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期 四

活著為何

「住偏遠山區，沒甚麼文化。在打工時，主
的恩典臨到，在家庭教會學習班讀聖經數
遍。後到郊區福兒院，打雜種菜餵羊雞，
算算七年半了，屬靈追求沒有。每天荒廢
時間，辜負恩典，好像瞥見幾十年後沒啥
兩樣。孑然⼀⾝，劣等下⼈。在⼀個地⽅
時間久了，習慣了，好像也沒有祂明確帶
領，不知該何去何從。如此下去，豈不是
等於回到泥裡去滾，禱告無語，禁食無
志。我該慶幸，健康無疾，夜有棲身之地，
晝有⼀⽇三餐，體有⾜夠衣服。活著的意義
何在，深知祂是所有問題的答案。」
(聽眾「無名弟兄」)
 慈愛的主，求安慰「無名弟兄」的心，在
孤單乏味生活中有主的話語成為他的亮
光和陪伴，與主建立甜蜜關係，靈裡滿
足。
法律援助

最⾼⼈⺠檢察院與全國婦聯合作，展開「關
注困難婦女群體，加強專項司法救助」的專
項活動，主要目標為符合救助條件的困難婦
女，以改善她們生活和發展的社會環境。重
點對象包括有返貧風險的農村婦女；遭受性
侵、家暴等違法行為的婦女；因家庭主要勞
動力受違法犯罪侵害致死或喪失勞動能
力，需要養育未成年子女及贍養老人的婦
女；身患重症或殘疾的婦女；無人贍養或贍
養人無能力贍養的老年婦女。
《新華網》2022/4/7
 求主掌管司法部門的工作，讓工作人員在
工作上秉公行義，讓人人在法律面前得到
保障。禱告社會各人都能有慈愛憐憫的
心，願意對弱勢社群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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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問題

「從上帝求來的女兒，30 多歲生了她，她也
很省心，不用我怎麼管，倒是我為生活奔
波，忽略了她。孩子高三了，從高二開始就
不想學習了；疫情期間喜歡上手機、追星。
前天的月考都沒考完，就哭著請假回家。說
不想考試，真的很難接受，最近反覆幾次這
樣；在家只看手機。前段時間嫌大人催她睡
覺消極抵抗，早上 4 點才睡。現在跟她講不
通道理，她也不想聽。我⺟親信主，也為她
代禱。可能我⼀直太順著她了，現在不知怎
麼辦，讓我也有夠用的恩典養育好她。」
(張姊妹)
 求主幫助張姊妹，有智慧照顧反叛期的女
兒，在主裡面求力量、忍耐。願主施恩賜
福給這個家庭。
無窮之路

香港電視台在中國境內花了三個月，實地採
訪了十個具有代表性的深度貧困縣，報導了
這些地方的改變，讓觀眾認識在偏遠地區的
老百姓和他們的近況，其中不乏是少數⺠
族。從福音角度，這也是貧瘠之地。2007
年，雲南⼀位少數⺠族因家庭問題⼼中煩
惱，在別人介紹下收聽福音廣播後信主，並
帶領⽗⺟及兄弟姊妹歸主；之後接受培訓，
積極在鄰近地區傳福音和牧養信徒，成為許
多人的祝福，叫不少同胞也進入救恩的豐盛
之中。
 求主祝福這位少數⺠族的傳道同⼯和他
的同⼯團隊，使⽤他們在族⼈和鄰近⺠族
作福⾳使者，把基督豐盛⽣命帶給⻄南地
區。當外來的人不能進入時，願神興起當
地信徒，在少數⺠族中肩負傳福⾳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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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神州代禱資料

