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 四

危機感

「感覺教會的風俗習慣已經世俗化。教會
的靈性正在走下坡路，甚至覺得已經失
控。我在教會要求開同工傳道會議，但是
很渺茫。教會人多了，意見也多了，已經
失去起初單純的信心仰望神。深深感受到
國內教會的危機感，再加上外在勢力的逼
迫，感覺愈來愈艱難了。懇請為國內教會的
屬靈狀況祈禱，也為現在年輕⼀代的基督
徒禱告。求神讓年輕的基督徒靈命紮根，
得到造就，願教會重視年輕人，多給他們
機會參與侍奉，也求神使用他們，能夠傳
承基督福音使命！」
(宋弟兄)
 感謝神使宋弟兄有愛教會、愛年輕人的
心，願他在教會能有機會栽培新⼀代的信
徒，為年輕人得到造就，教會願意看重年
輕人，為年輕人開通達道路禱告。
無良生意

近來，內地流行將動物當玩具，以「盲盒」
形式出售，雖然飽受批評，但似乎禁之不
絕。早前在四川成都，有動物救助中心接到
愛心人士的舉報，在⼀輛快遞貨車上，發現
逾 160 隻貓狗被包裝成「寵物盲盒」，正準
備郵遞出去。牠們困在麻布袋包裹的塑膠箱
內，因欠缺空氣或糧水，許多貓狗被救出後
奄奄⼀息，當中更有四隻已經死亡。事件揭
發後，在多個網上購物平台，仍有商家售賣
活生生的動物，且承諾包郵。
《新京報》2021/5/7
 禱告我們眾人都學懂珍惜生命，對動物有
愛心憐憫，不會做出虐待的行為。政府能
制定有效的法例，負起責任調查、起訴不
良商家，杜絕將生命當作商品。

星期 五

臍帶繞頸

「因著孩子臍帶繞頸及另外⼀些原因，導致
家人都很緊張這個孩子，孩子出生時臍帶繞
頸以致大人和孩子都有生命危險。然而感謝
上帝，經醫⽣努⼒搶救，我們⺟⼦都能平安
活過來。換個角度來思考，應該感謝上帝賜
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和保守。因著這些經歷，
就更加珍惜和愛護這個孩子，向神感恩。願
孩⼦能在神的保護下成⻑，耶穌的智慧和⾝
量，並神和⼈喜愛他的⼼，都⼀⿑增⻑。」
(朱姊妹)
 賜人平安的主，保守朱姊妹經歷到祝福，
在生產事上能化險為夷，生命是上帝所賜
與的，願小孩能在主的保護下，健康地成
⻑，願主使用他們的見證，榮耀主名。
未觸之⺠

據宣教機構調查研究，在神州大地上，有高
達 180 個少數族群未聞福音，被界定為「未
接觸的未得之⺠」UUPG（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定義是：這族
群中間，未曾有廣傳福音或建立教會的策略
和⾏動。這些⺠族被⼈忽略，有些我們連他
們⺠族名字聽都未聽過。這些⺠族⼈數不
多，⽽且分佈在偌⼤的範圍，⼀般都是偏遠
又為人忽略的。上世紀末，有宣教團體開始
關注這些族群，並默默在部份族群中服侍。
 因各種原因，不少宣教事工無奈的撤離或
暫時停擺，請記念；⽽為少數⺠族作福⾳
廣播其中⼀個重要元素是：要有⼀定數量
的人口，才值得用接觸面廣泛的電波覆
蓋。如今透過不同的廣播平台，可以較有
效的向不同族群傳福音，請為我們可以為
這些族群製作有聲福音信息禱告，這是莫
大的挑戰，願我們只知忠於主的託付。

星期 六

餘生奉獻

中國新聞及代禱資料

2021 年 6 月
親愛的代禱勇士：
5月11日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出
爐，中國仍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共有 14.12
億人，其中 16-59 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有 8.8 億，
而人口的平均年齡是 38.8 歲。有媒體（註 1）
提出九個數據可看清十年人口變化：
1) 十年增加 7,206 萬人，雖人口有所增長但增
速緩慢；
2) 平均每個家庭 2.26 人，家庭規模繼續縮小；
3) 東部人口佔比 39.93% ，西部人口佔比
27.12%，人口向經濟發達區域、城市群進一
步集聚，其中廣東省、山東省人口過億；
4) 男女性別比 105:100，男性比女性多了 3,490
萬人；
5) 60 歲及以上人口超 2.6 億，人口老齡化持續
加劇；
6) 具有大學文化程度人口有 2.18 億，受教育情
況持續改善，人口素質不斷提高；
7) 城鎮人口增加 2.36 億，新型城鎮化快速發展；
8) 流動人口 3.76 億，人口集聚於城市；
9) 漢族人口佔比 91.11，少數民族佔比 8.89，少
廣播事工
數民族人口佔比上升 0.40 百分點。
1. 247 禱告城牆：
⾯對此⼀數據，福⾳廣播如何回應？良友
為推動聽眾多禱告，良友電台《施恩座前》 電台已有針對老年人、女性、家庭親子、青年
啟動「247 守望禱告城牆」活動：每天 人的節目，但尚未開發適合男性尤其是單身男
24 小時持續的禱告，讓不同地域的聽眾 ⼠收聽的節⽬。也在五⽉初的⼀個星期五早
都可以認領報名。聽眾要立志每週至少撥 上，《獻上今天》直播節⽬，⼀位信主才兩周的
出 15 至 30 分鐘，為個人、家庭、教會、 江蘇聽眾參加背金句的活動，他激動地分享信
國家、普世宣教事工專心禱告。
主兩周也聽了兩周電台節目，深得幫助和激
勵。求主賜下智慧引導同工能善用此人口普查
2. 聖工學士：
良友聖經學院於本年度新開設的《聖工學 報告，製作貼近適切中國同胞的節目。

