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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恩典

「我信主三十多年了，被快速能通達聖經和
格外有能力蒙恩典而誘惑，學習了⼀個多⽉
的比喻解開啟示神的話語。我⼀直沒有辦法
接受的，就是他們說亞當不是第 1 個人類。
其他的我覺得還挺感恩的，我真的以為他們
通達聖經。昨天⼀個姊妹給我說了，這是韓
國的新天地教會，是異端教會，所以我就立
刻出來了。但是他們有我的身份證資訊，所
以心裡還是有些顧慮。願神來攔阻魔鬼撒旦
在我身上的傷害，渴望主攔阻在空中平台學
習的那幾十家的人，能夠快快地被神保護得
福脫離迷惑。重新回到主的愛裡！」
(袁姊妹)
 為袁姊妹能立時脫離異端教會，不再被迷
惑感恩，求主攔阻異端的發展，堅固姊妹
的心有平安。基督的兒女們不被瞞騙。

「神的⼤能和恩典⼀直伴隨著我，把我從試
煉中帶過來，頭上的烏雲心靈的憂傷都過去
了，現在家庭幸福，孩子今年考上本科大
學，幾月前在教會受洗了。屬靈生活聚會很
正常，⼩⽣命漸漸成⻑；我的婚姻也是奇跡
般的變化，丈夫現在非常關心我，他的生命
也有很大的轉變。工作上我們都很努力，收
入也得到神豐富的恩典，比去年增⻑了雙
倍，近期⾃⼰也註冊了⼀個新公司，前期都
在很好的運營狀況；服事上也慢慢摸索出⼀
些經驗，帶領小組愈來愈看到組員的生命成
⻑！讓我對主堅信祂⼀切豐富的供應。」
(林姊妹)
 為林姊妹感恩她能領受主無限恩典，願她
的生命、經歷、家庭都能成為主的出口，
見證主的大能。

3 月 7 日，泉州鯉城區欣佳快捷酒店突然倒
塌，場面如同被夷爲平地，發生坍塌事故的
酒店，於 2018 年開業，疫情發生後，被泉
州市鯉城區改造爲區級醫學觀察點，用以隔
離觀察密切接觸者。坍塌事故是房屋改裝作
業時發⽣，房屋業主將⼀樓出租的超市收回
重新改裝，在進⾏作業的⼀樓房屋⼀根柱⼦
發生變形，三四分鐘後，整體坍塌。該樓房
坍塌是因爲裝修還是原來結構問題，還需進
⼀步甄別。截⾄⽬前，現場搜救出受困人員
71 人，死亡 29 人，其中 27 人救出時已無
生命體征，2 人送醫搶救無效死亡，搜救已
結束。
《新京報》2020/3/12
 請爲相關單位嚴格調查坍塌原因，認真吸取
事故教訓，防止類似情況再次發生禱告。

⻄藏習慣按方言劃分成衛藏、康巴和安多三
塊。⺠間諺語有⽣動的描述:「最好的宗教來
自衛藏，最優秀的人來自康巴，最好的馬來
自安多。」康巴人因為勇武善戰，康巴漢子
被稱為「藏族的哥薩克人」；因善於經商，
又被稱為「藏族的猶太人」；因自由不羈，
又被稱為「藏族的吉普賽人」。康巴族人虔
信喇嘛教，19 世紀中期，天主教修士在他們
中傳教，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則於 1897 年開
始，主要修建醫院、學校和孤兒院，但收效
甚微。至今估計約有 400 人信主。
 有年青的康巴族人接觸福音信主,他們面
對莫⼤壓⼒，⻑輩要求陪伴去寺院拜偶
像，年青信徒感到十分為難和不安。求主
堅固他們，幫助他們懂得靈巧地與家人相
處，並以生命見證來領家人歸主。

酒店坍塌

康巴藏⺠

80 後姊妹

「教會有不少已婚或未婚的 80 後姊妹被查
出有婦科疾病，醫生建議做手術，術後可能
無法受孕或受孕機率降低，這都是⼀些未曾
受孕生子的姊妹啊，求主施恩醫治她們。聽
到她們分享到的，在應該的年紀沒有做應該
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會有這種問題，想到上
學時課本裡的用進廢退，同為 80 後的我也
開始擔⼼⾃⼰會不會也有⼀樣的問題，求神
讓我在該戀愛的時候戀愛，該結婚的時候結
婚，該生孩子的時候生孩子吧，我不能做宣
教士，但是還是希望能多生幾個宣教士。」
(李姊妹)
 為李姊妹禱告，求主賜下機會，讓姊妹在
人生軌跡上有美好的經歷，在結婚生子的
事上經歷神的恩典，求主成全她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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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代禱勇士 ： 平安

