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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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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童年

「每⼀次的學習就是⼀次打掃的過程，⼜是
⼀次裝載的過程。清掃掉⾃⼰內⼼的幽暗，
肉體的敗壞；裝載神的真理。讓我更加深入
明白神的真理。得救是有憑有據的，從認識
神，相信神到信靠神，經歷神⼀步⼀步信實
的帶領。要通過每日的讀經禱告與神親近。
每日都要有持之以恆的靈修生活。通過禱告
向神呼喊，向神祈求。通過學習讓我明白作
為⼀個基督徒順服是那麼的重要。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順服，造就了偉大的
救恩。基督順服父神，我要順服跟從主，讓
主掌握我的人生。」
(上海市陶姊妹)
 為陶姊妹感恩，她在學習上有深刻領受，
明白信仰的真諦，願姊妹好好享受在主裡
的甘甜，活出主的樣式，榮耀主名。

「媽媽帶著兒子嫁給爸爸，就生了我和弟
弟，哥哥和弟弟都上了大學，我就上了三年
級，爸爸脾氣特別不好，因為哥、弟上學，
經濟困難，他經常家暴和侮辱我媽，說哥哥
是帶來的，生了不少的氣。我從小就給媽媽
打，因我是女生，說我害死她，就不喜歡我，
冷落我，還把和爸爸之間的恩怨對我拳打腳
踢，用言語傷害我，經常打我的頭，因為我
從沒有出過⾨打⼯，⼀直待在家裡，我經常
想我不是她親生的，從小恨他們。媽媽就是
把好吃的好穿的給兩個兒子，只要我做工，
沒有半點關心，特別痛苦，經常想到死。」
(「痛苦」姊妹)
 為「痛苦」姊妹禱告，求主引領她經歷神
真實的愛，為她帶來關愛她的人，感受到
温暖和關懷，脫離痛苦的際遇。

2020 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為 1071 萬，藝
術聯考報名人數達 117 萬人。藝術生的文化
課成績要求較低，以致即使高考成績低，也
能考上好的大學，所以不少人將目光投向了
藝考，但是今年通過藝考這條路變得越發艱
難，教育部發報通知，對於那些特⻑非常優
秀的學生，降低文化課標準的要求進行了取
消，無論是甚麽學生，文化課成績都需要達
標，那些成績較差的藝術生將無法考取想要
去的大學，藝術考生憑藉低分上大學這樣的
事情在未來可能不會發生了。
《騰訊新聞網》2020/6/12
 這規定讓⼀些想取巧的學⽣無捷徑可
走，但對於有藝術天分但課業成績不佳的
學生卻失了入讀心儀大學的機會，期盼教
育界能制定適合多元智能的教育方案。

在過去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少在少數⺠族當
中服侍的宣教同工都要離開崗位，近期疫情
放緩，同工也設法及早回到他們服侍的群體
中。據瞭解，返回工場的路可算是荊棘滿
途：他們大都是在衛生條件較不足的環境下
生活及服事，需要格外留心防疫；同工表示
在現行新增加的如健康碼的監控措施下，對
他們的服侍會帶來影響，他們需要更加謹
慎，分享福音的空間又會縮小。
 感恩少數⺠族的宣教同⼯在困難重重下
仍回到崗位服侍，求主為他們回去的腳步
開路；願他們在偏遠的工場蒙主保守，在
有限的資源下，以愛心及耐性服侍被忽視
的族群；又求主憐憫，在壓力下仍然預備
人心，讓福音的門大開，領更多人歸主。

藝考新規

迎難而上

做完手術

「我的⺟親已經做完⼿術出院了，但是媽媽
身體很虛弱，醫生跟妹妹講明確是肺腺癌，
還有幾個肺部結節需要後續⼿術，⼀下⼦切
除不了那麼多，媽媽還查出肝臟也有結節不
知道是甚麼性質的，我的心裡很難過，想到
了媽媽的過往，為了生活很辛苦的賺錢才會
有這樣的病，主內家⼈為我⺟親⾝體健康和
靈魂得救禱告，媽媽在 2016 年已經發現甲
狀腺癌切除了甲狀腺了，因為發現的及時，
所以很快得到治療，現在又有了肺癌，真不
知該怎麼做才能讓媽媽的心態樂觀喜樂起
來，不想她常常憂愁掛慮。」
(李姊妹)
 為李姊妹的媽媽禱告，讓她有好的醫生醫
治她，除了醫治她的身體也治療她的內
心，好讓她有倚靠主和喜樂的心面對病
情。
廣播事工

