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期 四

婚姻暴力

「我已是二婚，現在的丈夫是個眼裡只有自
己的人。在他 39 歲的時候，我們就在⼀起，
剛開始前半年，他光拿女人氣我，之後從買
半掛車，他就開始罵人打人，我想著，年紀
也大了，就這樣過吧。罵我當成了他的習
慣，他在我面前不會尊重人，吭吭聲他就暴
力打人。他⼩學文化，他都是從打罵聲中⻑
大的，他爹娘脾氣都不好。他不信上帝，給
他怎樣講，他都不相信；他就相信世上人說
的啥，他就相信。」
（鳴姊妹）
 為鳴姊妹禱告，求主揀選她的丈夫，有重
生的生命，知道自己的暴力行為對家人的
傷害。保守鳴姊妹在這樣的環境中保護好
自己，也有智慧與丈夫相處，願神施恩憐
憫拯救這個家庭。
同仁堂蜂蜜門

同仁堂生產商被曝回收過期蜂蜜，北京食藥
監管部門已介入調查。知名老字號同仁堂捲
入輿論漩渦，據江蘇電視台報導，北京同仁
堂蜂蜜的生產商鹽城金蜂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將大量過期、臨近過期的蜂蜜回收，企業
宣稱「退給蜂農養蜜蜂」。然而記者發現，
回收蜂蜜被倒入大桶，送入原料庫。今年 10
月，企業還更改過蜂蜜的生產日期，違法延
⻑保質期。同仁堂表⽰下屬⼦公司同仁堂蜂
業在委託生產過程中，存在監管不力和失察
的責任。
《新京報評論》2018/12/17
 「誠實守信」是⼀個企業得以安身立命的
基本要求，當前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已成為
社會痛點。祈求主幫助企業注重對消費者
的道義責任，珍惜品牌榮譽，加強對食品
安全的維護。

星 期 五

神秘信仰

「鄰居阿姨講，她二姐和女兒、女婿，還有
其他信主的兄姊私下在家裡有團契，把門緊
鎖，圍在⼀起聚會禱告，⼜哭⼜喊，阿姨去
問甚麼事，二姐很小心的開門，跟阿姨講話
⽣怕驚擾了誰⼀樣。二姐及她女兒、女婿現
在都沒有上班，到處跑著傳福音，在馬路上
都可以拉著不認識的人給他傳福音。二姐的
女兒讓阿姨信主，天天給她講要她信，阿姨
說不信，結果他們把阿姨加黑名單，微信刪
除，都不和阿姨聯繫了。我想幫她們重新認
識我們信靠的主耶穌，並不是她二姐們家信
的那樣，但我又不知道該怎麼給她講。」
（小姊妹）
 為小姊妹的鄰居阿姨家人禱告，求主賜下
真理的靈使他們明白信仰真理，回轉到主
前來，求主賜智慧於小姊妹知道如何將真
理講解清楚。
有聲聖經

有不少的語⾔專家默默的為中國少數⺠族
翻譯聖經，花上不少的心血和年日，並且費
財費力的出版，最近還加上製作有聲版本，
放上網上供有心人下載和傳播，這是美好的
宣教事奉。有團隊上載了涼⼭彝族、黔⻄彝
族、貴州黑苗和侗族的新約聖經，包括與漢
字對照的文字版及有聲
聖經，都是非常珍貴。這
些心血擺上，讓更多人可
以用來祝福這些被人忽
視的少數⺠族。
 為許多專家多年來的努力成果獻上感
恩，為他們無私的奉獻公開提供多個聖經
翻譯獻上感恩；求主讓更多彝族、苗族和
侗族人可以得聞福音和得聽聖言禱告，求
主賜福給與分發聖經的事工。

星 期 六

家庭不和諧

「我今年 29 歲，從⼩信主；結婚⼀年半，
寶寶已經四個多⽉了。婚後⼀直與丈夫因溝
通不好而爭吵；公公婆婆在外地打工。我的
性格追求事事完美，感覺丈夫懶散，不追求
上進，做事拖拖拉拉，未能照顧好家庭。生
産期間，婆婆趕回來，但沒有照顧好自己坐
月子就走了。我非常傷心，曾因為婆婆不好
的說話和不好的臉色而哭泣。過了四個月，
至今心裡沒法釋懷，也充滿苦毒。」
（安徽⼀姊妹）
 求神幫助姊妹與丈夫能够改善溝通的模
式，學習體諒和接納。也求聖靈釋放姊妹
心裡對婆婆的苦毒，用愛心彼此接納互相
寬容，在主裡衝破⼀切隔膜⽭盾。
廣播事工

