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 四

照顧不當

「⼀直很喜歡收聽良友電台。最近和丈夫十
分難過，因兒子小時候被奶奶照顧，奶奶為
了收取撫養費為目的，執意要照顧小孩。然
而她對小孩很壞，以致孩子現在六歲也不愛
說話，與人溝通有障礙。目前孩子回到我們
⾝邊，之前⼀直不知道孩⼦在奶奶⾝邊⽣活
境遇糟糕。因為孩子不說話不表達，後來奶
奶就告訴我們孩子有自閉症，我們很難接受
這個事實。把小孩接回身邊以後，透過孩子
的隻言片語，發現奶奶對小孩非常惡劣。我
們不想追究責任，只希望孩子走出陰影忘記
難過的事情，希望他能開口說話與人正常溝
通，求神醫治孩子。」
(彭姊妹)
 求主保守藉⽗⺟的愛和關懷使彭姊妹兒
子身心靈得照顧，在愛護下忘記往昔的不
快事件，能恢復健康快樂成⻑。
高壓治理

中國青少年沉迷遊戲現象日趨嚴重，為了解
決未成年人網絡遊戲成癮問題，國家新聞出
版署推出新規定：針對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
人，中國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
六、周日和法定假期，每天晚上 8 點至 9 點
提供⼀⼩時服務。雖然當局要求嚴格，遊戲
帳號亦需以實名註冊和登錄，以區分出未成
年用戶，但仍無阻商家利用漏洞，向青少年
提供租號、買號等途徑，讓他們能繞過監
管，無限制玩網絡遊戲。
《中國紀檢監察報》2021/9/6
 求主幫助家⻑關⼼⼦女的需要，不要⼀味
責備。讓他們能帶領子女養成規律、節制
的生活作息，鼓勵孩子嘗試不同類型的活
動，以遠離遊戲的誘惑及試探。

星期 五

聽電台信主

「我是聽良友電台信的主，電台節目，陪伴
我成⻑，深受主恩！17 歲開始收聽良友電
台，也就是 2002 年，這⼀年的秋天我跟著
電台⼀起做了決志禱告，把⾃⼰的⽣命交給
主了！在聖靈的感動和引領下，我的靈命和
聽電台的天數天天在增⻑。我每天吃完晚
飯，就會到自己的小房間聽電台親近神，那
段時間和神有這親密關係，真的很開心，好
滿足！在聖靈的指引下，這小房子成了我親
近神禱告神的甜蜜小房，感恩哈利路亞！」
(樂姊妹)
 感恩樂姊妹在年青時就收聽電台節目，使
她有著甜蜜的回憶，喜樂的領受主恩主
愛，願主使用她的見證，引領多人歸主。
玉龍山下

超過 30 萬的納⻄族住在雲南省北部，⼤部
份人住在麗江地區，就是這座高達 5,596 公
尺、覆滿白雪的玉龍雪山山腳。近日傳來雲
南玉龍雪山蘋果收成的消息，猛然想起手上
有⼀片納⻄語的有聲新約聖經，和在麗江那
邊居住的納⻄族⼈。早在 20 世紀初，有傳
教⼠進入納⻄族之中，但是歸主的人很少，
20 年後，只有不到 10 個納⻄族⼈受洗，後
來更受到異端門徒會攪擾。估計現在信徒
200 人。納⻄文化中最⼤的特點是東巴象形
文字，在⼀千多年前被創造，如今只有少數
人會閱讀，納⻄語有聲新約聖經尤其珍貴。
 雲南玉龍山、麗江是著名的觀光區，每年
上千萬遊客到訪，求主興起信徒善用這機
會與納⻄族⼈分享福⾳，使⽤這有聲聖
經，讓更多納⻄族⼈可以得聞基督救恩。
納⻄青年⾼中畢業後，因家庭無法負擔⼤
學的費用，失去升學的機會。求主憐憫。

