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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陪伴

「我在 2001 年 6 月從河南神學畢業參加侍
奉；在家的時候，我會幫助媽媽讀⼀讀聖
經。可是，我去工作的時候，就不能幫助她
了。媽媽不識字，但她渴慕神的話語。畢竟，
她收聽電台的節目已經將近 40 年了，與電
台有著割不斷的親情。我的爸爸離開我們已
經 30 年了；在這 30 年的歲月當中，是電台
你們這群神的僕人和親人們陪伴著我媽度
過的。她非常渴慕聽電台的講道節目，願主
紀念祝福電台。」
（楊弟兄）
 為楊弟兄的媽媽能得電台節目的陪伴感
恩，願主幫助他媽媽從不識字到能看懂聖
經，求主開他媽媽的眼睛和心眼能明白聖
經真理。
打假獎勵金

濟南市⺠賈某在某超市花 2.02 元買到⼀個
過期麵包後舉報。經查證，食藥監部門對超
市罰款五萬元，並對賈某獎勵兩毛錢。賈某
認為獎勵少了，將食藥監部門告上法庭。濟
南中院二審審理認為，至少獎勵 2,000 元，
責令有關部門對賈某重新獎勵。此外，賈某
亦因另⼀起獎勵⾦太低⽽將相關單位告上
法庭。賈某表示剛開始知道獎勵只有兩毛錢
的時候，第⼀反應是⾃⼰被刁難了，為了這
個事前前後後跑了好幾次，花的錢也不止兩
毛。獎勵兩毛，很大程度上打擊了他維權的
積極性。
《北京青年報》2019/1/6
 ⺠眾積極投入維護社會健康是值得慶幸
的現象，但若陷入為獎金而舉報，則失去
了監督的正⾯意義，請為⺠眾的⼼禱告，
能將監督舉報化為內在的責任感，而非以
利益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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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記號

星 期 六

內心捆綁

「我在 2016 年受洗，經歷病痛休養，生活
沒有經濟來源，⽗⺟反對信仰的多重壓⼒，
回憶起來都是恩典，滿臉淚花。就在這幾
天，我發現和⽗⺟的關係進入到另⼀番天
地，內心的懼怕不再當初。當我步行外出⼀
個地方做康復訓練，説明了我更加認識這位
主。經歷的當下不覺得，在經歷這些過後，
成為恩典的記號，叫我倍加感激！音樂是從
起初就是在信仰路上最多感動我的元素，就
像⼀個印記，甚⾄在 2012 年離開信仰後的
兩年裡，⼀直沒有離開過我的內⼼深處。」
（聽眾「草地」）
 為聽眾「草地」感恩，他透過生活中的磨
練更加認識主，也修復跟⽗⺟之間的關
係；求主保守，透過他⽣命的⾒證，⽗⺟
也能歸向神，見證神更多的恩典。

「我這輩子都不會再擁有健康的身體了，我
失去了健康，導致我每天都很難過很悲傷。
我常常會⽤⼀些⽅式想讓⾃⼰快樂⼀點，但
是我還是走不出來，我無法擺脫這種內心的
捆綁，走出來很難。還有，我已經有很⻑⼀
段時間都熬夜沉迷網路，我感覺我的身體無
精打采的，影響到了我的生活，我也擺脫不
了這種熬夜。」
（聽眾「迷茫人」）
 為聽眾「迷茫人」禱告，求主給他勇氣能
走出黑暗，讓他能夠勇敢克服內心的悲傷
情緒和沉迷網路的捆綁，重新面對自己，
⾯對⽣活，⾯對家⼈，讓他的⾝體⼀天⼀
天的好起來，有愉快的心境面對生活，重
新投入工作。

在 20 世紀初期，曾有宣教士在維吾爾族中
宣教；在 30 年代，維吾爾族信徒曾達到 100
⼈，並曾建立⼀家基督教教會。可惜在 1932
年發生暴亂，狂熱的伊斯蘭教教徒把男信徒
殺死，強迫女信徒嫁伊斯蘭教教徒。目前為
數甚少的信徒在嚴峻的環境下生存，需要迫
切的代禱。遠東廣播公司在 1991 年 5 月展
開了維吾爾語的廣播，至今仍然每天播放名
為《維吾爾佳音》的 30 分鐘節目，惟未能
製作新的節目，求主預備能參與節目製作的
人手。
 記念目前在非常嚴格監控的環境下生活
的維族人禱告，盼望這氣氛可以得以緩
和，讓老百姓可以快樂的生活；求主賜福
給維吾爾語福音廣播，讓維族可以從收聽
中得著亮光，得著這佳音帶來的盼望。求
主預備製作節目的同工。

1.