神垂聽每個人卑微的禱告，不論你身份如
何、地位如何，神都會不吝嗇的垂聽禱告。
⺟親年少時曾在內地家鄉的卜卜齋學堂讀
書，練得⼀⼿好字，她常常教我寫字。慢慢她
年紀老邁，身體機能開始退化，患上肺癌，後
期又有了老人癡呆症，身體日漸衰殘，很多東
⻄都忘記了，就連過往認識的字也都忘記。
有天她向我表示很不開心，已經不會寫自
己的名字了，我嘗試把她的名字寫在紙上讓她
看著來寫，她也做不到。⼀個機能退化的老人
癡呆症病人，忘記寫字是可預期的。
有個晚上，她向天父禱告：「我不開心，因
為我忘了如何寫自己的名字。」就這樣⼀個卑
微的禱告，神垂聽了，奇蹟的事發生了，在這
廣播事工
個禱告的夜半，她叫醒我父親說：「我現在要寫
1. 廣播平台：
字」，就將自己的名字，默寫在紙上。後來我回
並能維持電台的廣播製作。期間直播節 家吃飯，她也將自己的名字寫給我看。當然最
目，透過聆聽武漢和其他省份聽眾來電， 終她還是不記得如何寫字。
⼀個婦⼈卑微的心願，單純的禱告，神成
⼀⼀為他們禱告，收到非常好的反應！在 就了，神不會在意你是誰，祂願意垂聽每個來
危難中，透過廣播與聽眾同行，是本會的 到祂跟前禱告的人。
使命。本地廣播事工 Soooradio 亦製作
願神使用《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讓中國
了特別節目「誠心所願」，邀請了 39 位教 同胞，因我們的代禱得祝福。
牧同工，⼀同為疫情獻上禱告。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
耶利米書 29:12
2. 《穿越聖經》
幫助聽眾有系統明白聖經，3 月 30 日播
出新節目《穿越聖經》。每週五天，每天
工程部署理主任
半小時的聖經節目，將會有普通話和粵語
主編：姚慶生 執行編輯：徐菀蒂
兩個版本。願天父祝福使用，讓聽眾得以
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在真道上建立更美好的屬靈基礎。
地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號勤達中心 樓
是次疫情中，機構給予同工較彈性上班安排，

電話：(852) 3717 1818 網址：www.febc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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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賭博

「信主 26 年，但⼀直以來都只有去禮拜，
沒有參加事奉。最近十多年因家裡出了很多
不愉快的事情，⼼靈甚感痛苦，因為⽗⺟已
歸主懷，兄嫂刻薄經常強霸我的財產。主內
肢體也沒有交通的人，常感孤獨。電台節目
聽了十幾年。先是聽收音機，近兩年用手機
聽。在家鄉的時段幾乎良友電台的節目就是
我唯⼀的靈命幫助。不然恐怕我早就不在人
間了。所以非常感謝良友電台所有的老師和
同工的幫助。好説明更多人認識主耶穌。懇
求你們幫我多代禱，讓我活出主的旨意來，
叫主耶穌得著該得榮耀。」
(江⻄省黃弟兄)
 為黃弟兄禱告，願他更多的投入服事主，
靈命得造就，在主裡有力量面對生活面對
家人，活出剛強壯膽的信仰生活。

「25 歲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之前有個對
象，⼀些原因不歡⽽散。現在也會著急，別⼈
介紹了好幾個也覺得不合適，又怕是自己眼光
太高，覺得要等候神的旨意。現在別人介紹了
兩個⼈，⼀個就在老家⼯作，離得近，收入也
穩定，但是⾝⾼沒有⾃⼰⾼。另⼀個在北京⼯
作，離得比較遠⼀個⽉可能會⾒⼀次⾯，家裡
就他⼀個孩⼦，負擔也重。不明⽩⾃⼰到底要
什麼，還被世界的價值觀所影響，不能遠離父
⺟還不太成熟，求神讓我能夠按著聖經的教導
尋找另⼀半。」
(河北省郭姊妹)
 求主給郭姊妹⼀個平安的⼼，在選擇伴侶
上，重要的是雙方能否溝通，價值觀、人
生觀、信仰等是否相同，願姊妹能順著主
的引領走人生路。

3 月 11 日，武漢市某居住管委會爲社區居
⺠運送購買的平價⾁過程中，使⽤⼀輛環衛
車運送，沒有嚴格落實食品清潔運輸的要
求。事情在網上曝光後，引發關注，不少居
⺠在社區微信群裏質問有關⼯作⼈員爲何
用環衛車送肉。事後管理委員會通過微博致
歉，表示將上門收回平價肉集中銷毀並追責
及保證第二天將同等份量的肉安全清潔地
送到相關居⺠家中。隨後，多個網傳照片被
曝出，「垃圾車運肉運菜」的情况疑在多個
小區出現。
《中新經緯客戶端》2020/3/12
 使用垃圾車運送食品顯示出對食品衛生
觀念有待教育和改進，為內地食品衛生及
運輸時嚴格遵守衛生管理禱告，不因被曝
光才改善，而是整個衛生觀念的改變。