夥伴會議：
在疫情影響下，多個與夥伴之間的年度會
議都改為網上視像進行，感恩各地同工都
積極地克服時差距離，讓事工發展未有因
此停滯不前。良友電台正為未來構思全新
的頻道，匯合各地區的年輕同工，以全新
形象接觸未信的群體。請記念眾多的會議
及各地事工夥伴的配合，為內地的福音事
工發展同心仰望。
2. 課程改革：
5 月中，良友聖經學院的同工進行集思
會，為未來 5 年的發展訂定目標和主題，
並為課程改革交換意見；這都直接影響日
後運作、人手與資源安排。請記念各項後
續工作，特別涉及課程學制改革等事宜，
求主保守及賜智慧給各位老師。
1.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20 年 7 月
主內親愛的代禱勇士：
炎炎夏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校
暑假有的已開始，有的要稍為延遲，無論怎
樣，當有假期時，我們會如何運用呢？人的
⼀⽣，是由年⽉⽇、時分秒所組成，我們如
何運⽤時間，也決定我們這⼀⽣的內容。有
人說：「人類最大的浪費是生命！」惟願摩
⻄晚年的祈禱，我們也和應阿們：「求你指
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
智慧的心。」（詩 90:12）
使徒保羅也提醒信徒，「你們要謹慎行
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
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 5:15-17）要謹
慎，要愛惜，要明白，這「三要」需用心力，
以內室工夫去承托、去耕耘才成！
透過禱告，我們的視野被神校正，心志
被神挑旺；與神更親近，更掌握神的心意和
愛惡。這個時代催促人急速發言、快快行
動，其實動之先要有靜，說之先要有聽，這
樣，我們才有可能成為主流通的管子，祂的
恩藉著我們傳送到或遠或近的人。
世界無論如何變動，都在父神掌管下，
「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祂
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1:16-17)
世界上每個生命都是神所看重的，在某個角
落所發生的事，主都知曉。唯願我們將代禱
資料所列舉的人及事，每天帶到主的施恩寶
座前，被記念的及代禱者都能得憐恤，蒙恩
惠，得著主隨時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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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結婚

腫瘤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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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玩遊戲

星期 三

出了車禍

「我的婚姻是在我年輕時，被他和他⽗⺟設
計，騙到他家裡強逼結婚的，然後他們再用
計策迷惑威脅我不能離開他門。他們⼀家燒
香拜佛，還非常暴力，心底不善！生完孩子
的第二年，我跟他媽頂嘴，他媽直接打了我
⼀⽿光。從⼩到⼤⽗⺟沒有捨得打過我⼀
次，⼼裡⼀直有很深的陰影，還有，在我坐
⽉⼦的時候，我是剖腹⽣⼦，他們⼀家⼈打
牌的打牌，玩的玩，沒有⼀個⼈幫我去抱抱
孩子，白天黑夜，我拖著肚子上的傷口照料
孩子，滿月後還得腿痛的毛病，所幸後來治
好。他們騙婚後，我的親戚朋友都勸說離開
這個家，他更有外遇並與婚外人生了孩子。」
(唐姊妹)
 求主幫助唐姊妹有智慧面對婚姻生活，為
了自己和孩子的未來，靠主勝過艱難。

「媽媽的腫瘤經歷兩次核磁共振的檢測，全
部都是好消息！腫瘤已經縮小了 70%左
右，⽽且⽤的每⼀種藥物都是針對她的，沒
有走冤枉路。尤其是這幾天，她的精神也開
始逐漸恢復。我也多了信心，不懼怕父親，
不是出於自己，是出於從神而來的力量。我
是⼀個比較膽小、內向的人，從前滿臉憂
愁，現在靠主逐漸增加膽量，⼀樣的環境，
⼀樣的⼈，⼀樣的內⼼險惡，靠主就能掙
脫，就能躲避惡人設下的網羅，就像聖經說
的：『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願
我今年更加經歷主的⼤能，⼀家都能得救。」
(果弟兄)
 感恩果弟兄媽媽的腫瘤能受控制，也為果
弟兄面對生活、面對家人，能靠主剛強禱
告。

「兒子 12 歲，癡迷於網路遊戲太久了，白
天黑夜的坐在電腦前瘋玩遊戲，可以不吃不
睡，晚上如果不強制干預，他可以⼀直打遊
戲到深夜。假⽇，⼀步都不肯出房屋，不管
用多好玩的多好吃的吸引他，都不行，他根
本不肯踏出屋門半步。為了避免我限制他玩
遊戲，他⼿裡都會握著⼀把菜⼑以便我⼲預
的時候，隨時用來威脅我，以為他不敢割
我，結果有幾次，他真的直接把我手指割
傷，然後對我流血的手視若無睹繼續遊戲，
甚⾄拿著⼑對我⼀再揮舞，我怕奪刀的時候
會傷到他，他玩網路遊戲已走火入魔了。」
(河南省唐姊妹)
 迫切為唐姊妹的兒子能脫離網絡遊戲的
綑綁禱告，並求主賜唐姊妹智慧知道如何
有效的管教與溝通。

