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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五

怎樣改變

星期 六

年輕不懂事

耶穌是主人

「我是⼀個不合格的基督徒，雖然信主多年
總是不能離棄罪惡，我是市場銷售員，在當
地教會也參加了⼀些侍奉，令我痛苦的是我
的工作性質使我為了達到目的經常撒謊，和
妄言，真的不由自主地就說出來了，但事後
後悔不已，真的是像聖經上說的那樣，「因
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常常禱告交給神，神也改變我很多，但是還
是會犯罪，這樣的事使我很憂愁，想活出基
督的樣式，有的時候迫於生活和工作，也沒
有完全的信心去仰望祂，我想知道怎樣完全
改變⾃⼰，成為⼀個合乎主⼼意的⼈！」
(蘇州市楊弟兄)
 求主讓楊弟兄有勇氣在工作中活出信
仰，堅持立場，不致活在痛苦中自責，求
主加他力量能勝過謊言引誘。

「我是⼀名基督徒，從⼩就⽣在基督教家
庭，年輕時不懂事，結交的男朋友家人不同
意，那時候跟他⽣了⼀個孩⼦，後來出現不
合分手了，孩子留給了男方，我是未婚生育
的，但是孩子出生證明上都是我資訊，後來
我又結婚了，丈夫不知道我的過去，我也隱
瞞了我過去的事，丈夫也不知道我之前有孩
子，现在這個家庭生了兩個孩子，由於孩子
上⼾⼝，發現我以前有⼀個孩⼦，我跟我老
公說實話了，他也接受了，這件事如果公公
婆婆知道了，我就沒臉在這個家庭待下去
了，現在很害怕，天天向神禱告！」
(吳姊妹)
 為吳姊妹禱告，年少時所犯的錯誤求主赦
免，釋放心中恐懼，賜她力量重新生活，
照顧好家人，在家人中為主作見證。

「前年我哥哥的朋友在桂林開公司，想拿我
的殘疾證去掛，我哥的朋友對我說，只要我
每個月去公司幾天，應付稅務局檢查完，⼀
個月 5,000 元就輕輕鬆鬆拿著了。感謝神
吧，我感覺心裡不平安，就對我哥說，我是
信主的，不能做這種得罪主的事。去年我幫
我哥哥帶我媽媽三個月，我嫂子說要給我三
個月的錢 6,000 元，我先禱告交托主，也沒
要這錢。換做以前我百分之百要的，感謝主
改變了我，願我家人通過這兩件事改變他們
對基督教的看法。」
(廣⻄省張姊妹)
 為張姊妹禱告，感恩她在生活事上以主為
首，不做主不喜悅的事，不被金錢引誘，
願主祝福她的生活，能活出基督，讓她的
家人在她身上看到主的美善。

近⽇湖南郴州多名家⻑發現⾃⼰孩⼦⾝體
出現濕疹，體重嚴重下降，頭骨畸形酷似「大
頭娃娃」，還有不停拍頭等異常情況。經調
查發現，這些患兒被醫院確診爲「佝僂病」，
且都食⽤了⼀款名爲「倍氨敏」的「特醫奶
粉」。這些幼兒在體檢時被診斷爲牛奶過
敏，醫⽣因此建議家⻑購買氨基酸奶粉給孩
子食用，於是家⻑們在⺟嬰店，購買了店⻑
和店員重點推薦的「倍氨敏」。事實上「倍
氨敏」不是奶粉，⽽是⼀種蛋⽩固體飲料，
達不到嬰兒成⻑需要的營養⽔準。但⺟嬰店
的店⻑依然堅持稱「倍氨敏就是特殊奶粉」。
《新京報企鵝號》2020/5/12
 請爲受害兒童禱告，能得到醫治恢復健康
廠商能有良心不爲利益將普通飲料當奶
粉販賣。

在 19 世紀末，瑞典行道會派遣宣教士在新
疆南部的喀什建立宣教站，也是新疆史上第
⼀座基督新教據點。⽽維吾爾文聖經新約部
份翻譯工作完成多年；從 2006 年開始，整
本新約聖經以及創世記、出埃及記譯成現代
維吾爾語，集結成冊。舊約部份尚有九卷仍
在努力中。現在維吾爾人可以在網上下載其
語言譯本的聖經，而這些網上活動受到嚴格
監控，使維吾爾人愈來愈難接觸福音。
 透過 www.hayatnuri.info 網站和相關
的手機應用程式，現今可以用文件和語音
格式來發送維吾爾語聖經，讓維族人有可
能接觸神的話。據了解成千上萬的人冒險
登入及瀏覽，求主保守及使用，叫渴慕尋
道的心靈得著靈糧。請記念尚餘的經卷翻
譯聖工、團隊及他們的安全。

