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期 四

我能看見

「今年 73 歲，⼀天學沒上，不識字，名字
都不會，主日去禮拜只聽道，不會唱歌。有
次牧師講道，耶穌治好耶利哥的瞎子，耶穌
說：『你可以看見！你的信救了你！』瞎子
立刻看見。聽完道我就買了本聖經回家，跪
下痛哭禱告：『主啊！求你讓我這個瞎子能
看見，我相信你能讓我看見！』就這樣天天
禱告主開我的眼睛，能看見聖經中寶貴的話
語。有天我打開創世記唸了⼀到三章的經
文，正好兒子過來聽到我在讀：『媽你識字
了？再讀⼀遍我聽？』我⼜讀了，兒⼦說全
讀對了！當時我都不相信，兒子高興的說：
『媽是上帝開了你的眼睛，這是神蹟！』」
（張姊妹）
 為張媽媽感恩，主在她身上彰顯了神蹟，
願主使用她的見證成為多人的祝福。
考研熱

月 10 至 31 日，2019 年全國碩士研究生
招生考試將進入正式報名階段。近年來，考
研的報名⼈數⼀路⾛⾼，據教育部的資料，
2018 年研究生報考人數達到 238 萬，較 2017
年增加了 37 萬人。有媒體曾針對考研做過
⼀項調查，結果顯⽰，提升就業競爭⼒、通
過考研進入名校、更換專業、暫時逃避就業
壓力等因素，都是大部分學生選擇讀研的原
因。東北師範大學碩士生導師閆歡認為，考
研熱⼀個⼤的背景是社會經濟水準提升，家
⻑對孩⼦教育資⾦投入的增⻑，追求⾼學
歷、好工作就成了多數人的選擇。
《中新網北京》2018/10/10
 為中國社會普遍追求更高學歷的現況禱
告，盼望教育水準的提升，也帶來社會文
化素質及道德水平的提升，而不只是著眼
在工作待遇和經濟條件改善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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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五

開始賭球

「我曾經墮入股市的深海，把所有都輸光
了，絕望的時候主揀選了我。信主後，我有
4 年都清心歸正了。今年世界盃開始，我再
被魔鬼誘惑，開始賭球。本來生活都困難，
可是又把辛苦掙來的錢拿去買球了。有時借
來的，也忍不住拿去賭了。我知道是撒旦在
我身上動工，我抵擋不住，我很痛苦掙扎。
但是我感覺不到身邊肢體的幫助，我也會埋
怨神為甚麼不對我說話，所以我想尋求幫
助，希望有新的禱告力量，幫助我戰勝撒旦
的網羅。」
（聽眾阿哈）
 求主幫助阿哈遠離賭博，給他力量抵擋引
誘，讓他能在教會中找到幫助者或小組與
他共同面對困難試探。

星 期 六

乳腺癌晚期

「有⼀位蔣姊妹，嫁到安徽，才 30 出頭，
有個五歲孩子，但她得乳腺癌晚期病重，住
在醫院，不吃東⻄，睡不著覺，全⾝十多處，
輪流疼痛。已決志信主⼀個月，求主讓姊妹
安然度過每⼀天，能睡，能吃。如果姊妹還
有神的旨意沒完成，求主醫治；如果她完全
了，求主讓她像嬰孩⼀樣睡在主懷！」
（代禱者）
 求主醫治蔣姊妹，疼痛的身體有主撫摸，
讓她認識主耶穌成為她的至寶，倚靠主有
力量面對疾病，看顧她和她的孩子與家
人，同樣得到主的恩典，成為主內家人，
願主的拯救和醫治臨到這個家。
廣播事工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18 年 11 月
主內代禱勇士：平安！
我們禱告，非因要做在人前，讓人覺得我們真
的依靠神；也並非答應了為人代禱，做過了總算有
所交代；更不是要明確地給神⼀些指⽰，該如何幫
助我們解決問題。
我們禱告，是想讓施恩寶座上的神知道我們真
的依靠祂，真的著緊地為人代求，真的讓神按祂的
時間和方法成就。
我們不斷禱告，皆因經驗告訴我們，神是全能
全知的，祂也是信實可靠的，祂能超越時空的限制，
卻是永恆不變的。⼀切⼼事，都可以帶到恩主座前
向祂傾訴。
現代生活中，各個範疇的需求似乎有增無減。
家庭、幹活、教會，就連休閒都向你告急；新聞、
消息、分享、廣告亦來得快且頻，直教人招架不來。
這樣的環境下，怎能劃出固定時間恆切禱告？
老實說，若非刻意，代禱戰士是當不來的。這
份代禱資料並非虛構，都是新聞報導的撮要、聽眾
寫來的個案。關心福音廣播又關心中國的你，定必
仔細牢記，按時去到信實的主座前，⼀⼀訴說。
謹藉本會 60 周年紀念詩歌⼀節，在主裡互勉：

