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 四

星期 五

吸取教訓

「我離婚了，剛拿到判決書，孩子歸男方撫
養，我每年要支付 1,500 元撫養費，直到他
18 歲。期間，有⼀點不順⼼的事，在休庭還
未判決時，法院的書記員私下告訴我姐姐：
如果這次想判離婚成功，給庭⻑送點錢，結
果，我姐姐就送了 1,000 元給她，她再轉給
庭⻑。我當時不知如何，就沒說甚麼。現在
向神認罪，求神赦免。因為我兒子的爸爸這
次也同意離婚的，只是撫養費有爭議，調解
不成就判了。媽媽多次跟我說起再婚找對象
的事，想讓我最遲年底⼀定得把婚事定好，
說我都大了？我當然不想，我得在這次失敗
的婚姻中吸取教訓，好好的反省。」
(郭姊妹)
 求主幫助郭姊妹離婚後能重建生活，修整
自己的心緒與主建立親密關係，不因⺟親
催婚的壓力而倉促進入再婚。
安居難

大城市高樓價問題，令青年人和移居人口難
以找到負擔得起的住處。在早前召開的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中，部署住房租賃市場的發
展，以解決居住問題。包括加快建構保障性
租賃住房，讓「住房、收入雙困」家庭、無
房市⺠可受惠。另外，加快完善⻑租房政
策，以整頓租賃市場秩序，對租金水平進行
合理調控。同時，又會從土地供應入手，研
究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和企業事業單位自有
閒置土地，建設租賃住房。
《新華網》2021/1/6
 近來⻑租公寓醜聞不斷，揭示當局欠缺監
管，以致難以依法咎責，導致⼀連串骨牌
效應。禱告政府盡快檢討租房政策，保障
各⽅⼈⺠的權益。

星期 六

進入青春期

「兒子今年進入 13 歲，小學六年級，看到
他已經進入青春期了，性格有叛逆變化，把
他的微信朋友圈設置了對我遮蔽。通過第三
方微信，發現他對⼀個同齡女⽣表⽩⽰愛，
不知道他是這個年齡剛剛出於對異性好
奇，我是擔心他心理早熟。這年紀要是發生
感情挫折會帶來心理傷害，我沒有去問他和
干涉他，只是靜觀其變，想正確引導他又不
知從哪裡入手，更何況我夫妻雙方感情破裂
已經走到離婚邊緣了。我也⼀直在外地務
工，孩子是在老家跟著爺爺奶奶的，孩子也
沒有和⺟親聯繫了。」
(李弟兄)
 求主賜李弟兄有智慧與方法去關愛不在
身邊的兒子，並能挽回自己的婚姻。
東鄉情怯

人口超過 60 萬的東鄉族是中國境內十大穆
斯林⺠族的第四大群體，主要聚居在甘肅東
鄉族自治縣。東鄉族的文盲人口佔 15 歲以
上⼈⼝比例是全國少數⺠族中最⾼，⾄今天
成人文盲率仍舊高達 48%。雖然有傳教士在
東鄉族人分享福音，也積極的將聖經翻譯，
只是據瞭解歸信基督的人仍然十分稀少，甚
至附近的漢人教會曾表示不相信向東鄉族
人傳福音是可行的。
 想起這族群，我們情怯，因我們欠他們福
音的債，求主賜下信心和魄力，有計劃與
當地少數的東鄉信徒合力，用東鄉話來演
繹聖經故事和福音信息，對於文盲率高的
族群，有聲福音媒體是合宜的工具；祈求
主賜下智慧，幫助同工落實這構思，並有
效的傳揚救恩喜訊，為主得著他們，並引
領少數的信徒在壓力下追求靈命⻑。

不能離婚嗎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21 年 2 月
親愛的代禱勇士：
面對農曆年新舊交替，思緒泛起孩童時家
貧，充滿期待的農曆新年，爸爸姊姊都會給家
人送上新睡衣及新拖鞋，興奮地穿上新衣，有
時覺得不舒適便想換回舊的。人需要時間去適
應新的，舊的也有叫人懷念之處。「老朋友猶如
舊皮鞋，愈著愈舒服。」老朋友確是人生之寶！
任何範疇的進程是⼀個持續探索之旅，舊的有
不足，正是新的要出現的基石。肯承認舊的有
缺欠，需要勇氣探求真善美的決心。若過分擁
抱舊的人、事及物，或會窒礙新的發現及開拓。
回想探索人生信主旅程，那時認真檢視生
命實況，意識到若真有神存在，而我是祂的創
造，怎能面對神？「舊人」在神面前，好像穿
著破爛的衣服；但感謝神，蒙神光照，拿出勇
氣，相信基督，離舊進新，「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7）信主後，保羅脱舊穿新的教導深
廣播事工
刻，「就要脱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又要
1. 「5P」前行：
將你們的⼼志改換⼀新，並且穿上新⼈，這新
疫情下世界或須減慢進程，遠東廣播領袖 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
們迎向未來，按領受靠恩朝下列五方（P） 潔。」（弗 4:22-24）離舊進新，脱舊穿新，是
前 行 ， 包 括 ：人 （ People ） 、 節目 神兒女在稱義及成聖路上的必有「動作」！
（Program）、平台（Platform）、推廣
農曆新年甫至，藉著禱告我們將自己及此
（Promotion）、夥伴（Partnership）。 祈禱資料內提及的人、事及物帶到神面前，更
世界在新冠疫情陰霾下經濟呈現下滑，憑 明白祂的美意，有離舊進新的勇氣，每天有脱
信心得仰望神恩同在，向上述標竿邁步。 舊穿新的心志，靠主活出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2. 午間直播：
恩上加恩！

