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 四

戒毒掙扎

「某天突然發現丈夫有吸毒史，斷斷續續的
沒有戒掉，發現他每天去喝美沙酮！只是⼀
直瞞著我。仔細回憶過往，他的思想狀態，
努⼒的對我和孩⼦好，⼀直在操⼼我們的⽣
活，自己不捨得，都買給我們。感覺到他是
努力的回歸正常生活！真的想戒掉的。他還
需要照顧 90 歲的老爸，這年間天天都是從
我們家和他老爸家來回奔波。身體愈來愈
差，沒有戒掉，內心也很掙扎。發現自己努
⼒了⼀年，毒癮就是沒辦法抗拒，曾看⾒他
不喝藥時痛不欲生的狀態，簡直就是活在人
間地獄！他是努力克制著自己，可是發現做
不到。」
(聽眾「心痛姊妹」)
 安慰人的主，求祢給「心痛姊妹」信心幫
丈夫戒掉毒癮，夫妻坦誠面對，求主加他
們力量勝過軟弱的肉體。
做好準備

與其災後重建，倒不如及早防範、抵禦自然
災害，因此中國財政部近日撥出 12 億元，
作為農業生産和水利救災資金。資金目的之
⼀，是⽤於⽀持浙江、雲南、廣東等省（區），
做好臨時抗旱水源建設、添置提運水設備，
增強抗旱保障能力，解決因旱飲水困難；二
是用於支持河北、安徽、河南等省（區），
購置農作物重大病蟲害防控所需的物資，推
廣生物防治、生態控制和化學應急防治，以
穩定農業生產，保障糧食安全。
《中新網》2021/4/6
 全球氣候異常，中國自然災害頻繁，求神
憐憫百姓，讓農業生産和水利救災資金用
得其所，及早防範的措施有助解除百姓失
去生命、糧食或家園的威脅。

星期 五

滾下山坡

星期 六

種種不滿

「我在採茶時，因山路太滑了，我滾下山坡
了，腳脖子骨折了，到醫院打了石膏。工頭
立刻買車票把我送回老家，現在⼀個⼈無法
站立，想找個人幫忙。經諮詢了當地有關部
門說：『先作傷殘監定後，再控告工頭。』
我不想控告，第二個電話又說：『在哪裡工
傷，就必須在哪裡申請賠償。』前天到醫院
看腳時，大夫說的可怕，工頭怕承擔責任，
嚇得馬上送我坐車回老家。當時扭的腳脖子
都快⼀圈了，腫得像個饅頭大，雙膝、大腳
指都發黑了，滾下來好遠；現在全身都是痛
的。因為走得急，工頭都沒有給我工資，沒
有醫藥費，希望保險能作出賠償。」
(李姊妹)
 慈愛的主，求祢幫助李姊妹工傷能獲得醫
藥費和薪金的賠償，幫助李姊妹與工頭有
好的溝通，讓工頭看見主耶穌的慈愛。

「有兩個問題請教您。第⼀個是孩⼦壓歲錢
的問題；孩⼦的壓歲錢不願交給⽗⺟，說他
自己管，可是到手就會浪費，我很生氣。不
知怎麼辦好？節目中沒有聽到這方面的，所
以請教！第二個：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時，我
很痛苦；就想學校的貧困生資助的事，該得
的得不到。還有很多，例如：校方和某人公
司聯合起來，承包學校的住房，讓學生住宿
管理。雖然說是自願，但背後是強迫！我們
做家⻑的很氣憤，但無奈！在此情況下，感
到有種委屈，種種不滿，沒有喜樂，無法自
拔！求幫我走出怨恨的環境！」
(聽眾「不滿姊妹」)
 安慰人的主求祢讓「不滿姊妹」明白在主
裡面有真正的平安喜樂，更多的倚靠主過
得勝的⽣活，把⼀切憂慮不滿交給主。

不少在少數⺠族當中服侍的同
工，因著新型冠狀病毒的原
故，被逼滯留在自己老家，而
無法回到服侍的崗位，這情況
已經超過了⼀年多。隨著疫情
放緩，很多忠心的同工已經陸
陸續續返回他們的工場，積極部署，疫情後
不同的事工安排。
 請在禱告中記念回到少數⺠族中服侍的
同工，求主賜智慧讓他們懂得怎樣恢復過
去的事工，或另覓分享基督之愛的服侍；
另外有同工因故未能回去工場的，他們需
要靈活改變服侍對象的模式，極力維持過
往⻑期已來建立的⼈際關係，尋求在海外
延續對福音對象的服侍。