教牧之道：第三期畢業禮已於上月舉行，
為 14 位畢業生獻上感恩，求主使用他們
中國回族人口超過 1,000 萬，是以「大分散，
成為合用的工人。另外，第四期培訓也在
⼩集中」形式遍佈中國東、中、⻄三⼤地區，
籌備中，願主保守及使用眾學員。請為導
約有 219 萬回族人集中於寧夏回族自治區；
師們及眾學員得⼒代禱，能教學相⻑！
回族主要說漢語，漢語中亦會夾雜經堂語， 2. Soooradio 報佳音：Soooradio 將於 12
《信實直到萬代》
即伊斯蘭教法使⽤的⼀種語⾔，以漢語⾳譯
信實直到萬代，慈愛直到永遠，
月 15 日舉行網上 12 小時「馬拉松式接力
歷史之主始終眷佑神州；
阿拉伯語或波斯語，或用漢語語匯意譯波斯
拉闊音樂會」
，屆時將由十多位牧者接力
竹幕驟然低垂，福音大門緊閉，
語和阿拉伯語。現時有工人以職場及營商的
佈道，並不同的音樂事奉單位輪流報佳
長夜黝黑，人心祈盼亮光。
⽅式進到⻄北五省、雲南、河南、⼭東等地
音。祈求主使用此活動，把普天同慶的好
走過艱苦歲月祂攙扶前行，孤寂迷失時有祂牽手；
作福⾳⼯作。因為回⺠熱情好客，許多事⼯
聲音如洪波傳遞恩言，跨越長空堅固人心靈。
信息，更廣闊的宣揚！
都是以友誼佈道的方式進行，需要有耐性及
信實直到萬代，慈愛直到永遠，
恆⼼，⽽歸主的回⺠⾯對同族⼈的排斥，家 夥伴同行頌主恩：香港遠東 60 周年禮讚
歲月悠悠上主依然傾福。
感戴主愛激勵，感恩我眾攜手，
人也會大力阻撓，需要在禱告中托住他們。 日期：11 月 18 日（主日）晚上 7:30
傳播主信實盼心火相傳。
良友電台也有向回⺠廣播的福⾳節⽬。
地點：九龍城浸信會
信息：戴繼宗牧師
 求主顧念在回⺠中服侍的⼯⼈，保守他們
工程部主任
平安，並使用他們在生活言行中見證基 頌讚：欣樂詠團、宣道會北角堂約瑟詩班、
主編：湯鎮華 執行編輯：徐菀蒂
督，領更多回⺠歸主；相對回⺠的龐⼤⼈ 第⼀城浸信會詩班、G Clef 清唱小組、查海
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口，關心和服侍他們的工人實在太少，願 倫博士（鋼琴獨奏）、蔡羨惇先生（巴松管獨
地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號勤達中心 樓
奏）、戴柯悅敏師⺟（獨唱）
主興起工人去關心他們。
電話：
網址：
回族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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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日

照顧⺟親

「我是孫弟兄，今年 62 歲，出生在農村。
我 6 歲那年，⺟親得了眼疾，當時因為貧困
和醫療差，⺟親雙眼失明。從那天起，我就
是⺟親的雙眼，她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親剛失明的那段時間，⼀時接受不了，脾氣
不好。從那以後，我學會了獨立和堅強，學
會照顧⺟親的⽣活起居，燒火做飯，擀麵
條。我九歲才上小學，13 歲學會做鞋。雖然
童年沒有⽗⺟很多溺愛，但是有上帝的帶領
和看顧，也很充實幸福。」
（孫弟兄）
 孫弟兄童年開始就要擔負家庭的責任，他
的經歷讓他感到平淡充實的生活就要感
恩，有主同在就是幸福，願他的經歷成為
多人的鼓勵。
整容低齡化

整容逐漸「低齡化」，初中生殺入整容大軍，
整容從「不光彩」變得「無可厚非」，不僅
年輕⼈熱衷整容，不少家⻑也在為孩⼦的
「求美」行為，提供精神和物質支援，還有
人把整容當作給孩子的「開學禮物」。讓人
覺得憂⼼的是，⼀些女⽣竟然只有⻑⼤當
「美女」的淺薄志向，堅信「學得好不如⻑
得好」的觀點。據瞭解，今年暑假期間，不
僅割雙眼皮手術火爆，隆鼻、削下巴等整容
手術也受到學生群體的青睞，有的是學生要
求進⾏整容，有的是家⻑主動帶孩⼦去整
容。
《騰訊新聞》2018/10/8
 外貌不是成功的關鍵，內心的修養更為重
要。請為社會上偏頗的審美觀禱告，家⻑
能夠樹立正確的觀念來引導孩子，不要被
社會上「整容要趁早」的錯誤觀念所俘
獲。

