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期 四

收音機愛好者

「我是⼭東⼀名聽友。剛剛通過短波收聽完
貴台的節目，感覺非常有意義。大約四年
前，我曾經給貴台寫過信。當時我只是⼀名
收音機愛好者；現在，隨著年齡的增⻑，在
女友的幫助下，我也開始學習基督教。女友
和她⽗⺟都是多年的基督徒，每日晚飯後三
人都會學習聖經；然後，她們會在週末上教
堂。我知道 貴台是基督教電台，所以給她
們買了個收音機，專門收聽你們的節目，託
貴台的福，她們感覺收穫很大，比自己看聖
經，研究聖經理解的更深。影響我今年也開
始慢慢接觸聖經。」
（山東省劉聽友）
 求主揀選劉聽友，能從知識上的認識基督
教進入到真實的經驗耶穌，能夠得著從神
來的新生命，擁有永恆的盼望與喜樂。
草場覆粉塵

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烏拉特中旗楚魯圖村老
龍草場，原本是當地牧⺠的天然牧場，當地
⼀個選礦廠產⽣的⼤量粉塵，被風吹四散，
覆蓋了草場。粉塵⼤，整個草場⼀片灰⾊，
看不到草綠色土黃色。粉塵覆蓋在地表有手
掌那麼厚。選礦產生的礦渣堆成尾礦庫，滲
出的黑色污水，污染了下游的摩楞河。下游
沿岸數百⼾居⺠飲⽔受影響，有牧⺠稱兩年
死了百隻羊。有環保人士表示，尾礦庫的廢
水往往含有多種重金屬，不僅對牲畜及人體
有害，對草原生態的損害也是不可逆的。為
了能解決選礦廠污染的問題，當地牧⺠曾多
次向環保局舉報未果。
《新京報》2019/2/14
 請為當地選礦場能自覺做好環保工作，政
府的環保監督工作能確實到位禱告，還給
當地百姓⼀個安全、健康的⽣活環境。

星 期 五

等待婚姻

「我今年 33 歲了，馬上到 34 歲了，因為多
年等待婚姻不得，我堅持要找⼀個弟兄，現
在開始動搖了。我聽過你們關於單身的輔導
節目，但是我還是無法釋懷。現在經常睡不
好，逃避現實，睡不著又喜歡呆在床上，整
個人很消極，記憶力也衰退，經常忘記人
名，上班也經常怕記錯事情。因為我從事的
是法律，不能出錯。想到過年要面對親戚朋
友，我就害怕，更讓我難受的是我覺得自己
愧對⽗⺟，我家兄妹三個，我是家裡最小的
女孩，家在農村，我在省城上班，年紀這麼
大沒有結婚讓爸媽在農村很沒面子。」
（楊姊妹）
 為楊姊妹禱告，求主幫助她釋放心中壓
力，明白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求主賜她
力量突破傳統思想，勇敢享受單身的生
活。
廣播福音

自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起，遠東廣播公司為
中國境內⼈數較多的少數⺠族提供了每天
半⼩時的福⾳廣播，包括了蒙古、⻄藏康
巴、維吾爾、回族、雲南話、白族、傈僳族
和壯族，幾近 30 年的努力，仍然有很多的
困難需要克服。縱然如此，遠東廣播公司仍
然堅持播出福音喜訊，盼望能引領偏遠地區
的少數⺠族歸主。尤其在⽬前嚴峻的氛圍
下，實在需要更多的禱告和屬天的智慧。
 請記念在很大的壓力下仍然忠心製作節
⽬的少數⺠族同⼯，願主賜他們預備節⽬
的智慧及隱藏，並保護他們免受干擾。求
主興起更多的工人，能有更多新的製作，
切合各⺠族的不同需要，幫助不同的⺠族
認識基督的福音。求主引領同工尋求開拓
更多的廣播，接觸福音未及的族群。

星 期 六

我常說謊

「我常常說謊，覺得不想讓別人瞭解自己，
別人問我，我就不知不覺編造謊言，事後卻
特別自責。有的時候，還會說出絆倒人的話
和別人的閒話，事後心裡都很害怕。不知道
怎麼擺脫這口舌的罪惡？我常聽節目講
道，講到口舌，我每次聽都很受感動，我自
⼰也為此向神禱告。我是⼀個教會的義⼯，
不知道是不是接觸的人多，不只是害怕人拆
穿，更多是來自神的責備。比如今天，我是
有女友，卻在教會跟不瞭解的同⼯亂編⼀通
自己的經歷，還說沒有姊妹看得上我，跟教
堂的門衛還說其他人的閒話。回到家，真的
很痛苦。我真的不想私慾懷胎！」
（黃弟兄）
 為黃弟兄禱告求主除去他說謊的心理問
題，幫助他找出原因，聖靈在他身上動
工，靠主爭戰能勒住自己的舌頭，過得勝
的生活。
廣播事工

