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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的愛

星期 六

祭品可食嗎

「媽媽因為哥哥⼀場嚴重的疾病，接受了福
音，神特別恩待我們，哥哥得以醫治。但他
⼀直調⽪搗蛋，經常惹事、偷東⻄，以致⽗
⺟實在沒辦法。⺟親放下了⼯作，專心禱告
尋求神，這⼀來就是⼗年。哥哥惡習不斷地
得到改變，⺟親⽣命也有很⼤變化。哥哥因
為屢次偷盜最終進入了監獄，⼀年後總算改
掉了偷盜的⽑病。他⻑期在外過著流浪的⽇
⼦，⺟親不斷禁食禱告，上帝垂聽了，⼀次
次拯救了他，但他仍然不相信神，不肯悔
改。患了⼀⾝疾病，有甲亢、有⼄肝，總之
⼀直不平安。」
(聽眾「弟弟」)
 為聽眾「弟弟」的媽媽和哥哥禱告，願⺟
愛的偉大，主的感動，哥哥能認罪悔攺，
接受主的拯救，展開新的信仰生活。

孩子可吃祭品嗎？要是我干涉的話，婆婆
老公不高興，他們覺得孩子是他們家的，不
喜歡隨著我的信仰。畢竟孩子禁不住美食的
誘惑，⼀直問：『能吃嗎？』私下給他們說
過不能吃，想吃媽媽買。孩子有時因為怕我
不開心也不吃，有時候總是吃。說多了婆婆
不高興，很苦惱，不知道怎麼處理。婆婆每
次包餃⼦盛出來的第⼀碗，總是放在桌子上
拜祭偶像，按道理說我是無權干涉的，問題
是這些餃⼦是我和她⼀起完成的，算不算是
我間接的祭拜撒旦了呢？」
(劉姊妹
 求主保守劉姊妹在家中能建立美好見
證，讓婆婆及丈夫感受到她的敬虔，願意
尊重她，姊妹在真理中能享有平安。

早前有網友揭發，在湖南省永州市新⽥縣⼀
處菜市場，有攤販售賣未經檢疫的活貓，數
量約有上百隻，並且現場宰殺，十分殘忍。
事件在網上迅速廣傳，引起當地政府關注，
經介入調查後發現屬實，涉事攤販已被查
封；並尋求愛貓人士的協助，以妥善安置從
菜市場救出的活猫。為了進⼀步打擊違規的
動物交易，又對全縣所有市場進行地毯式排
查整治，嚴禁宰殺售賣活貓；並將對活貓進
貨管道追根溯源，以斬斷銷售鏈。
《中新網》2021/2/5
 禱告政府加強宣傳教育，倡導文明飲食文
化，並有相關政策配合，嚴懲以食用為目
的之捕殺、繁殖及交易野生動物的非法行
為，杜絕消費者購買和食用。

⼀群有⼼⼈在網上刊載了⼀本關於⼀位穆
斯林歸主的著作《尋找真主、尋見爾撒》，
這是關於在美國成⻑的納比 ‧ 古萊什博士
的生命見證和信仰探討，這書幫助了很多穆
斯林重新認識信仰，尋找到生命之主基督；
這書以回⺠的宗教⽤語翻譯，供回⺠從網上
免費下載。據悉最近還獲原來出版社授權製
作有聲書，供更多追尋真道的回⺠聆聽⾒證
分享。遠東廣播負責製作向回⺠廣播節⽬
《恩典與真理》，同工也爭取了授權，將會
在廣播中分享這生命見證，盼望能更廣泛地
接觸回⺠，引領他們認真的思考信仰，讓他
們在尋找真主的路上，尋見爾撒（耶穌）。
 請記念回⺠福⾳事⼯，記念網上書本的流
傳、有聲書的製作和節目的錄製及廣播；
願主使用古萊什博士的著作，他雖英年早
逝，他的生命見證和信仰探索仍舊說話。

宰吃活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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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見爾撒