1. 應變演習：

大頭娃娃

維族聖經

廣播事工

在 3 月底起至 4 月，本會舉行了應變演
習。演習目的是要測試本會同工可否不在
錄音室和使用現有的錄音軟件下，維持正
常直播及錄播。感謝神！在同工的努力配
合下，過程大致順利。是項演習將大大增
強本會應對諸如疫情等突發事故的應變
能力。在維持正常運作的前題下，亦安排
同工在這段日子採取輪班、彈性或特別安
排上班，以防控嚴峻的疫情。

2. 網絡平台：

在內地社交平台上的文字和節目都深受聽
眾歡迎。然而在新形勢下對這些平台的管理
愈趨嚴格，文章和節目往往因⼀些敏感詞或
不明原因而遭到下架。求主保守平台能繼續
有效傳遞廣播信息，使聽眾得到祝福。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20 年 6 月
「重啟 2020」這是微博上曾出現的⼀個熱
話題，相信是很多人的心聲。
2020 年⼀場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世界各
國、各地的佈局，讓所有人都陷入防疫大潮中，
執筆之際(五月中)，新冠肺炎仍在蔓延，全球
215 個國家和地區累計確診 4,293,742 例，因
新冠肺炎而死亡累計 297,075 例，每⼀個數字
都是⼀條寶貴的⽣命，令⼈傷痛！
究竟何時才能走出疫情的陰影？我們都在
期待疫苗的出現，但日前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卻
提醒，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會與⼈類⻑期共存，
這⼀來更想「重啟 2020」了。讓時光倒流不可
能，2020 年也走到年中，我們可能要轉換思
維，定焦如何活在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中！
對基督徒而言，不需重啟 2020，因為每⼀
天都是神所賜，每⼀件事都有神旨意及安排，
如使徒保羅所說：「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
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就如《我知誰掌管明天》這首詩歌所說：
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每一天只為主活，
我不借明天的陽光，因明天或不晴朗，
我不要為將來憂慮，因我信主的應許，
我今天要與主同行，因祂知前面路程。
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
但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我們無知、無助，但相信
「那位看顧麻雀者，祂必然也看顧我」，讓我
們繼續禱告，全心交託仰賴，相信主必帶我們
餘下的2020年能愈走愈安穩！

節目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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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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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糟糕

星期 三

根基不扎實

聽節目信主

「今早姐夫送給我⼀袋⼤米和⾃⼰做的香
腸，解決了我們食物緊缺的困難，心裡感
恩。姐姐⼀家還沒有信耶穌，前幾年很熱⼼
給她們傳福⾳，⼀直也在為她們禱告，可是
她們就是不信，我也灰心了。她覺得她所拜
的能使她物質豐富 身體健康，而我信耶穌
又貧窮，⼜總⽣病。⺟親信耶穌有⼗多年，
但信得糊塗，弟弟有⼆⼗多年的精神病史⻑
期住在精神病院信主的，可能因為家裡這些
種種的不幸 也是我姐不信耶穌的原因，弟
弟都是我定期送他吃的，給他改善伙食。姐
姐都不怎麼管，為這件事我總是指責她，我
很虧欠神，沒有活出見證去包容她。」
(潘姊妹)
 求主加添潘姊妹力量能堅定持守信仰，用
心活出信仰的美好，讓她的家人看到主接
受救恩。

「我是⼀名⾼中⽣，脾氣不是很好，遇到事
情很難冷靜的面對，急性子，很想溫柔對待
每個人和每件事，但結果總是相反，不知道
怎麼辦？第⼀次在校寄讀的我，對於室友關
係的處理總是糟糕，每個人都是神造的，神
就是讓我們包容那些不可愛的人，雖然知
道，但總是很難做出來，室友到晚上的聲音
很大，睡覺喜歡安靜的我在這上面也得罪過
神，很多次與她們協調，還是依然如此，在
班上也不知道怎麼管理同學，和在私下有良
好關係。在學習上，數學永遠不能專心，不
喜歡它，知道重要，考試也是數學拉分，就
是不曉得怎麼用心？」
(吳姊妹)
 求主引導吳姊妹靠主有智慧，學會待人之
道，在無助中尋求神幫助，做個榮神益人
的學生。

「我是在北京的⼀個⾼校教師。儘管接受了
良好的教育，但在信仰上很軟弱。直到去年
春天認識了⼀個⼈，他很快發現我的信仰根
基不扎實，邀請我參加他們⼩組的⽣命成⻑
計畫。我在這些年生命很糟糕，非常容易被
世界的聲音牽動。在工作上也沒有盡本分，
信仰真是變得愈來愈偏。剛剛聽完良友的節
目後，發現我的問題，不是環境，也不是身
體，而是思想，就是說對神的認識不夠清
楚，沒有看到神在前面引領我，讓我可以順
服神，無論在哪裡，都能和主有親密的關
係。感恩讓我今晚聽了良友電台的節目。」
(李弟兄)
 求主幫助李弟兄藉著小組在信仰上扎根，與
主建立親密關係，能立定心志，努力追求靈
命⻑進。