「今年在老家帶孩子非常辛苦，兩個兒子大
的 15 歲，小的 8 歲，⼀點不聽話，經常罵
我和我吵架。老公不關心我就算了，還不寄
錢回來，回來就罵我亂花錢，孩子沒有管
好。老公和兩個孩⼦⼀樣總是罵我去死，我
非常氣憤，老公⼀直不體諒理解我，不原諒
我的過去，曾背叛過他，他還⼀直賭博不顧
家。我非常想離婚，徹底離開這個破碎的家
庭。在家裡付出很多，換來的都是批評指
責，也許我婚姻出現的問題，真的沒有救
了，盡⼒也沒有得到絲毫的尊重，⼀直在我
的傷⼝上撒鹽。難道信主就⼀直痛苦也不能
離婚嗎？」
(劉姊妹)
 求主幫助劉姊妹靠主面對困難，學會如何
教育孩子，尋求神的力量與智慧解決婚姻
中的問題，看見婚姻中的曙光。

良友電台在網上新設《午的空
間》音樂直播節⽬，週⼀⾄五
下午2時至3時在「同行頻道」
播出；祈盼能擴闊聽眾群，傳
揚福音，也藉此培訓青年同工多參與直播
事工，求主加力，又蒙天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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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一

星期 日

神開出路

星期 二

沒有安全感

無法感受神愛

星期 三

撞倒老人

「我曾經是⼀間⼩組教會的牧者（35 歲，未
婚），就在前段時間經歷了⼀件讓⼈無法接
受的事。⼀位快 50 歲的姊妹，有丈夫的，
⼀直不斷的接近我，甚⾄不停的向我暗⽰，
要我跟她在⼀起，還不擇⼿段的破壞我和其
他姊妹的關係，只要她知道我跟哪個單身姊
妹有聯繫，就會第⼀時間搞破壞，我也不知
道到底該怎麼辦。在十分無助下，我禁食幾
天尋求神，神開了出路，給我去甘孜州的異
象，也給我開了出路，為我預備了⼀份當海
員的工作。現在船上作大廚。請為我的服侍
及婚姻代禱，求神保守並帶領我走以後的
路。」
(唐弟兄)
 感恩唐弟兄意志堅定，求主保守他在新的
工作環境中有機會引人歸主，為他預備合
適的姊妹與他共走人生與事奉的道路。

「信主五年，25 歲，因為談戀愛，焦慮擔心
失眠，我是個極度敏感沒有安全感的人，愛
上對方的時候，就擔心對方會因為移情別
戀、和前任復合、⽗⺟反對、對我厭倦沒有
新鮮感、我家裡條件不好、我沒有穩定工作
等等原因離開我。所以每天都在問怎麼辦，
⽣活⼀片混亂，痛哭害怕！但是相處三個
月，感覺對方真的是個很好、很靠譜、很踏
實的人，只是我不敢把真實情緒表現給他。
最近，在準備教師資格證的考試，但是心裡
焦慮，學不下去，很浮躁，甚至害怕考不上
他會離開我；他本身工作也忙。我知道主在
看著我，我需要⼀些關於戀愛的建議。」
(敏姊妹)
 求主幫助姊妹找到自己缺乏安全感的緣
由，在主裡得醫治，惟有心理健康了，才
能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我從小都信，如今 27 歲了，仍無法感受
神的愛，教導和真實經歷神之間的差距很遙
遠。我努力順服，可是很難被神的愛得著。
童年被侵犯的經歷⼀直折磨我到如今，影響
我的靈魂體。我無法在所處的環境找到出
路，想單單依靠神，可是不知如何對神有安
全感，去相信祂愛我、幫助我。這麼多年，
還沒有變好，在各種轄制、矛盾、痛苦中，
無法剛強起來，感覺⼀直在受傷害，無論是
來自家人還是教會，遍體鱗傷，神卻無動於
衷。嘗試尋找幫助，去參與服侍，可努力這
麼多年，依舊無法經歷神的愛和醫治，沒有
力量和盼望，甚至沒有迫切得醫治的動力。」
(「迷茫」姊妹)
 願主的愛充滿姊妹的心，讓她經歷愛和憐
憫，醫治她，建立她，使她有信心，有盼
望，與主重新建立關係。