為家人禱告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21 年 3 月
親愛的代禱勇士：
創世之時，神說有便有，命立就立。神的
聲音，無論雷聲匉訇或是微聲細語，在在顯示
祂的大能和眷愛。
神沒有形體，祂向人顯現是以聲音作為媒
介。神的聲音從來不停息，這是以⾊列⺠所熟
悉的。連那位百夫⻑也知道主的話語帶著能
力，他請耶穌為其僕人治病時，他說：「主啊，
不要勞動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我也自以為不
配去見你，只要你說⼀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
了。」（路七 6 下-7）神看重話語，提醒人不要
誇口說驕傲的話，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語，要緊
慎自己的舌頭，成為別人的祝福。
曾經有人以為視頻的流行，會使廣播消
失。但幾十年過去，聲音的媒體仍然有其魅力。
在內地，以聲音為主的「播客」熱起來，人們
利用碎片時間以聽覺去充實自己；也有不少人
廣播事工
成為主播，以聲音分享他們的經驗和心聲。據
PodFest China《中國播客聽眾與消費調研》
1. 迎向新常態：
年 5 月）的報告，中文播客聽眾年紀
香港遠東及良友電台迎向新時代、新環 （2020
35 歲以下，
境、新常態，於運作、製作、管理各方面， 輕、學歷高。88.5%的聽眾年齡在
86.4%的受訪聽眾擁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位，
也需要作出新安排、新嘗試，眾同工的心 68.2%的⽣活在⼀線城市與新⼀線城市，主要
意需常常更新，察驗主美善的旨意，開展 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杭州。
步履前行，需仰望天父及時的供應，懇請
福音廣播這聲音的事奉，能成為神話語的
代禱。
出口，是不能輕看的職事。遠東中國事工抓住
2. 聖工學士課程：
良友聖經學院於 2021 年 1 月開辦「聖工 這股浪潮，差遣同工專為播客巿場製作節目，
與播客的年青族群交流信仰在生活中的反思。
學士課程」，為裝備服侍教會的信徒，適 請記念這個名為「破殼」的新事工，求主使用。

「我曾經走過死亡的幽谷，現在心裡有了平
安和喜樂，確實的感到神的同在。請家人為
我大女兒的婚姻禱告，她正在和⼀個不信主
的男孩談戀愛，求主為她預備合主心意的人
選，讓她知道不能有婚前性行為，求主憐
憫。為小兒子禱告，他天天沉迷手機不能節
制，求主讓他有分辨的能力，不致沉迷，願
意把子女擺上，成為主所喜用器皿，也為媽
媽和妻子的身體和靈命禱告，為三個姐姐、
姐夫們禱告，為外甥，外甥女禱告，求主揀
選他們。為老岳⽗⼀家歸主禱告，⼤舅⼀家
歸主禱告，為我們村小教會禱告。」
(李弟兄)
 為李弟兄⼀家禱告，藉著弟兄的經歷和⽣
命見證，家人能體會主的愛，求主垂聽弟
兄的禱告，賜福他家。

合教會領袖及傳道人修讀。同時，讓本科
及進深課程畢業⽣可以進⼀步裝備，提升
學員知識、學習與事奉的能力，祈盼成為
更整全的屬靈領袖，提高內地教會牧養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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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兒子

星期 二

網路詐騙

星期 三

顯得孤獨

讀完聖經

「雖然我信主，但是失去兒子的痛苦就像我
的罪孽，讓我擔當不起，⼀直把⾃⼰封閉起
來，不與任何人接觸。讀經讀不下去，也不
聚會，怕任何人提到孩子。兒子從小受洗歸
入主，只是工作原因，在安格拉做翻譯，遠
離神。喝酒胃出血，當地醫療差，遇到滅頂
之災，失去了含辛茹苦養育的兒子，每天活
在痛苦絕望中。兒子在國外走的，周圍的人
不知，不敢面對。家裡唯獨我和兒子信主，
非常淒慘的每天流眼淚禱告，祈求主將兒子
的名字寫在羔羊的生命冊上，我更願意用我
的靈魂贖兒子的靈魂。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
了兒子的生命，我拿甚麼換我孩子的生命。」
(聽眾「絕望人」)
 為「絕望人」禱告，求主安慰姊妹的心，
主的愛充滿她，願她靠主有力量勝過傷
痛，重新生活，不再逃避。

「弟兄姊妹請為我代禱：我是生在基督家庭
裡，然而我選擇了不信主的丈夫，婚後離開
神⼀段好⻑的時間了。丈夫做生意虧了 200
萬，我⼀直在家帶孩⼦沒有工作。今年 7 月
接觸股票，也想在家賺點錢，11 月底、12
月初被網路詐騙了 30 多萬，我⼀直在崩潰
狀態。因為大多數的錢是借回來的，發生這
樣的事，感覺自己太貪婪了。我有罪了，得
罪神又得罪家人，現在無法面對丈夫，面對
婆家的人，因為他們都信佛。我找不到方
向；這幾天⼀直在尋找神，神確實與我同
在，求神為我開路。」
(聽眾「⼀姊妹」)
 求主加添「⼀姊妹」對主有信⼼，在徬徨
無助時更需要倚靠主，能向丈夫認錯坦白
被騙，向主認罪悔改，願夫妻倆在艱難中
彼此扶持，共同面對困難經歷主的保守。