「請為我娘家和我的婚姻禱告。我是聽你們
的節⽬信主的，信了⼗多年了，⼀直也在
聽。現在我爸媽在爭吵，而且爸爸像被邪靈
控制⼀樣亂說媽媽。⼤姐帶我媽加入的「基
督教」信仰團體不正規。⼤姐⼜⼀直在背後
暗中教唆煽動媽媽做傷害這個家的事。這麼
多年⼀直爭吵傷害不斷。哥哥未信靠上帝。
⼤姐和哥哥⼀直為錢、贍養老⼈、彼此傷
害。整個家鬧得烏煙瘴氣吵很厲害。去過公
安局派出所還是沒解決。大姐還在不停翻騰
新花樣指使媽媽做傷害哥哥又為自己脫責
的事。真的害怕再吵。請迫切為我家禱告。」
「信主」 )
 求主憐憫「信主」
的家庭， 下和 ，
除去撒旦的攪擾，讓主的愛止息紛爭 堅
固 有勇氣面 家人， 證基督。

近日中國有多個地區零星發生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其中吉林省舒蘭市從 5 月 7 日至
14 日，已有 25 人確診，而且跨省傳播到遼
寧省，打破了全省 73 天無本土新增病例的
持續向好局面。此次疫情源於家庭聚集和集
體、單位聚集。下⼀步，按照⾼等級風險防
控要求，全面進入戰時狀態，採取最嚴格的
管控措施，密切追踪傳染源，做好隔離管
控，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疫情防控
期間，全市所有診所、零售藥店⼀律停⽌銷
售治療發熱類藥品，診所不接診發熱病人。
《中新網客戶端》2020/5/11
 求主施恩憐憫，舒蘭市能全力抗疫，杜絕
新冠肺炎再傳播的可能性，全市通力合作
將疫情控制住，百姓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中國未成年人互聯
網普及率高達 93.7%，針對未成年人的網絡
生活保護，相關部門制定了明確的遊戲産業
防沉迷新規，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
新規包含：嚴格實施網絡遊戲賬號實名制和
控制未成年⼈遊戲時段時⻑、消費⾦額、切
實加强行業監管、探索實施適齡提示制
度、積極引導家⻑、學校社會各界⼒量履⾏
未成年人守護責任。截至目前騰訊旗下超過
50 款遊戲落實防沉迷新規，預計上半年內完
成運營全部移動遊戲産品接入工作。
《每日經濟新聞》2020/5/12
 願藉此新規能有效防範年輕人沉迷於網絡
遊戲，各遊戲平台能積極配合，成人能適時
引導年輕人發掘及投入有意義的活動。

在視頻産品⼤火的當下，騰訊發布⻑⾳頻戰
略，推出⻑⾳頻新産品「酷我暢聽」。喜馬
拉雅、荔枝 FM、蜻蜓 FM 等音頻平台也在
積極加碼⻑⾳頻。荔枝 FM 首席執行官認
爲，每⼀種媒體都有⾃⼰的特點，聲⾳充滿
感情，與視頻應⽤的場景不⼀樣，聲⾳有兩
個突出特點：⼀是互動性强，可通過「連麥」
進行社交活動；二是有陪伴屬性，聲音能溫
暖內心。因此，在線音頻平台能够與用戶建
立牢固的情感聯繫和粘性。預計 2020 年在
線音頻行業用戶規模將達到 5.42 億。其中，
有聲作品將成爲內容付費的重要方向，有超
過七成受訪用戶願意爲其付費。
《⼈⺠⽇報海外版》2020/05/11
 請爲良友電台禱告，能使用聲音見證神的榮
耀，傳揚祂的救恩，溫暖人的心靈。

截 5 11 ， 界衛生組織官 上已經
備案了 110 個 在研發的新冠肺炎 苗，
中已經進 臨床 驗的共有 8 個， 個來自
中國研發 。 12 ，由中國軍事科
學院研發的 新性重組 苗産品重組新冠
病毒（腺病毒 體） 苗 式在武漢 受
者接 驗， 有 500 名志 者接 了
苗，現在正處於觀察期，如果⼀切順利將在
年 5 ⽉進入下⼀階段。中國疾控中⼼主任
在 2 接受國際電視台 訪時表示，
中國處於新冠 苗研發的前沿，在
能有新冠 苗投 急使用。
《澎湃新聞》2020/5/1
 請為新冠肺炎 苗研發 功禱告，科技能
改善人類健康，永恆生命唯有在基督 得
到，求主憐憫在這時刻 能更加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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