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 四

五歲血癌

「求神救救我的小孫女今年五歲得血癌，兒
子太親這個小女兒，求神給兒子開道路。只
有神做工沒有難成的事，求神開恩可憐我們
吧。我是離婚快 15 年，丈夫是吃喝嫖賭玩
樂；孫女得病我找他⼀起看孫女。是神改變
我，不恨他，神給我太多太多，我給神太少
了。孫女在北京兒童醫院作穿刺，結果出
來，看片子醫生分析是天先性，而且到晚
期。求主賜給我兒子平靜的心，求神與他同
在。看片子醫生說治療怕孩子受不了；不治
療的話，兒子兒媳會不忍心，求神幫助他們
拿出主意，求神給他們開道路。」
(吳姊妹)
 求主醫治吳姊妹的孫女，在人不能的事在
神凡事都能，安慰孩⼦的⽗⺟有交託的⼼
仰望主的工作，順服主的主權，也安慰吳
姊妹⼀家⼈的心靈。
以本傷人

在疫情催化下，生鮮蔬菜社區團購變得異常
火爆，只是短短數月，美團、拼多多、滴滴
等互聯網大公司，悉數進軍市場，甚至通過
大規模燒錢，企圖在短期內突圍而出。面對
財雄勢大的企業，菜市場的攤販顯得難以招
架，令他們的⽣計⾯臨不保。另⼀⽅⾯，從
網絡購買的菜品雖然價格便宜，但付款前未
能看到實物，品質只能「聽天由命」，例如
有消費者曾買到接近變壞的排骨和無法食
用的水果，亦沒有售後服務作跟進。
《新浪網》2020/12/8
 盼望互聯網公司不會為了壟斷生意，以惡
性競爭蠶食市場；為傳統攤販禱告，在網
絡時代能與時並進，懂得把握自己的優
勢，靈活變通建立銷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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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

甘孜藏族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21 年 1 月
主內親愛的代禱勇士：
近年，除關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走
動，不少教會與機構均呈現承接乏力，難找到
合適繼任……甚至見大國總統的選舉，也讓人發
出嗟嘆「真是人材荒啊！」
以賽亞先知年間有載，「主說：我必使孩
童作他們的首領，使嬰孩轄管他們。百姓要彼
此欺壓，各人受鄰舍的欺壓，少年人必侮慢老
年人，卑賤人必侮慢尊貴人。」(賽 3:4-5)
這世代艱難不在疫情兇猛，乃在人心詭詐
好弄虛假，好領袖不易再現，反見每況愈下人
性敗壞，那才是真正的痛楚。世界急需繼續宣
揚使人悔改的福音，急需真正健康的教會，能
有效見證主的時代工人。先知上述所言「以孩
童為首」的光景，是屬「比喻式」抑在嘲弄時
廣播事工
恩澤東鄉
勢，已然失去當有的領導？面對強大起來的中
跟從我！」 國，內地事工往前行實有其艱困，求主興起祂
根據 2010 年資料，東鄉族人口超過 62 萬， 1. 2021 年廣播主題：「來，跟從我！
2021
年，電台將勉勵聽眾，把握時機回
的僕人領袖，求主選拔出能承傳的人。
主要聚居在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
應主的召喚，立志跟從主，從認罪悔改更
感謝神，能見熱心禱告的你，每月守候《中
治縣，99.95％信奉伊斯蘭教，他們的東鄉
新生命開始，到跟從主作主的真門徒，為
祈》，來齊心祈求神賜下剛強的靈禱告、禱告、
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般公認東鄉沒
主得人！電台為聽眾預備了⼀系列的材 禱告。
有本族文字，近年來有學者發現東鄉族的文
料與訓練，裝備信徒領人歸主。
字，正努力整理盼能傳承這⺠族的優秀文
此際，求再度泛起保羅對軟弱的提摩太教
化。從上世紀 40 年代，有福音使者在他們 2. 新版網站：
導之聲，值得再來傾聽⼀遍：「為此我提醒你，
中間傳揚福音，卻沒有明顯果效，歸主的人
良友電台已於去年 9 月 21 日推出新版網 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
數甚少；然而父神興起宣教士與極少數東鄉
站，呈現更清新和方便，同工和聽眾的反 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
信徒翻譯新約聖經，並展開錄製有聲聖經，
應都是正面的。10 月更推出了「知音見 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 1:6-7)
只是近年因外國同工離去，事工受到阻撓。
祝願 新年伊始！生命更新！
證」新專欄，將聽眾透過良友電台信主、