「我爸爸眼睛受傷已經有大半年了，被竹子
彈傷左眼眼睛，視管膜破裂，做了三次手
術，仍在治療中，為我爸爸禱告！今年不知
道怎麼了，哥哥騎電機發生交通意外，撞倒
了⼀位老人項伯伯，也快三個月了，醫藥費
要六萬。項伯伯的家庭要我哥哥賠償，我爸
爸眼睛今年看了好幾萬醫療費了。這次項伯
伯去溫州新⼀醫院複檢，希望項伯伯平安回
家。求神賜我爸爸眼睛盡快康復，賜項伯伯
身體健康回家，我家人和項家人把撞倒的事
情有合理的方法給項伯伯醫藥費，希望醫藥
費可以減少點，我哥哥經濟也有很大的壓
力。」
(錢姊妹)
 求主幫助錢姊妹的家人，能對傷者負責
任，好好協商賠償事宜，同時醫治兩位眼
睛有傷的⻑者好好康復。

小姐姐、小哥哥、油膩大叔、中年少女……
這些與年齡有關的稱呼，在中國當下十分流
⾏，不過看似親切，卻不⼀定⼈⼈喜歡。中
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問卷網，對超
過二千名受訪者進行調查，超過六成的受訪
者在意和年齡相關的標籤，原因包括影響社
交、職場、婚戀發展，也影響著⼀些⼈的社
會形象和自我認知。而將各年齡層的受訪者
相比，九⼗後是最為在意年齡標籤的⼀群，
近七成的受訪者表示介意。
《中國青年網》2021/1/7
 流行的稱呼雖受歡迎，但不等於所有人接
納。禱告各人稱呼別人時，懂得互相尊
重，亦不會因為年齡、性別、年齡、種族、
宗教等不同，歧視其他人。

春節是與家人團聚的日子，但因應疫情，各
省市政府呼籲市⺠不要出⾏，留在⼯作地點
過年；人在外若能品嘗到家鄉菜的味道，或
許是未能回鄉的安慰。上海有食肆因應不同
人的口味，推出各地菜系的年菜，例如川味
臘肉臘腸、揚州風雞風鵝、蘇州八寶飯、海
南文昌椰子雞、廣式盆菜等，⼀解外地人的
鄉愁。另外又推出多款套餐，針對選擇「不
返鄉、不聚會」的二至四人家庭，並響應「惜
食」文化，分量適中減少浪費。
《中新網》2021/1/6
 為選擇不回鄉的⺠眾禱告，他們仍能以其
他形式與家人團聚。亦為各地政府祈禱，
落實公共場所防疫措施，減少春運期間病
毒傳播的風險。

要數中國貧困的省分，⼭⻄省是其中之⼀。
近年來，當地政府作了相應的措施，例如提
供各⾏各業的培訓，令群眾能有⼀技之⻑，
增加就業機會等。在疫情反覆的時間，政府
部門亦主動與其他地區的就業單位聯絡，收
集職位空缺情報，然後提供轉介服務，甚至
提供點對點專車，幫助勞動人員安全外出就
業。單在元旦期間，⼭⻄省共組織勞務輸出
人數 1.1 萬餘人，就業地點涉及北京、浙江、
江蘇、廣東、陝⻄、⼭東等地。
《中新網》2021/1/6
 中國不同省市貧富懸殊，求主看顧生活在
貧苦環境的人們，讓他們有走出困局的機
會。同時，他們不忘尋求心靈的富足，透
過認識主獲得豐盛的生命。

在杭州，某位醫生因故意洩露患者私隱，處
以行政拘留五日的懲罰。事緣在上月 6 日，
⼀名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無症狀的感染者，其
身分信息、聯繫電話等，在互聯網被廣傳開
去。警方介入查明後，發現涉事醫生將相關
報告轉發到微信群。此次洩露信息事件，亦
讓另外二人藉機散佈謠言，分別處以行政拘
留七日的處罰。今次已非內地首次出現同類
事件，在大數據時代下，如何確保個人信息
安全，成為⼀個令⼈關注的社會話題。
《新華網》2021/1/7
 禱告政府、醫院採取相應措施，以確保為
疫情收集得來的個人資料，處理得當並受
到安全保障。避免意外洩露，惹起公眾臆
測患者身分，引發網絡欺凌。

稱呼背後

解思鄉情

脫貧有「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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