1. 準備服侍：

返回工場

廣播事工

配合良友電台第二季主題「來行動―—準
備服侍」，電台推動「幸福邀約」友誼佈
道行動，鼓勵聽眾回應神的大使命，付出
行動領人歸主。六項精心設計的友誼佈道
活動，讓聽眾將佈道成為⽇常⽣活的⼀部
分，與福音對象建立關係，逐步分享福音
訊息，領人進入救恩之門。
本會於內地開展的播客（Podcast）事工
「破殼」，兩個節目《漫影台燈》及《返
璞歸真》與內地年青聽眾交流都有良好反
應，感謝神。良友電台網上週⼀⾄五下午
直播音樂節目《午的空間》，也努力爭取
更多與年青⼀代的互動，反應也佳，請為
新⼀代青年主持祈禱。

2. 新代聽眾：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21 年 5 月
主內親愛的代禱勇士：

「祂為我開路，在絕境無路之處，雖未
看見，祂已眷顧，祂要為我開道路。祂為我
引導，領我靠近祂懷抱，愛和力量日日幫助，
祂為我開路，祂為我開路。」
筆者不但喜歡《祂為我開路》（God will
make a way）這首詩歌的曲調，也十分認同歌
詞的內容。神非但沒有應許信徒天色常藍，祂
甚至容讓屬祂的人面臨絕境（在舊約和新約都
有許多的例子）。神的⼦⺠在無路可⾛時確實會
不安及困惑，但讓我們不要忘記神的看顧，祂
的愛和力量仍然天天在幫助我們。祂更要在祂
的時間為我們行奇事；祂要為我們在曠野開道
路、在沙漠開江河！求神叫我們在⼀切事上，
都不要灰心，耐性等候祂，向祂恆切的祈求。
為內地教牧：因著大環境和各樣的限制，
教牧同⼯要傳揚和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點都不容易。他們要忠心負起牧養的責任時，
也要面對許多挑戰。
為宣教同工：在新的管理規定下，在內地
宣教的同工空間日漸收縮，祈求天父保守這些
同工，讓他們的生命和事奉繼續成為主耶穌美
好和有⼒的⾒證。願天⽗看顧他們每⼀個，賜
給他們平安！
為福音廣播：在新的形勢下，本已如履薄
冰的福音廣播的處境更不容易。祈求天父保守
和使用福音廣播事工，使更多神州大地上的同
胞成為切切實實跟隨主的門徒！
敬祝 愛主更深！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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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人監督

蒙上帝保守

星期 二

向我借錢

星期 三

家的安危

「鄉政府部門的人在禮拜天，我們聚會的時
候來了，要帶領的同工簽名，接受政府的協
管，不然就不給聚會。教會有些同工不同
意，恐怕⼀簽字就凡事由不得⾃⼰了。最後
他們硬拉著聚會中⼀個老奶奶按了⼿印，聽
說下個禮拜天他們就要派人來監督了。我們
很軟弱，但還是認為如果他們要我們做得罪
神的事，還是不能做，但教會有位講道還不
錯的人說：『日本人那時候逼迫基督徒時，
把人的頭浸在辣椒水裡，那時的人可以否認
自己的信仰。』我們就和他辯駁，我很軟弱，
半夜都沒睡著。」
(聽眾「教會姊妹」)
 主是我們的避難所，求主給「教會姊妹」
的教會有力量面對逼迫，賜下合⼀的心與
教會共同面對挑戰，警醒末世的屬靈爭戰，
堅固教會肢體能彼此扶持鼓勵。

「我的⺟親是⼀個虔誠的老基督徒，33 年
前，⺟親把福⾳帶給我們姐弟仨，我們都結
婚有了家庭和孩子。多年來我們信仰的根基
建立在耶穌裡，但是也有軟弱和無知。感恩
的是，上帝憐憫，家庭還是蒙上帝保守的！
我們兒女的學業、工作、婚姻實在需要代
禱！孩子們都已受洗，但年輕人，面對這個
混亂的世界，需要時刻代禱。作為⺟親，懇
請為我們家庭三個孩⼦禱告，讓他們⼀⽣都
行在上帝的旨意中！侄兒在日本求學，期待
上帝保守帶領；侄女剛剛考研，等候面試；
我閨女結婚了，在婚姻、工作上更需要上帝
帶領！」
(聽眾「姐弟仨」)
 慈愛天父「姐弟仨」的家庭和子女都在主
的帶領下成⻑，求主記念他們的下⼀代，
願他們的家能成為主的見證。