「我是在上海的家庭聚會受浸的，也願意餘
生奉獻給神。畢業後在福州，軍隊禁止參加
宗教活動，假日也不准外出，教會聚會就停
止了；後來到了廈門，但總是無法委身於固
定聚會點，退伍回到泉州。我雖從小信耶
穌，卻是在上海受洗，我家人現在與倪柝聲
的⼩群⼀起聚會，退出了三⾃教會。感謝
神，我從 4 月份開始就收聽良友電台，每天
收聽 5 個小時，從網路來追求基督，就是沒
有肢體生活，原因很多，恐怕我的生命需要
基督的更新。願神的旨意在泉州，在我心
中，也在我家庭中。」
(郭弟兄)
 感恩郭弟兄願意把餘生奉獻給神，求主為
郭弟兄預備合適的教會有固定的教會生
活，建立肢體相交，有牧者的牧養，好好
在主裡裝備自己，被主使用。

士課程》，已收到本科生及進深文憑畢業
生及新生共 400 多位報名參加。同學反應
熱烈，本《聖工學士課程》旨於提升學員 註 1:《生命時報》2021.05.11 節目部主任
知識、學習與事奉的能力，盼望學員能成
主編：姚慶生 執行編輯：徐菀蒂
為更整全的屬靈領袖，提高內地教會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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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日

星期 一

還是心痛

雪上加霜

星期 二

星期 三

⻑出⼀個瘤

如何管教

「現在的我非常非常痛苦，心痛男朋友反覆
傷害我。我們是異地的，昨天他在電話裡還
說再也不會拉黑（註：微信拉到黑名單）我，
也提到以後結婚想過主裡的生活。第二天就
拉黑我了；我的心碎了，覺得活著太痛苦
了。去年鬧分手，我就因抑鬱情緒導致了睡
眠障礙，不是入睡困難，就是早醒，吃了抗
抑鬱藥。前兩天神藉著約瑟的經歷給了我⼀
些安慰，精神振作⼀些，不會想死，陷入抑
鬱。但還是心痛，不知道是胸痛還是心痛，
身體不適，睡眠雖然不太容易，但是不太嚴
重，躺⼀個⼩時可以睡。求神引導我前⾯的
路，不憑著自己的意思，單單信靠神。」
(「哈拿」姊妹)
 求主幫助「哈拿」能有智慧處理與男友之間
的感情問題，正視自己的情緒，放開胸懷，
多多親近主，倚靠主作剛強人。

「給女兒看病家裡已經欠了許多的債務，丈
夫創業失敗，雪上加霜，負債累累。丈夫性
情大變，脾氣變得非常差，常常對家人發脾
氣，不賺錢養家，還常常借錢用在他的酒肉
朋友身上，我萬念俱灰，非常崩潰，很多次
想帶女兒⼀起⾃殺。當時信⼼很⼩很軟弱，
心裡常常充滿恐懼苦毒怨恨，有時也會埋怨
神，為甚麼這些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為甚
麼神不聽我的禱告離棄我？為甚麼不救我
脫離苦海？覺得自己苦不堪言。現在我學會
了有信心接受，神在我順利豐富中的恩典是
極大的。」
(湖南省蘇姊妹)
 憐憫人的主，幫助蘇姊妹靠祢有力量，過
得勝生活，感動她丈夫回轉歸向神，姊妹
有堅固的信心照顧女兒，定睛仰望主走前
面的每⼀步，願主堅立她的信心。

「這段時間我家發⽣了⼀件很嚴重的事，幾
個月前我家 81 歲的家公，⿐⼦上⽅忽然⻑
出⼀個瘤，到醫院檢查是惡性腫瘤不能⼿
術，這瘤⻑的很快，現在⻑⼤到把右邊的眼
睛完全覆蓋了，眼睛沒有了，左邊眼睛也剩
下半隻，不停的流眼淚。而且，這個瘤壓的
鼻子出氣也不順暢，看了真讓人心疼。最主
要是他還沒信耶穌，我很擔心他以後靈魂的
歸宿，經常流眼淚為他禱告。我們家鄉的人
心很硬，不相信有神。請老師幫我家公得救
禱告，求主耶穌憐憫我的家公，減少他的痛
苦。」
(江⻄省賀姊妹)
 求主記念賀姊妹的家人和家公能蒙揀
選，成為主的兒女，懇求主垂聽姊妹的禱
告，讓她家能成為主愛的家，同時也除去
家鄉人剛硬的心，醫治她家公的腫瘤。