「去年丈夫遇到⼀些難處，別⼈推薦聽電台
節目。其實很早就知道電台了，因為我媽和
奶奶聽良友電台很多年了，聽到良友電台就
有種踏實平靜的感覺。現在我的婚姻家庭面
臨⼀個比較⼤的選擇，該如何去靠天⽗⾯對
解決。因著我⾝體的原因⼀直沒有孩⼦；這
些年在治療中，40 多歲了，大夫看是沒希望
了。可是家人要選擇另⼀條出路，基本就是
以實瑪利的方法，我不敢，感到不妥，丈夫
也同心，就是屬於比較聽家人意見的那種，
現在我的⼼靈也很軟弱，家中⻑輩比較堅
持，給了壓力。」
(聽眾「恩典」)
 求主給「恩典」和丈夫能同心面對家人
有信心倚靠主，堅持和做出正確的選擇。

「我們過來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和藏區傳
福音，這邊全都藏族幾乎都是信佛寺廟，遇
不到⼀個信上帝有教會的地⽅。敬請為我們
代禱，求主帶領開拓藏族地區傳講福音的
⾨，使未得之⺠的藏族同胞離棄偶像，成為
接受信靠上帝的⺠族。因為上帝就是愛！在
祂的愛裡，無論是甚麼⺠族，上至君王、下
至平⺠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我們的⼤使
命，就是要傳福音給他們。無論甚麼種族、
膚色、我們都欠他們福音的債。每天傳福音
的事工，能得天父指引保守前面的道路。」
(⼀弟兄)
 為⼀弟兄的團隊禱告，求主使用他們在藏
區的服事，供應他們需⽤的，打開藏⺠的
心認識真神，揀選他們成為主的兒女。

最近得悉有受過神學訓練的東鄉信徒堅持
翻譯事工在進行舊約聖經書卷的翻譯工作。
 感謝神讓東鄉信徒在極艱困中仍努力福
音聖工，求主保守他們的安全，供應他們
所需，主若許可，新⼀年內開始錄製部份
舊約書卷，讓東鄉族人得聞救贖喜訊。

得幫助的見證刊登。這些見證都是有您⼀
同禱告和參與所結的果實。
心繫神州祈禱會
日期：1 月 26 日（週二）晚上 8:00
地點：遠東廣播（請留意本會最新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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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姚慶生 執行編輯：徐菀蒂
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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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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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人禱告

「每次舅舅舅⺟來我家就找事吵，我腦海裡
浮現很多攻擊他們的念頭，如果沒有神我可
以用極度殘忍的手法去傷害他們到極致，他
們想不到的沒有我不能做的。那⼀刻我突然
明白了，原來我裡面有個非常可怕的罪惡，
如此之深。以前覺得他們是魔鬼，但當看到
自己內心是那麼可怕的時候，我就像魔鬼。
與他們有觸碰，開始還可以忍，或是虛偽的
應對，但當⼀切變本加厲後，裡⾯的黑暗就
出來了。他們是⼀⾯鏡⼦，甚⾄我比他們更
可怕，那我不是也該和他們同等對待，甚至
更加嚴厲的對待嗎？」
(聽眾「小黑」)
 聽眾「小黑」在聖靈光照下洞悉自己內心
的惡和黑暗，願她能依靠神的大能建立生
命，脫離黑暗的權勢，為主作美好見證，
讓舅舅在她身上看到主的大愛和寛恕。

「中學時和⼀位朋友好喜歡研究無線電，家
裡有⼀台短波收⾳機，那時對國際廣播有點
興趣，知道有良友福音電台的存在。當年在
基督教學校讀書，對信仰興趣不大，所以沒
有刻意去聽。直到⾼三臨畢業的時候，在⼀
個佈道會中決志信主，信仰生活開始了。跟
隨主的道路卻是在邊緣，直到經歷⼀連串的
事件後，才決心回到教會，並受洗。因為我
是無線電發燒友，於是買了部短波收音機收
聽良友廣播，使我獲益良多。後期因工作及
升學的關係，停了收聽。感謝主，在我的朋
友幫助下，在家的樓頂安裝中短波天線，我
又可以收聽福音廣播了。」
(聽眾「發燒友」)
 感恩聽眾「發燒友」輾轉又來到良友電台
的大家庭，願他靈命得幫助，在教會有好
的事奉和見證。

「我準備考中國音樂學院的作曲系的碩士
生（在華東神學院，是三自的）。學校在北
京，但是我擔心如果考上後，裡面的氛圍很
不好（藝術生文化課都不怎麼好，都比較隨
意）。裡⾯的⾳樂都是偏重⺠族⾳樂，會不
會⼀點點影響我把聖樂忘了？把初心丟
了？被同化洗腦呢？擔心會浪費時間，卻學
不到實在的音樂知識，畢竟我沒有但以理那
樣的心志和信心，所以很焦慮。還有在沒有
學音樂前，比較喜歡數學，可惜因為得強迫
症心裡壓力大就輟學了，後來學了音樂，現
在很糾結！如何選擇，不知道神讓我做甚
麼？」
(馮姊妹)
 求主為馮姊妹開道路，讓她清楚主的帶領
和自己的喜好，在選擇上以神為首，無論
在任何環境下都能榮耀神，不失初心。