星 期 一

逆流而上

星 期 二

認識耶穌

星 期 三

不修邊幅

「我今年 25 歲，在 2009 年生病時接受了福
音。現在沒有得醫治，每週要靠透析維持生
命。雖然肉體沒有得醫治，但是我心裡有了
平安，有了盼望，也嘗到了主恩的滋味是何
等的善，何等的美。我聽了這期的《與神同
行》節目〈逆流而上〉，得了很多幫助。讓
我知道遇到逆境，是能讓我們的⽣命成⻑、
信心堅固。遇到苦難時，以正確的態度面
對，讓我知道所有的事情臨到我都有神的美
意，因為這些苦難是為了歷練我的生命，而
且活的更有意義和價值。」
（山東省張姊妹）
 為張姊妹禱告願她的病情能得控制，血液
透析不會帶給她太多的痛苦，願她能在病
痛中更多倚靠神，經歷神的平安，見證神
的安慰。

「我的童年是在老家農村度過的，有⼀群同
齡的夥伴，每天⼀起上學放學、寫作業、放
牛、玩耍，很開心、快樂。小時候沒聽過耶
穌更沒聽到過基督教，因為大人都是去廟裡
上香，拜石頭等。小時候也很喜歡正月 15
去廟裡，因為會有很多人，也有好吃好玩
的；媽媽文化水平低，會去給我們姐妹仨算
命。高中時，我們有⼀個同學，她媽媽是基
督徒，聽說她也會去做禮拜，但是她從來沒
跟我們講過耶穌。直到來杭州，同事帶我去
教會，才真正認識耶穌，很感恩。我們家就
我⼀個信耶穌直到現在。」
（聽眾心姊妹）
 ⼼姊妹能在⻑⼤後有同事帶她信主實是
感恩，盼望她也可以把福音帶給她的家
人，讓家人也同樣經歷主的恩典和愛。

「我是⼀個不修邊幅的女⼈，隨意慣了，頭
髮隨意攏⼀下就好了，幾乎重來不化妝，早
上⽤⽔洗⼀下臉、毛巾擦乾就好了，還不刷
牙。基督徒不是不看外表，只喜歡講內心
嘛。還有⼀原因，我討厭打扮自己，感覺自
己會像個妖精似的，我怕路上人望我，我感
覺不安全。我是最痛恨這種感覺，心裡會咒
駡，男⼈都是視覺動物，感覺⾃⼰就是⼀個
給人欣賞的花瓶，不被尊重。我不打扮，是
因為我認為男人喜歡我的外貌而已，眼睛被
我外貌所吸引，我才不要這樣呢。基督徒如
何處理不修邊幅和打扮，符合神的心意？」
（聽眾小燕）
 為小燕能合宜地看待內心和外表禱告，求
主幫助她看自己以及異性都能看得合乎
中道，有健康的兩性觀。

10 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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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區。目前，上述疫
情已得到有效處置。
《中新經緯》2018/10/12
 請為各地豬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豬及
死豬處理得當，不流入市面禱告。

內地有⼩學⽣家⻑深夜 12 時在微信群組問
老師「睡了沒」，抱怨老師給太多功課予學
生，令其女兒深夜仍在做功課，質問老師「憑
甚麼你能睡覺？」，結果家⻑被老師踢出群
組。不少群組內的家⻑及其他網⺠紛紛批評
該老師，認為老師的做法不妥。有網⺠則認
為家⻑和老師都是為了孩⼦著想，沒必要弄
得劍拔弩張。現時小學生作業多，老師還要
求家⻑檢查及批改，平時又要求學生參加課
後補習班，家⻑及孩⼦都⼗分辛苦。
《楚天都市報》2018/9/22
 ⼩學⽣的學習與成⻑是家⻑所重視的，同
時也是社會對下⼀代教育的關注。祈求⽗
神幫助老師們⽤⼼教育孩⼦，與家⻑互相
配合，共同培育孩子在知識和品格上健康
成⻑，在作業的量與質都有調整，盼望能
帶來最好的果效。

月 11 ⽇凌晨，在⻄藏昌都江達縣波羅鄉
波公行政村白根自然村發生山體滑坡，堵塞
金沙江形成堰塞湖，致江水上漲，危及附近
的波公村、寧巴村兩條村子的安全。通往波
羅鄉的必經橋樑和部分農田也被江水淹
沒。當地迅速啟動應急救援預案，快速轉移
了波羅鄉小學 287 名師生，和波公村和寧巴
村的 400 多名村⺠，⽬前暫無傷亡報告。
《中國⻄藏網訊》2018/10/11
 為⻄藏昌都江達縣當地官員能迅速回應
⾃然災害和及時撤離村⺠感恩，以致無⼈
傷亡。求主保守村⺠平安經過危險之後復
建家園來禱告，求主使他們得到援助，生
活能及早回復正常。也求主幫助當地政府
經過是次災害後，能做好防治工作，也幫
助當地村⺠懂得愛護大自然，不要胡亂破
壞自然生態。

豬瘟疫情

功課沉重

山體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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