廣播回應：比對 2017 年，2018 年的廣播
取得了更好的回應：更多的節目被收聽下
載，更多的文字內容被瀏覽，更多的聽眾
回應，更多的聽眾得到服侍等。當中，2018
年 12 月的統計，更大部份是全年最高
的。我們盼望這是天父使用我們在現今服
侍同胞的明證。
2. 良友聖經學院：2018 年全年收生 670 名，
畢業生 187 名。在互聯網、微信和手機應
用程式上的課程播放均大致順暢，感謝
主。12 月初到四川及重慶探望學員的同
工均已平安返港。因著學員呈交的考卷數
量持續增加，請記念栽培中心批卷的老
師，願主使⽤他們的服侍叫學員得著成⻑
和關懷。
1.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19 年 3 月
主內代禱勇士：平安！
新的⼀年，良友電台以「迎風展翅」為廣播的
主題，同工配合主題和廣播的目標，提出研讀《詩
篇》的建議，並且製作「詩篇禱讀」的短版節目，
與聽眾⼀起從《詩篇》的話語中得著迎向各種挑
戰的啟迪，同工們亦投入這學習的行列。
《詩篇》中許多的歡呼讚頌，原來夾雜著心靈
深處的掙扎和吶喊，生命歷程中漆黑隧道裡的摸
索前行，仇敵威脅下勉力持守忠貞，對我們服侍
的中國教會和信徒而言，是何等的真實。當同工
和我在禱告中記念他們之時，《詩篇》的話語帶
來了啟迪和安慰，這是很豐富的心靈體驗，在此
與您分享，也邀請您持續的以禱告關懷在風高浪
急中的教會。
時光荏苒，遠東廣播公司從 1949 年 7 月起以
電波傳送福音至神州大地，今年是第 70 年，我
們正密鑼緊鼓地籌備多項慶祝活動。對同工來
說，獻上感恩是自然不過的事，我們也準備訪問
70 位來自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聽眾，讓他們數
算父神如何藉著福音廣播來祝福他們的生命，有
血有肉的訴說神恩，相信
會掀動更多讚頌的和應。
我還保存著 30 多年
前推動為中國禱告的信
心咭片，是緬懷，又是提
醒：如果沒有禱告，沒有許多代禱的勇士，我們
能走多遠？我們能持續多久？願主報答你忠心代
禱同行的付出！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祂行過奇妙
的事；祂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詩篇 98:1）
與你⼀同屈膝，⼀起舉⼿禱告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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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女婿禱告

星 期 一

經歷恩典

星 期 二

很受感動

「請為我女婿迫切代禱，今年 35 歲，是江
蘇的，29 歲和我女兒談戀愛，那時女兒 24
歲，是我叫女兒找信主的。剛談戀愛時，熱
心聚會，現在結婚了，有孩子了。女婿現在
不禱告、不讀經，平時生活行事我行我素，
雷子脾氣，目中無神也無人，生命素質差。
有次，把我女兒的手指頭咬破了。求奇妙的
救主，擊倒女婿的個性，求神拿去他生命中
怒氣，求神徹底翻轉他的生命。他乳名『恩
典』，求神給他⼀個愛妻⼦愛家庭的⼼，給
他⼀個事奉神的⼼，⼀個孝敬老⼈的⼼。」
（山東省唐姊妹）
 求主幫助唐姊妹的女婿看到自己的問
題，願意在主前悔改，重新回到主的懷
中，生命被翻轉，徹底改變目前的生命質
素。⼀家⼈融洽相處。

「開始來上班的時候，有個女同事對我還挺
友好的，可是我開始做課程顧問後，她就因
此產生了憤恨，對我態度很惡劣，常常針對
我、作弄我。我 40 歲人才經歷這種事，真
使我難受。恩典是有次教導主任說，想問我
⼀個私⼈問題，是不是基督徒不能過萬聖
節，我說是的，但是我還是在這個節日的時
候，很認真的給客戶打電話，他說我們應該
尊重你的信仰，以後這樣的事情你可以對他
說，他們有幾個都是穆斯林，所以點菜也不
點豬肉。這也算是主在患難中給我的恩典。」
（羅姊妹）
 羅姊妹雖然經歷同事的不友善對待，但卻
得到主任的諒解，尊重她的信仰不讓她過
萬聖節，讓姊妹經歷主的恩典，願她能把
握機會為主作見證。

「我是來自農村的聽眾，是主的恩典在空中
⼀直的陪伴。我信主有 12 個年頭了，其實
在我初中的時候就聽過良友的節目，那時還
沒信主。2006 年信主之後，就用收音機聽，
現在可以用手機聆聽良友的節目。回想這麼
久，真的很開心、很高興神興起這個平台。
我 2009 年來到福建福州當兵，那時給電台
寫了⼀封信，也收到了回信。給我很⼤的動
力，使我在第二故鄉在信仰上有了明確的方
向。當時⽤收⾳機聽節⽬，其中⼀段話讓我
難忘：『最重要的人是身邊的人，最重要的
時間是現在。』使我很受感動。」
（山東省王弟兄）
 感恩王弟兄多年前已接觸到電台，藉與電
台互動得到鼓勵，願弟兄在信仰道路上繼
續下工夫，靈命更進深。