自從青海在 3 月 9 日開學後，全國各地的清 疫情期間，教育部門要求各地「將綫下課程
，做到「停課不停學」。各地學
零省份或者是連續 20 天沒有新增病例的省 轉移到綫上」
份都在積極準備開學事宜。3 月 16 日貴州、 校教育機構紛紛展開網上教學，⼀些不法分
QQ、微信
新疆的高三、初三學生完成了開學，學校爲 子也在尋找可乘之機。他們通過
群搜索關鍵詞「家⻑群」
，以家⻑⾝份潛伏
學生開學做了充足的準備工作，包括返校前 到班級群中，隨後把昵稱和頭像都改得和老
的培訓，將學校的安排、計劃、要求以及準 師⼀致，冒充老師，通過發報「交學費」「交
備⼯作提前與家⻑溝通，對學⽣進⾏了詳細 資料費」等通知騙取錢財。目前，江蘇省公
傳達；進校門通過指定通道測體溫；學生活 安機關已立案涉及網課詐騙犯罪 60 樁，涉
動路綫不交叉，杜絕了學生之間的聚集與接
37 萬餘元。
觸；全封閉管理、小班教學；錯時上下課、 及 256 名被害人，詐騙金額達
《中國青年報》2020/3/16
用餐；錯時就餐、人人固定餐桌、拉開距離
 此類案件是在疫情特殊時期産生的新類
等，確保開學安全。
型網絡詐騙，不僅直接造成財産損失，更
《騰訊網》2020/3/16
加重了疫情期間學⽣和家⻑的焦慮不安
 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學校陸續開學，請為學
情緒，請爲家⻑、老師都能提⾼警惕，增
校不倉促盲目開學，能做好防控工作，讓
强防範意識禱告。
學生和家⻑能夠安⼼、安全復學禱告。

環衛車送肉

開學了

「我阿姨她的大兒⼦⼀直沉迷於賭博，已有
二十多年了。主要原因是他從⼩⽗⺟對他溺
愛，直到現在還是如此，他父親為了幫他還
債，可以說已經失去生命，是車禍。賠來的
錢都給他還債，到目前還不能走出賭癮，他
⺟親為他操碎了心。希望他能通過信耶穌到
教堂，改掉這賭癮。他也曾經⼀段時間在教
會學習但效果甚少。他⺟親也認識到只有耶
穌基督能幫助他改變，今年他也受了洗。但
對真理明白膚淺，迫切希望得到幫助。她⺟
親是聽同行頻道的。」
(小姊妹)
 為姊妹阿姨大兒子禱告，願他能經歷主的
拯救，除掉賭博惡習，在主裡好好學習真
道，立定心志重新做人生命得以改變。
網課詐騙

我的婚姻

「我的處境和婚姻狀態，跟沒有結婚前想要
的⼀點也不⼀樣。作為基督徒，嫁給不信主
的家庭，的確有太多不⼀樣。價值觀、人生
觀以及為人處世都不⼀樣，夫家說信基督教
的人頭腦不好，是自己沒有做好榜樣，導致
今天的結果。該怎麼去做？真想活在有主的
婚姻裡，那是何等的美好，去教會聚會時，
就覺得應該找個信主的，可是現在已經這樣
了。該如何去相處和溝通以及改變? 真的很
難，需要代禱。希望在以後的日子裡，找到
自己的價值和目標，可以向別人見證上帝。」
(張姊妹)
 求主給張姊妹信心和忍耐的心，在家做好
基督徒的本份，活出見證，讓家人看到主
的美善和愛，願意接受主成為他們生命的
主，求主記念。
境外進京

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疫情已具有全球大流行
特徵，境外疫情擴散蔓延呈現加速態勢，境
外輸入病例已經成爲北京市新增確診病例
的主體，成爲疫情防控的主要風險。有些入
境人員抵京時並無症狀，數日後才確診。爲
進⼀步防範境外疫情輸入風險，從 3 月 16
日零時起，所有無症狀入境進京人員，原則
上均應轉送至集中觀察點進行 14 天集中觀
察，費用自理。有特殊情况的，經評估，可
進行居家觀察。集中觀察點有專業的醫護和
工作人員，會定期開展健康監測，如果發現
問題會及時處置，健康更有保障。
《新京報》2020/3/16
 全球疫情擴散形勢令人擔憂，人人都應配
合並積極抗疫，懇求上帝憐憫早日止息全
球新冠肺炎的擴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