廣播回應：10 月份的互聯網節目收聽點
擊次數比 9 月份大幅上升 40%！這⼀⽅⾯
是因為手機應用程式的開發和微信小程
式的使⽤；另⼀⽅⾯，也可能因為近⽉內
地教會所面對的壓力，更多同胞需要藉節
目來得到神的話語。求主保守節目在網絡
和社交媒體上的暢通，也看顧電台在短波
和中波上的廣播。
2. 新年特輯：在新年期間，不同節目都會製
作多個特輯，盼望透過這些節目，能幫助
更多聽眾明白神在這個時節對他們的說
話。請為這些節目的播出和聽眾代禱，求
聖靈軟化他們的心靈，好使神的道能在他
們的⼼⽥中發芽⽣⻑。
2019 年度「心繫神州祈禱會」
日期： 1 月 22 日、4 月 30 日、
7 月 23 日、10 月 8 日（週二）
時間：晚上 7:30-9:00 | 地點：本會禮堂
1.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19 年 1 月
主內代禱勇士：平安！
「祢的道在海中；祢的路在大水中；祢的腳蹤
無人知道。祢曾藉摩⻄和亞倫的⼿引導祢的百
姓，好像⽺羣⼀般。」（詩 77:19-20）
在患難的時候，懷疑常湧上心頭。「難道主要
永遠丟棄我，不再施恩麼？難道祂的慈愛永遠窮
盡，祂的應許世世廢棄麼？難道神忘記開恩，因
發怒就止住祂的慈悲麼？」（詩 77:7-9）
是的，好些時候在患難中我們好像完全看不到
前路，得不著神的引領。但讓我們在禱告中思想
神在歷史中所彰顯的能力，並祂所行的奇事和作
為。祂昔日能帶領百萬以色列人出埃及，祂今天
也⼀定能帶領我們經過⽔火之地，將流淚⾕變為
歡樂泉！
內地教會和信徒目前所面對的患難和困逼，我
們實在感同身受，讓我們恆切的為他們舉起禱告
的手，不住的為他們代求！
願他們都能從神的話語中得著安慰和盼望。
「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來 13:5）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
的信實直到萬代。」（詩 100:5）
「主阿，祢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
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詩 86:15）
「祂不⻑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詩 103:9）
但願天⽗在新的⼀年裡，加添你愛主、愛同
胞和愛主國度的心！
主僕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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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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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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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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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

「我的祖⽗⺟先後畢業於教會學校，都受過
洗禮；祖⽗⺟先後 77 歲和 96 歲回天家。爸
爸是么子，兩老都是爸媽照料並送走的。爸
爸雖然是共產黨員，但是也跟隨⽗⺟信主。
2015 年奶奶離世後，爸爸⼀直很思念她，也
與主更親近了。由於家庭⻄化，在 60 年代
受過衝擊，所以第二代都沒有受洗禮。我們
心中有主，相信禱告。上周爸爸突然心臟病
離世，很突然，我們希望完成他的心願在落
葬時可以做⼀個追思禱告。詢問了教堂，回
覆是：為沒有受洗的人做禱告很可笑，做了
禱告耶穌也不知道他是誰，名冊上沒有名
字。洗禮在追思⾯前變成⼀種形式了？」
（新姊妹）
 為新姊妹的心願來禱告，求主為她預備教
會牧者願意為她爸爸做個追思禱告會，讓
她們的家人感覺安慰。

「感謝神在我結婚有孩子後被主呼召，之前
⼀直被撒旦纏累，卻並不知怎麼解決，也是
病急亂投醫，去寺廟燒香，買開光的葫蘆來
化解折磨，結果是⼀⽇不如⼀⽇，導致⽩天
不住嗜睡，夜晚驚醒聽到看到奇怪景象。後
來，我家店裡來了⼀位老鄉阿姨，帶我去了
附近的神學院，當我聽到唱讚美詩，就忍不
住淚流滿面。從此我就喜歡了週末去聚會，
每次散會回家都會打心眼裡喜樂，慢慢睡眠
也安穩了。可是我又開始軟弱了，沉浸在罪
裡不知道悔改，直到今天早上，在黑暗中被
撒旦攪擾的很慘，當我奮⼒呼喊主救我，⼀
切就結束了。」
（王姊妹）
 為王姊妹禱告，求神幫助她、堅定她的心
志，緊緊跟隨主，靠主勝過撒旦⼀切的驚
擾，讓姊妹經歷主是大有能力的主。

「我是楊姊妹，今年 41 歲；丈夫陳某，我
們結婚 19 年。以前是拜偶像的家庭，我現
在信主耶穌了，已經有⼀年多的時間。從我
信主以後，我丈夫就反對，要搬出去外面住
了，他說我們已經不是⼀路⼈了。以前從沒
這樣過，現在好多人都知道這件事了。感謝
主我想為主做見證。求主讓我在主允許的環
境中站立住，為見證福音的真理去爭戰。求
主拯救我的丈夫和我的家人，讓我身邊人都
知道我信的是真實存在的神。是全能的神。
讓那些拜偶像的都能求神解救出來。」
（楊姊妹）
 求主幫助楊姊妹靠主得勝，使她有依靠主
的心，靠主站立得穩，求主揀選她的丈夫
能感受到主的愛願意歸向主，回心轉意，
重新回到家中，見證主的奇妙恩典。