星期 六

記憶中

心繫神州代禱資料

2021 年 10 月
親愛的代禱勇士：
中文事工辦公室 9 月份舉行了線上姊妹退
修會，為⼀眾姊妹同工義工打氣加油，互相砥
礪。講員林真兒老師分享了做「真門徒」的秘
訣，猶如「蒸饅頭」經過主的揉擀發蒸。小麥
經過徹底的破碎，放下自我，經過揉擀、等候
和火煉，才能成品。過程難受，卻予我有益。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路 9:23）使徒時代，「基督
徒」是不信的人為門徒取的綽號，對當時的門
徒來說，是⼀個代價極重的綽號。今天，我們
作主的門徒又付上了甚麼代價？是否能捨己放
手？
想起⼀個小故事：⼀個⼈邀請耶穌到⾃⼰
的屋子裡住。魔鬼常常來敲門想奪門而入，屋
主每次開門都費九牛二虎之力、筋疲力竭才能
把牠趕出去。屋主突然想起，主耶穌不是住在
廣播事工
我家嗎？就問主：「祢為甚麼不來幫助我呢？」
1. 同心同工：本會仍在等候神差派未來領袖
「你是主人，當然是你去開門了。要不你
的參與，今年眾董事委員在早會分享信 主說：
息、關⼼事⼯，也有直接在週間⼀起事 把屋子給我，然後你來住在我家好嗎？」屋主
奉。董事會副主席何牧師於五月起出任義 醒悟過來，交出鑰匙。當敲門聲再次響起，主
務副總幹事⼀職，同⼼推動事⼯向前，求 耶穌走到大門，不只開了小門縫，而是把門大
大的打開。魔鬼看見開門的是主，嚇了⼀跳，
主加能賜力。
恭敬屈膝說：「對不起，我敲錯門了！」
2. 謹慎前行：面對當前環境的轉變，各方面
今年良友電台的廣播主題是「來，跟從
都進行多番的商討，該如何謹慎地行事， 我！」，這不單是向未信的朋友發出邀請；也是
讓事工可以繼續前進。求神給我們能夠明 對每⼀位信徒的提醒。當我們靠著自己惶惶不
白神的心意，堅持該堅持的、調整可調整 可終日時，請記得主耶穌已住在你裡面。請問
的、改變應改變的；讓同工們都「靈巧像 自己，屋主是誰？
蛇，馴良像鴿子」，持守神託付的使命。
中文事工辦公室主任
心繫神州祈禱會

「記憶中，哥哥姊姊他們的關係是⼀般的，
甚⾄有些冷漠，⼤哥⼆哥會為了贍養⽗⺟的
問題打架，我最小，所以沒有太大衝突。記
憶中，兄姊感情是冷淡的；但自從父親過
世，我蒙主揀選，兄妹間的關係慢慢融洽和
睦。他們年歲愈來愈高，知道在世的日子不
多，所以更看重親情。大姊條件比較好，喜
歡買衣服給家人，挺顧家的。我是被他們帶
大的，因為他們不認識神，所以價值觀建立
在物質這方面。願神憐憫我的家人，使我家
人早日歸在主的名下，認識回神家的路，知
道人生真正的方向，價值意義在那裡。」
(周姊妹)
 讓人悔改的主，赦免周姊妹的家人，蒙主
揀選，藉著姊妹的生命，使家人能認識主
耶穌的愛，得以悔改，⼀家和睦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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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感動他

13 歲姪兒

星期 二

申請升職

星期 三

需要承傳

「信主五年了，知道神掌管⼀切。有時靠著
神克服心中的恐懼，儘量讓家裡保持平靜，
逃避丈夫的抱怨，但是只要看環境，我就覺
得沒有希望，覺得⾃⼰⼀⽣都是⼀個錯誤。
我用了十多年的時間證明人心是自私的，是
無法感化過來的，甚至會因為你不能滿足他
的要求，視你為仇敵。看到⼀個講座，說有
⼀種⼈是缺少情感的，無論給他做多少好吃
的，都無法感動他，我丈夫就是這樣。現在
逃離還能保全自己，如果繼續走下去，不敢
想像結果，還有沒有逃離的能力了，禱告真
有神的帶領嗎？」
(許姊妹)
 安慰人的主幫助許姊妹有來自神的力量
面對丈夫的情緒，藉由教會或輔導幫助她
的丈夫，好好處理夫妻關係，更多為丈夫
禱告，求主憐憫。

「堂哥孩子的問題，今年 13 歲，爸爸媽媽
在他 6 歲時離婚了，爸爸去外地打工，由爺
爺奶奶帶。最近孩子玩手機、蹺課、罵爺爺
奶奶。這幾天來到了他媽媽這裡，昨天晚上
他媽媽打電話對我說，孩子從她手機微信上
轉走了二千塊錢，買了個手機，找他的同學
去了。之前我對他媽媽說要耐心的去愛，關
心、理解，陪伴這孩子。孩子這幾天表現的
也挺乖的，但突然又轉走了錢，人也走了。
我對他媽媽說，給這孩子聯繫，回來後不要
打他，他媽媽說，愛也不改變，打也不改變，
不知道該怎麼辦？」
(陳姊妹)
 求主幫助陳姊妹和她堂嫂在教育孩子的
困難上，更多為孩子禱告，關心和聆聽他
的需要，青少年反叛期的孩子需要更多耐
心、關愛和溝通也需要家⻑智慧的引導。

