，
出席我們舉辦的「心繫神州祈禱會」，這是我們
可以做和必須作的行動，以禱告托住我們的肢
體。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
守，警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 4:7-8）面對壓力，
我們警醒禱告，切實相愛。香港的遠東廣播蒙神
使用，陪伴中國教會走了 60 年，幾經風雨，面
對艱難與挑戰，我們與香港信徒⼀起靠主恩典、
迎向風浪。盼望你成為代禱勇士，與我們同行。
祝在患難中仍然喜樂！
主內末
栽培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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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期 日

蒙神祝福

「我老家在美麗的內蒙古，1980 年我在初中
就開始聽良友電台了。那時，家裡最值錢的
就是那台收音機。是爸爸買的，我們只能在
短波頻道才能收到良友電台！福音是那時
聽到的，我也是那時信耶穌！三四十年過去
了，良友電台⼀直伴隨著我。主耶穌也⼀直
伴隨著我！我很蒙神祝福，現在定居在深
圳。不知道現在電台還有沒有 1980 年那時
的電台工作人員？有的話，替我謝謝他們，
良友電台的成立本身就是神的恩典！」
（廣東省孫弟兄）
 感謝神在不同的時代使用不同的媒體成
為傳福音的工具，求主繼續恩待電台為主
所⽤，每⼀位如同孫弟兄⼀樣經歷到主保
守和眷顧的信徒，都能同心為主作見證傳
揚主的美善。
患病雙胞胎

廣東韶關始興縣有⼀對雙胞胎男孩，罹患罕
見的「慢性肉芽腫病」，邱姓夫妻將孩子送
到經驗豐富、移植成功率⾼的重慶市⼀間醫
院。入院幾個月後，中華骨髓庫方面傳來好
消息，找到了匹配的骨髓。只是孩子們進行
骨髓移植至少要準備 100 萬元⼈⺠幣，在集
合夫妻兩家所有的錢，勉強只夠負擔⼀個孩
子的移植費用，夫妻無奈下以「抓周」（即
小孩周歲時預卜前途的習俗）來決定孩子去
留。當這消息傳開時，有中華兒慈會的志願
者在網路平台上啟動了救援籌款。而且骨髓
捐獻者也表示將近期進行骨髓移植。
《韶關日報》2018/8/19
 求主幫助這對孩子可以及時進行骨髓移
植，祈願手術成功。又為中國老百姓要面
對昂貴的醫療開支禱告，求主讓國家醫療
福利制度可以改善，人人享有醫療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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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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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抑鬱

「高中住校開始叛逆，與主距離漸遠，成績
⼀落千丈。之後的⼗年，⼀直活在遠離主的
日子裡。⼩時因為⽗⺟吵架厲害，哥姐⺟親
經常打罵我，我也不知道怎樣去處理和面
對，⼼理⼀直都不是很健康，被各種負⾯情
緒所控制，還得了將近三年的強逼症，可以
說浪費了十年的青春。體會到離開主，甚麼
也不能做好。剛上班，⾯臨⼀系列打擊，⽗
親去世，⺟親患病到我單位與我同住，上帝
藉著⺟親的病，教會⼈對⺟親比親⼈還要貼
心，讓我也在轉化。這十年讓我看到了許多
⾒證，若不是主，⺟親就是有⼗條命也不在
了；我也早已淪落到不知何種地步了。」
（林姊妹）
 感謝主因著教會的關懷和愛，林姊妹重新
回到神面前，為林姊妹能與神建立更深更
親密的關係禱告。

「我患有輕微抑鬱症，最近比較軟弱，這幾
天情緒特別不穩定，今天早上起來情緒也很
低落，聽到電台節目中講的抑鬱情緒的問
題，感謝主，聽完後也讓我再次反省生命中
的問題。節目中的分享提醒我要仰望神，不
失去對神的信心，相信上帝的話語不落空，
相信上帝對我的愛不會改變，雖然常常會被
抑鬱的情緒困擾但要堅持不放棄，只有神才
是我唯⼀的出路，要不斷學習神的話語認識
神！苦難都有神的美意，為的是讓我們得益
處，神知道我們⼀切的處境，祂掌管明天我
們可以放心交給祂！」
（江⻄省劉姊妹）
 求神幫助姊妹靠著主的恩典走出抑鬱，也
為現代人普遍患有抑鬱情緒禱告，惟有神
能引導人心出黑暗。