通過手機預約護士上門的「網約護士」終於
來了。2 月 12 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佈
「互聯網+護理服務」試點工作方案，確定
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蘇省、浙江
省、廣東省六省市進行「互聯網+護理服務」
試點，通過線上申請、線下服務的方式，由
護士上門提供護理服務。試點時間為 2019
年 2 月至 12 月。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截至
2017 年底，中國 60 歲及以上人口數為 2.4
億，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有 1.5 億，失能、
半失能的老年人 4,000 萬左右。失能、高齡、
空巢老人的增多，使得很多帶病生存的老年
人對上門護理服務需求激增。
《新京報》2019/2/13
 請為「互聯網 + 護理服務」規範發展禱
告，能夠總結試點的經驗完善相關政策措
施，保障醫療品質和安全。

⽇前，⼀宗「農⺠⼯夫婦被強制執⾏社會撫
養費」事件在網上引發風波。山東菏澤市的
王某華和劉某花夫婦，於 2017 年 1 月 5 日
違法生育第三個子女，該縣原衛生和計劃生
育局依法決定，徵收該夫婦社會撫養費共計
64,626 元。因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未繳納，
該法院於 2019 年 1 月 10 日立案執行，對他
們的銀行存款及財付通餘額共計 22,957.86
元進⾏凍結。許多網⺠認為處理不夠⼈性
化，針對此爭議，相關負責人回應稱，此舉
有法律依據，並不涉嫌違法違規。
《新京報》2019/2/12
 法律不外人情，處罰雖有法可依，但若能
考慮當事人的處境，給於適當的寬限，如
允許分期繳納，則能體現出更多的人文溫
度，為相關部門能對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標
準、減免條件等，作出合理的規範禱告。

月 10 日，河南遭遇雪天惡劣天氣，道路結
冰，洛陽市汝陽縣所有路線上行駛的客運班
車暫時停運。時值春運又恰逢春節假期最後
⼀天，再加上返程務⼯，客流量急劇增⻑；
⼀⼤早，汽⾞站候⾞室就滯留旅客⼆百多
人。為確保旅客能安全順利出行，汝陽汽車
站採取緊急預案措施，迅速與縣交警部門聯
繫臨時調度七輛客⾞輸送乘客。每⼀個客運
車輛都加裝防滑鏈。風雪中，車隊在警車開
道護送下駛出車站，以沿途指揮的方式護送
滯留乘客平安出行，最終將旅客全部順利送
達⽬的地洛陽⻑途客運站。
《東方頭條》2019/2/11
 為汝陽汽車站迅速的處理滯留旅客以及
交警的貼心行動感恩，暖心的行動為寒冷
的冬天帶來溫暖，願社會中有更多的暖心
行動被報導出來。

網約護士

社會撫養費

暖心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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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三

無法釋懷

「我弟弟跟爸爸因土地糾紛，被同村兄弟殺
了，因此，我在⼀天裡失去了兩個親⼈。爸
爸生前也有信主，只是弟弟沒有信，請為他
們代禱；現在留下媽媽跟⼀個侄⼦。這事發
⽣後，我⼀直努⼒跟媽媽好，為侄⼦打算，
可是卻不被理解，原因我是自由戀愛結婚
的，婚後已五年沒有回家了，直到爸爸弟弟
去世了我才回家。五年沒見他們，再見的時
候已是⼀具屍體。我很痛苦，⼀直不能接受
爸爸和弟弟去世的事實，常常失眠，但現實
我還要好好工作，照顧好自己的家庭和媽媽
跟侄子。已知這件事過了百天，我仍然耿耿
於懷，無法釋懷。」
（丁姊妹）
 求主安慰丁姊妹和她媽媽和侄子，她們的
傷痛主知道，願主加力量讓她們靠主剛強
⾯對前⾯的⽣活，修復⺟女關係。
罕見病藥品降稅

月 1 日起，21 個罕見病藥品將降低增值
稅，為 2,000 萬患者減負。幾年前「冰桶挑
戰」曾風靡於社交網路，這也使得更多人認
識「漸凍⼈症」。⽽同「漸凍⼈症」⼀樣屬
於罕見病的疾病，在全球已超過 6,000 種。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有約 2,000 萬罕見病患
者。治療罕見病的藥品基本是以國外研製的
居多，國內原研的較少。⼀些罕⾒病藥價⾼
昂，使得患者因為藥費過高而難以承擔。此
次罕見病降低增值稅，將能促進企業降低藥
品價格，從而大幅度降低患者治療成本。
《每日經濟新聞》2019/2/12
 請為政府以及醫療相關單位能有更多藥
品減稅降費的措施出台，並將罕見病藥品
納入醫保以降低群眾看病負擔，增進⼈⺠
健康福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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