「首先要感謝讚美神的恩典和祝福臨到我
家，祂先揀選了我和媽媽、妺妹，也改變了
我們家人的生命。懇切請求同工為我的婆婆
得救代禱。她個性太強又拜假神、搞迷信，
反對並逼迫我信耶穌給家人傳福音。她讓我
和丈夫家人都要聽她的。婆婆如果能夠得救
悔改，也能帶來她的兒孫的改變。也為我的
老父親信耶穌得救禱告，他已 80 幾歲了，
我們希望他有生之年能夠悔改，蒙恩信上帝
真神。另外為我的兒媳禱告，她嫁給我兒子
快三年了，懷孕沒有成功，流產，婆婆就背
著我為她請人搞迷信。求主幫助吧。」
(劉姊妹)
 求主幫助劉姊妹有勇氣向家人傳福音，讓
婆婆離棄偶像的捆綁，認識主得著真盼
望，媳婦懷孕的事也交在主手中求主憐
憫，賜福。

在河北邢台平鄉縣城，⼀名康姓退伍軍⼈對
妻⼦不離不棄，⼜幫助同縣居⺠脫貧，因此
感動周圍很多人，獲得「平鄉好人」的榮譽
稱號。他的妻子在 2006 年因腦出血，從此
癱瘓在床，雖然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但他
仍無微不至地照顧妻子，包括換尿布、做康
復訓練、熬中藥調理等。不僅是模範丈夫，
在 2009 年，他以多年的生意經驗，牽頭成
立了平鄉縣為⺠辣椒專業合作社，成功帶動
5,000 餘⼾農⺠增加收入，改善⽣活質素。
《中新網》2020/12/8
 為這位軍人的無私付出感恩，亦為這個社
會祈禱，人人都能立定心志，不被私慾誘
惑；願意行善造福，不只是對家人如此，
對陌路人也如此。

中國教育部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公布，
2021 年高校畢業生預計達 909 萬人，但受
疫情影響，面臨的就業形勢嚴峻複雜。為幫
助他們從校園轉到職場，兩個部門早前召開
的會議上，鼓勵各地區的教育部和學校，以
多種方式拓展就業空間，例如增加招募科研
助理職位，擴大第二學士學位招生的規模。
此外，亦促請各地區的人社部門，推動國有
或中小企業擴大招聘，鼓勵畢業生到城鄉社
區就業，並將創業培訓範圍延伸至校園。
《新京報》2020/12/1
 為畢業生禱告，無論是繼續升學，還是準
備投入職場生涯，願主賜他們心中有平
安，不會為未來感到焦慮；讓他們有智慧
與洞察力，選擇前方的道路。

「三假」違法行為是指，沒有實際經營業務
只為開虛假發票的「假企業」、沒有實際出
口只為騙取退稅的「假出口」、未具備條件
只為騙取疫情稅收優惠政策的「假申報」。
為加強阻嚇作用，國家稅務總局早前公布，
與公安、海關、⼈⺠銀⾏等部⾨展開聯合⾏
動，在廣東、重慶、四川、寧波、福建、深
圳破獲多宗「三假」違法行為的案件，當中
四川案例的涉案金額最高，藉非法製作、販
賣開假票軟件和發假票，逃稅達 232 億元。
《中新網》2020/12/7
 禱告執法部門懂得把握限度，以公正的手
段打擊稅務欺詐，稅收亦會正確使用；另
⼀⽅⾯，從事逃稅活動的⼈懂得⾃省，願
意悔改不再違法。

孕期辭退、職場性騷擾、家庭暴力……當遇
到悲慘經歷，愈來愈多女性選擇通過網絡發
聲，為自己募集影響力和社會支持；但同
時，也發現有些涉及虛假或誇大事實維權。
例如廣州⼀位⺟親在微博控訴，患有哮喘病
的女兒被老師體罰致吐血，要送醫院急救，
後證實「⾎」實為化妝品和⽔。熱⼼網⺠在
未弄清事實前，便進行「人肉搜索」作口誅
筆伐，甚至發威脅信息，都有機會「以善良
的名義」，製造出新的受害者。
《新華網》2020/12/7
 網絡維權雖能製造輿論壓力，卻是柄「雙
刃劍」，禱告網⺠在參與維權的過程中，
也懂得掌握分寸，有理性的判斷，避免對
無辜的人造成傷害。

好人好事

求職困難

涉稅違法

維權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