「我是⼀位居住在海外的內地姊妹。前年，
我突發地經歷了⼀次極度的恐慌，事後我主
動地去了瞭解，原來是抑鬱症；到現在已服
用輕劑量的藥物半年，情緒已穩定下來。我
把自己的疾病，曾告知七歲的兒子，希望兒
子可以理解自己的情況。最近，我發現兒子
對⼀些鍾愛的玩具，有依附的感情。瞭解
後，知道兒子需要玩具陪伴，和幫助他容易
入睡。我猶疑要否要帶兒子去看醫生？經過
查詢後，我也見了心理諮詢治療，情况有改
變。」
（海外⼀姊妹）
 求主幫助這位海外姊妹採取心理輔導治
療，讓姊姊處理好憂鬱的情緒；也能幫助
她懂得明白兒子的心靈需要。

遼寧瀋陽有家⻑揭發⼀間幼稚園三名教師
涉嫌虐童，用牙籤和鋼針等刺幼童身體，家
⻑在網上發佈多張孩子受傷的針眼照，更稱
有十多人同樣受害，三名涉案教師現已被
捕。涉事幼兒園的家⻑表⽰，她在家⻑微信
群收到消息，有同校的孩子被老師用牙籤和
鋼針等針狀物刺身體，她其後發現自己孩子
的後頸、大腿前內側、手、後背等多個部位，
亦出現類似針眼的結疤，追問下，孩子稱是
幼稚園教師所為，另⼀周姓家⻑表⽰，孩⼦
稱因不好好吃飯而被老師刺身體。
《明報新聞網》 2018/12/17
 求主憐憫從事幼兒教育的老師能夠在扶
育孩⼦成⻑時更多的耐性，並以愛⼼和寬
容來幫助孩童成⻑。願主在受害的孩⼦及
他們家⻑⼼中賜下醫治。

據國內報刊楚天都市報導：在 12 月 14 日上
午 10 時許，武漢大學中南醫院 1 號樓 4 樓
外科，⼀名男⼦刺傷⼀名外科醫生後跳樓身
亡，外科醫生還在搶救之中。目擊者王女士
表示，今日上午她在中南醫院四樓看病，聽
到隔壁房間護⼠哭泣，現場混亂，有⼈說⼀
名男外科醫⽣被⼀名 50 歲左右的男子刺傷
急需搶救。下樓後，眾人看到，那名行兇男
⼦躺在⼀樓⽔泥地上，醫院⽤編織布將事發
現場圍著，男子已經死亡。
《楚天都市報》2018/12/14
 在中國的現時醫療體制下，醫生與病人的
關係常常發生問題。求主憐憫和施恩，讓
病人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適切關懷和診
治，也改善醫護人員的待遇，讓他們感受
到尊重和愛戴。

在 11 月，有網紅揭露內地五星級酒店衛生
惡劣的問題，包括以沐浴露洗咖啡杯、從垃
圾桶拾出即棄杯蓋重用、在洗手盆洗垃圾桶
等現象。繼網紅揭發內地五星級酒店存在衛
生問題後，廣州五家連鎖酒店，包括如家快
捷酒店、城市便捷酒店、7 天連鎖酒店及 IU
酒店等的洗手盆、洗手間大腸桿菌超標，情
況最嚴重的漢庭酒店，毛巾和洗手間不但大
腸桿菌超標，更檢出溶血性鏈球菌。文化和
旅遊部要求所有酒店及旅店經營者檢討設
備，加強監管及設立標準，提升服務水準。
《明報新聞網》 2018/12/5
 求主憐憫國內的旅館業的經營，因為國內
商務及旅遊頻繁，對住宿需要殷切，盼望
在經營困難中仍然注重服務水準及保證
健康衛生。求主幫助政府部門能貫徹執行
法規。

鄭州、溫州等地相繼發生乘客乘坐滴滴順風
車遇害的案件。交通運輸部等十部門組成安
全專項檢查工作組，對滴滴等八家主要網約
車、順風車平台公司開展進駐式聯合安全專
項檢查。從檢查情況看，滴滴順風車產品存
在重大安全隱患，存在使用者個人資訊洩露
風險和安全隱患。檢查組要求滴滴下線，並
整改順風車的隱患，而在未完成隱患整改
前，無限期停止順風車業務。對此問題滴滴
表示誠懇接受，滴滴安全整改行動在未來半
年內仍將持續進行，順風車業務仍將無限期
下線整改。
《北京日報》2018/12/3
 或許沒人能想到這個不以盈利為目的、主
打資源分享的出行平台會出現安全缺
失，期盼此次整改行動能確實制定出安全
有效的方案，讓老百姓能安心享受網約車
的便利。

幼師虐童

醫病關係

旅館衛生惡劣

網約車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