「別⼈向⾃⼰借錢，⼀定要給嗎？『你手若
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
人施行。你那裡若有現成的，不可對鄰舍
說：去吧，明天再來，我必給你。』（箴言
3:27-28）有教會的⼀個姊妹發資訊，要借
錢給女兒培訓學舞蹈，理由是沒錢交費了。
他老公在外打⼯，就⼀個孩⼦，還有錢培訓
興趣沒錢交學費？還用得著借錢？我沒借
給她。這個姊妹根本不常來教會，偶爾來就
是讓我們為她禱告，說是被捆綁了。她很久
沒來教會。拒絕別人，是不愛主，沒有按聖
經的教導，但我又沒感動要借她。怎麼辦？」
(浙江省⼀姊妹)
 賜人智慧的主，願主的話語堅固姊妹的
心，能清楚明白主的感動和帶領，讓姊妹
能靈巧的侍奉主，服事教會，在甘心樂意
中幫助他人而非勉強。

「每⼀天都聽電台的節⽬，澆灌了我乾枯，
憂傷的心靈，心深感到主每時每刻都與你我
同行。請你們為我們聖約翰教堂榮神詩班的
姊妹們，向主呼求：醫治肖姊妹的腦瘤，古
姊妹身體不適，李姊妹的腰疼，求主用奇妙
之手醫治。也求公義的神保護，我從四歲就
在這個家園生活的地方，不要被惡人，用權
力之手奪去，儘管在這個家園中經歷過許多
風風雨雨。現在 70 多歲的我，⽗⺟親溫柔
的呼叫聲，哥姐弟兄姊妹的嬉戲場景經常浮
現，對家的依戀，很深刻！求弟兄姊妹們為
我家的安危，向主呼求！」
(老姊妹)
 愛我們的主，求祢垂聽老姊妹的禱告，教
會兄姊的需要，求主看顧，家園的安危求
主保護，讓老姊妹有平安交託的心，面對
生活帶來的衝擊。

你有遇過使用手機程式時，要求開放權限的
提示嗎？在中國，有些手機程式會利用權限
開「後門」，超範圍收集個人信息、違規使
用個人信息、甚至泄露用戶私隱如電話號
碼、短訊等，收集的數據甚至會被不良企業
打包賣給其他人。工信部早前發佈，稱有 136
款手機程式存在侵害用户權益行為，當中 60
款未按要求修改需要下架。當局將繼續調
查，有否更多手機程式涉及安全隱患，保障
用家個人資料外洩。
《中新網》2021/4/6
 禱告各人明白需要尊重別人的私隱，不會
意圖用任何方法盜取他人信息；政府能制
定更有效的私隱條例，杜絕不法之徒竊取
個人資料作謀利。

開⾨收快遞，已經成為現代⽣活的⼀部分，
但包裝垃圾也隨之而來，造成極大的資源浪
費。為了推動環保，由四月起，國家郵政局
落實《快遞業限制過度包裝要求》行業標
準，爭取利⽤⼀年時間，遏制過度包裝等違
法違規行為。《要求》明確了包裝選用要求
和原則，包括鼓勵優先採用可重複使用、易
回收利用的包裝物，不過多使用膠帶，盡量
減少包裝層數、空隙率和填充物，鼓勵物流
公司建立回收流程，循環再用包裝物。
《中新網》2021/4/6
 禱告在政府推動下，快遞公司能發展綠色
物流，减少包裝污染。另外，⺠眾能提高
自我的環保意識，應買則買，減少因衝動
消費，而丟棄不合用的商品。

曾有國內調查顯示，九成受訪者不了解柏金
遜症。為了加深大眾對此病的認知，提升基
層醫生的診療水平，國內有數個醫療組織近
日合作，推出名為「抗柏詞典」項目。詞典
由中國柏金遜症領域的專家共同編著，以有
趣生動、簡單實用的風格和形式，覆蓋疾
病、藥物、手術、康復等多方面，例如收錄
柏金遜症診療相關的專業名詞，用淺顯易懂
的文字解釋，幫助患者和家屬明白；另亦有
問答部分，避免病友及家屬走入治療誤區。
《中新網》2021/4/3
 為柏金遜症的患者禱告，但願他們不會因
為誤解，錯過了治療或有效控制病情的時
機；願主賜給他們的親人希望和力量，能
有更多的愛心與耐性。

隨著國內收入水平提高，加上實施二孩政
策，愈來愈多人選擇聘請月嫂、鐘點工、保
姆等減輕家務負擔，但目前相關從業人員的
空缺，卻高達三千萬人左右。而且，家政行
業仍然存在著行業散亂、管理標準不健全、
家政人員質量良莠不齊等問題。有業內人士
表示，要提升整體服務質量，需要有更多職
業院校提供課程，以培訓提升技能；另外，
需要用更具吸引力的職業前景，完善各項權
益保障，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
《央視財經》2021/4/7
 禱告國家盡快制定相應的法律，保障家政
服務從業人員的權利，並設定資歷認可架
構，鼓勵有興趣的人士入職，接受持續培
訓，不斷更新知識和技能。

嚴查違規

網購背後

增廣「健」聞

缺人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