「我是基督徒，有天晚上開車載客，車速過
快出了車禍，撞樹上了，我還可以，但是 60
歲的客人頸椎劈了，人在哈爾濱醫院，我在
家休息。今天聽了電台節目逆境中行走，聽
完以後我明白了，神讓我遇見的事神都是知
道的，跟隨主的信心是死也不會改變的，求
主憐憫坐車的客人，醫治他，讓他快點好起
來。這次意外，全都由我承擔，但是現在真
的沒有經濟能力，連自己吃藥都要姐姐買給
我，往後我能賺多少錢都會⼀點點還給她們
的。現在的處境神知道的，就是等待他們起
訴，法院怎麼判吧！我的車已經報廢了。」
(張弟兄)
 為張弟兄禱告，在危難中有主保護，保守
他的客人盡快痊癒，不致被起訴，他也能
盡快工作，有能力作出賠償，求主憐憫。

南⽅暴雨，廣⻄⼀天下了北京⼤半年的雨，
有 148 條河流發生超警洪水，中國已全面進
入汛期。截至 6 月 13 日，洪澇災害造成廣
⻄、廣東、湖南、江⻄、貴州、重慶等 24
省 775.9 萬人次受災，63 人死亡失蹤，48.8
萬人次緊急轉移安置，7,000 餘間房屋倒
塌，直接經濟損失 195.8 億元。根據統計，
山洪災害傷亡人數佔洪澇災害傷亡人數
70%左右，如何減少山洪造成的影響也是今
年汛期需要關注的焦點。6 月到 8 月是中國
防汛最關鍵時期，氣象部門預測今年整體雨
水將呈現南北多、中間少的分布，總體澇大
於旱。
《騰訊新聞網》2020/6/14
 求主止住天上大水，政府救災有方，做好
衛生防疫工作，預防疫病的流行禱告。

6 月 4 ⽇，江蘇常州⼀⼩學五年級學⽣在上
完作文課後，跑出教室翻越欄杆墜樓身亡。
墜樓學⽣家⻑質疑，老師給孩⼦作文批⽰
「傳遞負能量」，以及去年曾打過孩子耳
光，家⻑懷疑是因未報老師的作文補習班，
導致老師帶著情緒「針對女兒」。該家⻑表
示，這篇作文被删了改，改了删，大部分內
容被紅線圈出，或乾脆用「錯號」劃去，最
後被批評太過負能量。當天的教師教育方式
方法是否妥當，受到質疑。但當事老師卻表
示那些修改符號，是學生自己劃的，她當時
說話語氣平和。該事件，正在進⼀步調查。
《紅星深度》2020/6/16
 請為這個世代的孩童接受挫折的能力及
教師具備合宜的教育方式禱告，盼望此事
成為⼀個警戒，能更多看重情緒教育。

6 月 13 日 16 時多，沈海高速浙江台州溫嶺
出⼝處，⼀輛由寧波開往溫州的槽罐⾞發⽣
爆炸，炸⾶的槽罐⾞砸塌路側的⼀間廠房並
發生了二次爆炸。倒塌房屋內有人員被困失
聯。截至 6 月 15 日，事故已造成 20 人遇難，
171 人住院治療，24 人傷勢較重，周邊建築
物受到不同程度損壞。此次爆炸事故中⼀名
高三學生遇難，事發當天剛放假到家還不到
兩小時，在家中受到爆炸波及，經搶救無效
去世。現場大規模搜救工作已基本結束，後
續搜救及各項善後工作正在有序進行中。
《新京報》2020/6/15
 請為後續的搜救及善後工作禱告，全力探
查是否尚有被困人員，做好傷員救治，儘
快查明事故原因，嚴防事故再發生。

已連續 50 多天沒有本地報告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的北京，從 6 月 11 日開始，累計確診
病例 79 例。此次疫情與新發地農産品批發市
場高度關聯。遼寧、河北的新增病例也均與新
發地市場有關。與年初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疫情
對比，北京新發地兩天就檢出超過 70 例病
例，說明病毒的致病性和傳播力强於武漢。6
月 14 日晚，北京市教委發報消息，已經返校
複課學生可自願選擇居家學習，初高三年級考
前 14 天結束學校生活。北京所有餐飲企業暫
停婚宴、酒席等群體性聚餐活動。北京所有社
區將恢復二級防控。
《北京日報客戶端》2020/6/15
 北京近期疫情反覆讓人始料不及，請為相
關單位能夠早日找出病毒來源，及時止住
疫情擴散，人心不致恐慌禱告。

洪澇災害

作文事件

槽罐車爆炸

北京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