維吾爾佳音

廣播事工

網站平台重整：2019 年起，良友電台網
站全新出發，重組三大平台：(1) 良友電
台網站—全新設計，隨個人喜好自選播
放；(2) 同行頻道—24 小時排程廣播，現
播現聽；(3) 電台資源庫—過往節目聲檔
和文字資源、講義，歡迎下載。我們致力
為聽眾提供更好的收聽資源，與內地朋友
⼀同「知⾳ ‧ 牽手 ‧ 同行」！
2. CIBS 節目：本會製作香港電台 CIBS 新
⼀季節⽬《今日去 Wet... Land》，探討濕
地與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育的關係，讓我
們了解香港濕地的資源豐富。從現在至 4
月 2 日逢週二晚上 8:00-8:30，於香港電台
AM621 及 ww.rthk.hk 播出。
心繫神州祈禱會：四十年的前與後
日期：1 月 22 日（週二）
時間：晚上 7:30-9:00 | 地點：本會禮堂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19 年 2 月
主內代禱勇士：平安！
中國的鐵路部門預計春運全國鐵路將發送旅客
超過 4.1 億人次。今年春運是從 1 月 21 日（臘月
十六）始至 3 月 1 日（正月廿五）結束，為期 40
天。春運期間各大車站客流密集擁擠，農曆年前後
多為廣大旅客出入平安禱告。此刻，教會面對「寒
冬」仍熱心領人歸主，電台特輯見多人歸主，獻上
代禱。
進入 2019 年，可預期內地教會要面對嚴峻⼀
年。但感謝神，深信眾教會仍緊守崗位。有內地教
牧對筆者說他所在處仍樂觀，但會循序面對要來的
「改變」，就是接受漸漸讓聚會「化整為零」，作
出小組化準備。明慧的神僕不只歎息，更深明是神
有祂的道路。茲記取⼀神僕說話如下：「環境刻意
引導去堂會化，不得已回歸小組模式。現在看來，
這該是個健康模式。堂會、教產、規模、文憑、帽
子……其實都是歧途。唯有愛人，唯有建造人的生命
永能耐火。」
其後，我就以《來慕永生》作點反思：
再黑也要亮光，再灰也要盼望；
再壞也要稱義，再凶也要良機；
再忙也要福音，再煩也要心靜；
再遠也要親近，再低也要求進；
再傻也要投奔；再笨也要智慧；
再優也要謙卑，再劣也要求赦；
再懼也要十架，再見也要永恆。
盼望這代禱資訊，今年電台主題「迎風展翅」繼
續鼓勵你我，作主代禱勇士、基督精兵！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
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賽 40:31）
主僕
廣播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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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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困惑

「我是⼀名寵物醫⽣，年初結識了女友。在
相識這段時間裡，有過歡樂與爭吵，我們都
很珍惜這⼀段感情。原本打算年底訂婚，但
是就在不久之前我們分手了，原因也說不清
楚，是物質上的問題，也可能是性格上的問
題，最近鬧矛盾比較多。我媽是基督教徒，
從小在媽媽的影響下，雖然沒有完全的信奉
神，但也沒有拒絕神。在我與女友相愛的日
⼦裡，媽媽就希望我們相信神。只是⼀直找
藉口來推脫，分手了，才想起了背棄神。現
在真的很困惑，飽受與女友分手的折磨。」
（楊弟兄）
 求神帶領楊弟兄盡快走出傷痛，赦免他從
前背棄神的罪，重新與主建立關係，更懂
得處理與女朋友的感情問題，有力量重新
生活。
全球之冠

據《新浪網》報導，美國癌症學會官方期刊
最近發表《2018 年全球癌症統計數據》報
告，評估了 185 個國家中 36 種癌症的發病
率和死亡率。在報告中，2018 年全球將有約
1,810 萬癌症新發病例及 960 萬癌症死亡病
例，其中亞洲在後者佔近七成。數據亦顯
示，中國癌症的發病率、死亡率均列全球首
位。《中國之聲》微信公眾號發表統計，中
國癌症發病率最高的前三位分別是肺癌、乳
腺癌和胃癌，男性發病率最高的是肺癌，女
性則是乳腺癌。
《新浪網》2018/12/28
 癌症發病有不同成因，很多時候跟日常生
活飲食習慣有密切關係，求主讓中國人更
多關注食物及環境健康。求主叫癌症發病
率能以減低，也讓治療方法進步，更有效
率治療癌症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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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抑鬱

「我 88 年、老公 91 年出生，認識⼀年就結
婚；我有⽗⺟和妹妹。他⽗⺟去世，有兩個
已出嫁的姐姐。我們有了蜜月寶寶，今年 1
月寶寶降生。婚後的日子裡吵架很多，摔手
機、打架、離家出走；想帶著未出生的孩子
跳河。孕期仍上班，孩子出生後，吵架沒有
減少。感覺自己有產後抑鬱，老公對我的關
心不夠，為了讓老公休息好，月子裡晚上我
都沒驚動過他太多。總的來說老公值得肯定
的是早晨會買菜，下班回來做飯、洗碗、洗
尿布，⼀起給孩⼦洗澡。我們沒太多交流，
老公不說話就上班讓我難受。」
（海倫姊妹）
 為海倫姊妹產後出現抑鬱情緒禱告，求主
賜給她喜樂、平靜安穩的心，幫助她懂得
和丈夫溝通，說出自己的需要，早日走出
抑鬱的情緒。
陝⻄煤礦事故