「我是經由教會姊妹介紹，才知道有良友電
台，在手機上下載了良友電台這個欄目的，
這幾天⼀邊上班⼀邊聽你們的節⽬，感覺真
好，對我很有啟發。現在最困惑的是我的侄
子，20 歲了；從去年底開始，就不間斷的跟
我們要錢。這個孩子從小就是我爸媽帶大
的，而且從小就生活在吵鬧的環境中，所以
孩子性格特別的內向，平時不願意跟人溝
通。侄子已經離婚了，我擔心孩子在外面跟
不好的⼈混在⼀起。不停的給他錢⼜怕會害
了他，不給又怕孩子已經成年了，自己也會
辦信⽤卡的，感覺更壞，請幫忙指引⼀下，
我究竟該怎麼辦？」
(吳弟兄)
 賜人智慧的主，求幫助吳弟兄有愛心和智
慧與侄子相處，多與他溝通關愛他，讓侄
子感受到叔叔的愛和主耶穌的愛。

在江蘇省，⼀名男⼦謊稱⾃⼰有安置房要
賣，先後詐騙 13 名被害人，合共款額超過
千萬元，被法院判處徒刑 11 年，並處罰金
十萬元。所謂安置房，是政府進行城市道路
建設和其他公共設施建設項目時，對被拆遷
住戶進行安置所建的房屋；若有餘下的安置
房，政府會以委託拍賣等方式銷售。因房價
普遍較低，讓不法份子有機可乘，在網絡上
聲稱受官方委託，再通過偽造印章、合同，
令受害人不虞有詐上當受騙。
《檢察日報》2021/5/7
 禱告政府有措施解決置業難的困局，以及
建立公開渠道，讓⼈⺠掌握正確的房地產
資訊；消費者也要保持理性，仔細辨別廣
告宣傳，不要因貪小便宜而吃虧。

教師體罰學生，可以「狠」到甚麼程度？河
南⼀位⼩學三年級學⽣，因上課講話，被老
師拖拽頭髮到講台罰站，之後出現頭痛、頭
腫、低燒、嘔吐、半昏迷；就醫查出頭皮和
頭骨分離，最後要住院治療 22 天，做了七
次穿刺手術，經鑑定構成輕傷二級，涉事老
師被警方刑事拘留。事件曝光後，亦揭露學
校管理層決定輕忽，⼀開始認為體罰學⽣只
屬師德問題，沒有追究涉事老師的責任，直
到逾兩星期後才將其停課。
《澎湃新聞》2021/5/7
 在充滿壓力的教學下，禱告老師以合乎神
心意的標準，盡⼒栽培每⼀個學⽣，協助
他們成⻑。興起更多愛主的教育工作者，
把公義、真理、聖潔帶進學校。

上月，有調查機構發表報吿，理財教育相關
的書籍銷量大幅暴升，有些標榜快速讀懂的
系列，甚⾄增⻑五倍左右，反映公眾對學習
相關知識的興趣強烈。有商人把握商機，設
立機構推出投資理財的培訓課程，但因缺乏
監管，從業人員良莠不齊，導致問題叢生。
相關投訴包括誇大的宣傳手法、課程與價值
不符、欺騙參加者的金錢等，更有⼀些機構
打着「財商教育」的旗號，實際卻違規向公
眾推薦股票、證券基金及理財產品。
《經濟日報》2021/5/7
 願神賜大眾有智慧，明白學習理財沒有捷
徑，嚴格揀選合適的書籍、教材或課程。
幫助各⼈記得：所有的⼀切都屬於神所
賜，心存感恩並精明地處理金錢。

原以為沒危險的化學物品，竟成家居隱藏的
陷阱！意外發⽣在廣⻄，上⽉在百⾊市⽥陽
區，有⼀間房⼦突然發⽣爆炸，造成⼀⼈死
亡，三人輕傷，附近許多房屋的窗戶被震
落，路旁多輛車輛受損。從網路流傳的現場
畫面可以看到，爆炸後蕈狀雲直衝天際，有
居⺠指出，爆炸產⽣的巨響，遠⾄⼗公⾥外
都能聽見。初步相信事故起因，是因房子內
存放⼀批熱膨脹劑，但原應沒有爆炸性，故
政府正追查其來源，以釐清爆炸原因。
《中新網》2021/5/7
 紀念受爆炸影響的居⺠，願主的愛與他們
同在，政府早日找出爆炸原因，將來可避
免發生同類意外。也為中國各地的家居安
全禱告，讓每⼀處⺠眾出入都平安！

廉房誘餌

誰更不當？

亂教理財

居安思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