月 12 日晚 7 時 35 分，湖南省衡陽市衡東
縣發⽣⼀起惡性案件，犯罪嫌疑⼈駕駛紅⾊
路虎越野車衝入縣城洣江廣場，故意猛烈撞
擊人群後，又下車持械砍傷現場群眾，截至
目前，已致 12 死 43 傷。有片段顯示，現場
場面恐怖血腥，有傷者送院時，斷臂滿是鮮
⾎，僅有⼀點筋骨相連。⽬前司機已被捕。
有消息稱其身患絕症，並有多次被刑拘紀
錄，動機為報復社會。14 日犯罪嫌疑人被檢
察機關依法批准逮捕。
《新華社》2018/9/16
 求主憐憫、恩待和醫治這宗事件受害傷亡
的老百姓和他們的家人。願法律給與犯罪
者合理的刑罰。更求主幫助內地社會能公
義顯彰，減少怨氣，老百姓可以平安無事
度日。

江⻄⾃ 7 月中至今，全省持續高溫，平均降
雨量較以往同期少兩成，河流湖泊處於低水
位，水庫亦蓄水不足。其中部分地區乾旱，
共青城有農田乾涸及龜裂，灌溉的水塘亦因
高溫被蒸發大部分儲水，變成小水窪。自 8
月 3 日起，農作物受旱面積有 18.7 公頃，有
14.33 萬⼈缺⽔。江⻄安排過 146 次人造雨，
投入 1.7 億元對抗旱情。江⻄省⺠政廳連同
減災辦月初啟動省級乾旱救災預警，更發出
緊急通知以部署當局的抗旱及救災工作，包
括收集旱災數據、調查情況及評估損失等。。
《江⻄省政務資訊公開》2018/8/6
 求主憐憫江⻄省及中國境內持續⾼溫引
致的乾旱問題，最直接受影響的是農⺠，
農作物失收和物價上漲，帶來廣泛的困
難。願主賜下甘霖，灌溉農田，降下及時
雨，舒緩災情。

傷害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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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溫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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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教會

「我是小悅，30 歲，19 歲信主，從此便十
分愛主。但我今年 4 月份就離開教會，自己
在家裡信。這樣信主的方式最適合我。我有
著獨特的生存方式，就是如果去教會，裡面
的人會對我七嘴八舌的議論，沒有那麼糟
糕，卻被議論的亂七八糟。我在教會生活了
十年，終於決定要離開教會，過我想過的生
活。我喜歡自由、無拘束，我是個自由職業
者。我喜歡將⼀⽣放在主耶穌和祂的話語
上。我欣賞主所作的榜樣，祂能分秒陪伴著
我的心靈。值得我相信和依靠，我討厭教會
中的是非。」
（山東省「小悅」）
 靈程路上需要有群體的敬拜與團契生
活，惟教會中的閒言閒語致使信徒遠離教
會，求主憐憫與醫治，讓教會有好的見
證，肢體之間有好的互動，「小悅」能在
教會中尋得接納與平安。
嚴峻的壓力

明報 9 月 6 ⽇報導：中國掀起新⼀輪清拆教
堂十字架行動，河南當局在全省範圍內大規
模清拆十字架，估計已有 4,000 間以上教會
的十字架被拆。當地牧師表示，無論「三自」
教會、家庭教會的⼗字架已被清拆⼀空。有
牧師說：「基督徒可以到其他教會敬拜，但
不能私下聚會，否則提供場地的人要被罰款
20 萬元⼈⺠幣。政府還規定 18 歲以下的未
成年⼈不准進入教會，學校還要家⻑簽字承
諾不讓子女信教，否則不能進學校讀書，教
會的負責人也要被處罰」。
《明報》2018/9/6
 為內地教會和信徒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在
壓力下，仍然堅心靠賴主的恩典，站穩信
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