「我 27 歲了。與青年⼈⼀起聊天時，我學
不來他們那種活潑開朗、有趣的聊天方式，
也很怕和⼩孩待在⼀起，⾯對孩童不懂說甚
麼。每逢假日或春節前後，家裡人聚集時我
都會不好受，因為我看到親戚之間有說有
笑，孩童們很喜歡他們，而我顯得很是孤
獨，都不好受，不知怎麼辦。吃酒席前，大
家會聚在⼀起聊天，⽽我卻找不到⼀席之
地，靈魂無處安放，不知道該找誰聊天，又
不知該說些甚麼，還沒有在聖經中找到答
案。真的不能想像，想我這樣的人，又不愛
笑又不會表達的人，誰會喜歡！還有，我希
望我的全家都信主」
(聽眾「不好受」)
 為「不好受」聽眾禱告，能學習接納自己
也學習與人交流溝通，並請記念她的家人
都歸到主的名下。

「有件事我很迷茫，就是我剛通篇讀完聖經
後，現在不知為甚麼，不知從哪開始讀了。
我有好多天都沒讀經了，這中間都是聽節目
或者看⼀些其他主內公眾號裡的文章度
過。有幾次我翻開新約開始讀，可是讀幾章
就不想讀了。我知道基督徒每天要讀經禱告
親近神，我也不知道我這是怎麼了，有時候
我想，難道是我每天太忙了？可是又覺得這
是藉口，再忙總有閒下來的時間，不知道這
段時間怎麼了，很迷茫。每天工作、家務、
輔導孩子很疲憊的狀態下再去親近神，僅有
的⼀點時間禱告，⼜覺得是在應付似的，這
種狀態下該怎樣調整自己？」
(聽眾「⼀路有你」)
 為「⼀路有你」禱告，需要重新整頓心情，
好好體會神話語的甘甜，在主裡面有平安
有喜樂，願姊妹重新回到主愛話語裡。

因為河北疫情反覆，不少人響應政府的呼籲
「就地過年」。⼀些未能回鄉的⼈，在他鄉
感受到⼈間有情。在濟南，⼀家青年旅舍的
老闆辛某，為春節不能回家的外地人提供免
費床位，又為住客準備口罩、酒精等防疫物
資，客房也每天消毒，讓大家平平安安過
年。善行甚至獲得其他人的支持，有人以訂
房為名，然後通過訂單留言，表明房租實際
是補貼辛某的支出；又有人親自送來八箱牛
奶，祝福在這裡過年的人。
《央視網》2021/2/5
 ⼀個寬容、尊重、互助、互愛的社會，是
何其美好！禱告每人都能接納不同的肢
體，在困境時彼此守望，讓神的愛能夠澆
灌在眾人身上，讓更多人能信主。

位於⻄南邊陲的雲南省普洱市，毗鄰⾦三
角，跨境販毒問題嚴重，犯罪分子為了不被
邊防官兵發現，挖空心思藏匿毒品，之前就
曾利用雙肩包、洗髮液、咖啡等。近日，該
市公安機關連破兩宗走私毒品案，就分別利
用油管中空層、書籍夾層藏毒，繳獲超過三
公斤毒品，抓獲犯罪嫌疑人兩名。而自去年
以來，雲南普洱邊境共查獲毒品案件 84 宗，
抓獲犯罪嫌疑人60人，繳獲各類毒品近500
公斤、易製毒化學品約 150 噸。
《中新網》2021/2/4
 為毒品問題影響深遠，求神幫助政府打擊
毒品犯罪，亦為受毒癮綑綁的人禱告，願
福音能成為他們的幫助，也讓更多有心人
願意對他們實際施予援手。

意識到生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近年來，北
京全面落實城市副中心園林綠化規劃，共實
施了超過 100 項重點綠化工程，新增綠化建
設約 25 萬畝，包括有公園、森林、郊野公
園和濕地。城市綠化森林公園是⼀例，位於
北京市通州區，曾是運河故道，也曾是⼀座
化工廠舊址，經過生態修復和大面積的景觀
建設，現已化為市⺠休憩的好去處。在今
年，北京將繼續發展⼀系列的⼯程，使城市
副中⼼綠⾊空間格局進⼀步完善。
《新華網》2021/2/5
 大自然是神的創造，禱告各人懂得珍惜資
源，愛護⼀草⼀⽊。政府的規劃不會只是
門面功夫，會持續落實推行各項環保政
策，讓人與萬物可和諧共存。

在日前舉行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
部⻑陳寶⽣發表講話，強調要做好中⼩學⽣
作業、睡眠、手機、讀物、體質等方面上的
管理。在作業方面，要求小學階段作業不出
校門，初高中階段作業不超出教學大綱；在
睡眠方面，要求確保孩子睡眠充足；在手機
方面，禁止學生把手機帶入課堂；在讀物方
面，要求學生閱讀要以推薦目錄上的書籍為
主；最後在體質方面，則要求學校全面提高
學生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
《澎湃新聞》2021/2/7
 為教育⼯作者和家⻑禱告，求主讓他們有
智慧傳授課本上的知識，懂得教導正確的
價值觀，幫助下⼀代養成良好的⽣活習
慣，成為身心靈健壯的人。

暖心之舉

花樣百出

美化環境

教育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