「去年接了離職同事的工作，直接主管幫忙
申請升職，結果不成功，⼯資還是⼀樣。今
年⼜多了⼀個⼯作，主管⼜幫我申請，又是
失敗。工資不高，工作卻愈來愈多。希望第
三次能成功，是從助理工程師到工程師，非
常難的，工資加的也是最多的。這次很怕又
失敗，為甚麼這麼多的不公平。我家房子是
2017 年買的，到了今年跌了 40 萬，真是掙
錢好難。還多花冤枉錢，我⼀直也堅持⼗⼀
奉獻，⽬前感覺⼗⼀奉獻是花的最有意義。
求神改變我的運氣，現在花錢都要猶豫半
天，⼩東⻄也是，真有點吃不敢吃，穿不敢
穿的心理。」
(劉弟兄)
 求主幫助劉弟兄學習等候及信心的功
課，不是運氣乃是信靠神的旨意成就，求
主幫助他在工作上有發揮也能及早升職。

「怎樣為神的家禱告，神的家如何向外傳福
音。聽說神的家不傳福⾳將來有⼀天要關
門，因為在農村都是老年人，年青人都到城
市裡去讀書或工作或結婚。就是鄉鎮，和縣
城裡有青年人，他們大多是不信主的。他們
的上⼀代多是信徒，但是這些信主的家庭，
他們的下⼀代就沒有到主裡來，上⼀代的⼈
與主親近，下⼀代的⼈就與主疏離。怎樣影
響身邊年輕人信主？現在神家都是老⼀輩
的人，老人安息了，神家就愈來愈少信徒
了，沒有擴展，神家事工需要人參與，求主
賜下智慧，願主祝福神的家。」
(李姊妹)
 掌管時代的主，現在神家青黃不接，信徒
上年紀的多，他們需要培育信徒，承接上
⼀代的棒，神家需要承傳，求主恩待賜
福，建立信徒成⻑。

在成都市武侯區，出現了⼀間無⼈看守、牆
上掛滿白色袋子、要掃碼才能進入的玻璃
房，吸引行人的注目，原來這是自助回收投
放點，被稱為「環保陽光房」。用家只要將
回收物品，裝進已用微信註冊的袋子，再放
回玻璃房，工作人員便會在五個工作天內計
算重量，並透過電子支付平台提供回贈，以
鼓勵公眾回收。現時，可接受 14 類回收物
品，包括玻璃、膠袋，織物、電子電器等，
未來這種回收模式將進⼀步推廣⾄各地。
《成都商報》2021/9/6
 在日常生活中，禱告各人不嫌麻煩，願意
進行垃圾分類，方便日後循環再造。又會
採用更多再造物料製造、較少包裝和更持
久耐用的産品，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近來，網上二手交易平台頗受消費者歡迎，
但看似雙贏的買賣方式，背後卻隱藏不少陷
阱。最普遍的是，買家單看圖片，未必能從
商品外觀看出是否有問題，需要自行判斷真
假和質量，變相增加上當受騙的機會。另
外，有買家貪圖便宜，被成功游說私下作交
易，結果轉帳後卻收不到商品，賣家也消失
得無影無蹤。由於二手交易平台缺乏行業規
範，買賣雙方的權益只受到有限保障，當出
現消費糾紛時，很多時候難以討回公道。
《⼈⺠⽇報》2021/9/6
 為消費者的購物習慣禱告，無論是全新還
是二手商品，都經過理性分析後才下定
奪，時刻提高警覺。交易平台亦檢討自身
的制度，確保各人的權益得到保障。

國內許多銀髮族，因為家人忙於工作，未暇
照顧他們，甚至疏於關懷，於是開始嘗試「抱
團養老」，即是在平等⾃願的前提下，⼀群
老年⼈搬到同⼀個地⽅共住，互相照顧、以
共享資源的模式生活。理念看似美好，但實
施起來卻不容易，關鍵多半出在「錢」的問
題；「抱團」成員彼此間經濟能力、消費觀
念的差異，引致分攤費用的矛盾。另外，為
了節省開支，住宿地點多半選在農村，但未
必有相配合的醫療條件。
《北京晚報》2021/9/6
 實踐新的養老模式，需要智慧解決紛爭和
問題，以及有合適的配套，求主賜給參與
者和管理人員。也願子女能有孝敬的心，
在父⺟⼀切的所需上，盡⼼盡⼒。

上月 10 日為內地教師節，有網⺠在線向政
府反映，深圳市⼀間中學有家委會，發動集
資購買教師節禮品。教育部門其後證實事件
屬實，表示這是家委會自主行為，教師均未
有參與。聲明續稱，已通知家委會將集資退
還家⻑，同時明確表⽰，教師不能接受家⻑
的各種禮品。現實中，無論是教育亂收費，
還是老師違規接受宴請，抑或在群組裡集體
吹捧老師，背後幾乎無⼀例外地有家委會的
參與，⻑期以來飽受社會詬病。
《北京青年報》2021/9/6
 政府曾整治教師節送禮之風，但問題仍然
存在，禱告官員有智慧解决。為家⻑禱
告，不會為了不良動機而參與家委會，老
師亦秉持良心，不會唯利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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