月 12 ⽇，陝⻄省神⽊市百吉礦業李家溝煤
礦井下發生事故。經核查，當班入井礦工共
87 人，事故發生後 66 人安全升井，21 人被
困，經搜救確認 21 人遇難。目前，21 名礦
工遺體已經全部升井。事發後，神木市啟動
應急預案，神木市礦山救護隊和國家能源集
團神東礦山救護隊立即趕赴現場，進行搶險
救援。官方要求立即組織力量，全力開展救
援救治工作，同時採取有力措施，防止次生
災害發生。2017 年陝⻄省煤礦曾開展全⾯安
全「體檢」專項工作，其中百吉礦業的名字
出現在責令停產停建整改煤礦之列。
《中國新聞網》2019/1/14
 請為政府單位能重視礦業安全，對於有隱
患的煤礦公司確實執行安全檢查，並迅速
調查事故原因，防止災害再次發生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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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醫治

「十幾年前，在我患病時聽到良友電台信
主，因著電台的資訊和主耶穌大能醫治好我
的精神分裂症，後來出來打工就聽不到電台
了。在那兩年病患中，若不是電台每天每時
的陪伴，也許已經沒有我這個人存在了，真
的很感謝良友電台的所有同工們！請幫我
特別問候良友電台的各位主持們、老師們、
幕後同工們平安，那時因為環境不能收聽電
台節目，現在有了微信和電台的軟體平台方
便多了，我又可以繼續收聽電台節目了，感
謝主！」
（廣東省林弟兄）
 為林弟兄感恩，藉著電台節目，陪伴他走
出病患歲月，病得到醫治；願弟兄懷著感
恩的心見證主的大能大愛，分享病得醫治
的心路歷程，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豬瘟防控

1 月 8 日下午，農業農村部開展全國非洲豬
瘟防控遠端培訓，要求養豬戶要杜絕使用餐
廚剩餘物餵豬，堅決阻斷疫情傳播途徑。國
際上多年來的非洲豬瘟防控實踐表明，餐廚
剩餘物飼餵生豬是非洲豬瘟傳播的重要途
徑。中國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後，專家對疫情
發生原因進行了初步分析。研究表明，在中
國發生的前 21 宗非洲豬瘟疫情中，有 62%
的疫情與飼餵餐廚剩餘物有關。在要求發生
疫情省份和疫情相鄰省份全面禁止餐廚剩
餘物飼餵生豬之後，疫情已大為減少。當前
全國疫情發生勢頭開始減緩，疫情總體可
控。
《新京報快訊》2019/1/9
 請為養殖戶能積極配合政府防疫工作，做
到不隱瞞疫情，確實通報，共同控制疫情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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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離婚

「我的婚姻已經被法院判決離婚了！請你
們幫助我，這段時間⼀直在聽你們的節⽬，
得到很大的幫助，只是我自身有社交恐懼
症，有時候自卑的太嚴重，就會有點輕微的
抑鬱症；現在聽你們的節目有很大改善，只
是我還需要輔導，現在女兒因為我們離婚，
心裡受到了很大的創傷，我不知道怎麼面
對，只能用微弱的禱告來支撐，沒有傾訴的
對象！經過聽電台的節目，我的心慢慢的在
向神打開，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幫助！」
（聽眾「無助姊妹」）
 為「無助姊妹」禱告，求主幫助她，早日
離開傷痛情緒，勇敢的重新生活和照顧女
兒，過正常健康的人生，願教會也能給與
她更多的支持與接納。
反向春運

年春節日益臨近，鐵路、航空春運搶票
⼤戰也⽇趨⽩熱化。由於返鄉⾞票⼀票難
求，以及機票昂貴，今年選擇「反向春運」
的人大幅增加，春節去往大城市團圓成新風
尚。所謂「反向春運」，就是和以往年輕人
回家過年相反，由老人提前到子女工作地過
年。坐火車回家，無奈搶不到火車票；乘飛
機回家，恐怕得花去⼀個⽉的⼯資。兩難之
下，⼀些在⼤中型城市打拼的上班族，打算
過⼀個「反向春運」年，將⽗⺟從老家接到
工作地過年。「反向團圓」成為不少在城市
打拼的「80 後」、「90 後」陪伴⽗⺟過年的
妙招。
《央視網新聞》2019/1/14
 ⼀直以來春運可說是眾人的夢靨，「反向
春運」不失為⼀種兩全其美的⽅法，為在
外打拼的遊⼦們禱告，願⼀家⼈能在春節
期間輕鬆團聚共享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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