2022 年 5 月
「這是⼀次傳福⾳的奇妙經歷。信主後與不 親愛的代禱勇士︰
信的⼈接觸時，總會有⼀種莫名的難過，不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
僅會想：他們的靈魂將去哪裡，他們⼀⽣可 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弗 6:18）
能只認識我這唯⼀的基督徒，如果我不把福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 6 章 18 節帶給我們在
音講給他們聽，他們連信的機會都沒有。因 禱告上十分寶貴和適時的教導。
為⾃⼰信主時間不⻑，不知道該怎樣去傳講 靠著聖靈：不單為主作見證我們需要倚靠聖靈
福音。感恩有次收聽電台節目就聽到了關於 的能力，禱告和代求也需要倚靠聖靈的能力。
傳福音的信息，於是我就按照節目中教導的 「靠著聖靈」原文是「在聖靈裡」，禱告者的生
那樣和福音對象沒有講太多，只說了自己是 命應是由聖靈充滿和管理的。
怎樣遇見神，經歷祂的拯救、醫治。奇妙的 隨時多方：「隨時」不是指任何時間，而是指任
事發生了，對方好像特別感興趣，讓我看到 何的處境，「多方」是指各樣的禱告和代求。為
神已經在她心中作工，真是莫大的鼓勵。」 神州大地上的同胞代求，因著轉變的處境和不
(敏姊妹) 同時代的需要，實在需要我們隨時和多方的代
禱。
 願姊妹更多經歷主的感動和同在，時刻敏
「警醒」在原文的意思是「張大眼
銳人的需要，勇敢為主開口廣傳福音。 警醒不倦：
睛」，就是要留意周圍的環境，好作準備並為需
要代求。本會出版這份《心繫神州代禱資料》
廣播事工
的目的，正是希望讓大家能警醒不倦的代求。
1. 疫情下的遠東：
「聖徒」原文作屬主的人。代求的對
第五波疫情中，本會三分之⼀同⼯或同⼯ 為眾聖徒：
象是⼀切屬主的⼈。無論是神州⼤地上的信徒
家人確診；感恩都屬輕症，經休息全都康 和牧者傳道，以致福⾳廣播的同⼯和⼀切服侍
復。⽽辦公室更⼀度於 3 月暫停開放；4 同胞的弟兄姊妹，都應是我們代禱的對象。
月起，同工陸續返回辦公室處理事工。感
時光荏苒，筆者在機構的服侍已 20 年並達
恩過去兩年的預備和演練，同工即使在家 退休之齡。在此謹與各位代禱勇士話別，你們
仍然能維持正常的製作和廣播。
多年來的忠心代禱，不但成為筆者和同工們莫
大的支持和鼓舞，也實在祝福了神州大地上的
2. 良友學院 APP：
⼀⽉下旬正式推出後，「普及課程」的報 同胞！願天父繼續悅納並賜福你們在代禱上的
名及選擇題考核次數均有良好的開端，而 服侍，使同胞得救、使萬⺠蒙恩！
奇妙經歷

按月下載的數字與去年相約，預計聽眾能
慢慢適應新的學習模式。老師們仍努力編
寫考核的選擇題，至今進度理想。
心繫神州祈禱會：5 月 24 日（週二）
請預留時間；形式將視乎疫情發展，最新
消息將於網站、Facebook、IG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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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無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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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綁架

星 期 二

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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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在旦夕

「她是很有屬靈⾼度的肢體，所以⼀直遮蓋
丈夫惡行。其實她丈夫⼀喝酒，就變成⿁，
麗姊妹被打的耳膜穿孔，臉也變形，差點被
掐死。也跟丈夫溝通過，可⼀喝酒⼜是這
樣。麗姊妹都安靜的承受著；因為試過各種
還擊，軟硬兼施，終歸抵不過酒精的作用。
我們都看在眼裡，終於她覺得承受不了，『每
天忍受丈夫這樣的攻擊，愛心沒有了，甚至
把怨氣撒在兩個孩子身上。不能再這樣下
去，不管離婚還是分居，至少讓丈夫把酒精
戒掉。』因為她已經退無可退了，⻑期遭受
家暴又犯姦淫。她提出離婚⼼裡⼀點罪疚感
都沒有，反而很平安。我們也支持她。」
(江姊妹)
 求主安慰麗姊妹，勇敢面對被家暴所帶來
的痛苦，讓她丈夫知道酒精成癮對家人帶
來的傷害，願意接受治療，求主憐憫。

「我爬了 13 年的六樓，去年終於和老公貸
款買了⼀個⼩電梯房。可是突然間⼼裡⼜道
德綁架自己，因為 70 歲的父親住在三樓，
感覺自己比父親年輕，是不是應該把電梯房
先讓父親住。可是我心裡非常不願意和父親
換房子住，因為我也不想爬樓，爬夠了。父
親住的這個三樓也是我用公積金貸款買。心
裡特別委屈，從來都是不停的想著為⽗⺟換
好房子住，現在中年也該為自己考慮了。可
是沒有想到，本來很開心買到了小電梯房，
可是心裡又開始憐憫父親住三樓。不停的糾
結，和老公打算再過幾年買個⼤⼀點的房⼦
後，就把這小電梯房給父親住。」
(⼀姊妹)
 求主肯定⼀姊妹的⼼，坦承的與⽗親溝通
自己的想法和安排，有共識的彼此配合，
釋放姊妹的掙扎，願主引領。

「聽到很多牧師兒女⾞禍⾛了⼂年青傳道
⼈得癌症⾛了⼂弟兄姊妹家原本非常大的
企業，突然⼀把火燒光了⼂有肢體妻離子
散，兒女得各樣重症比比皆是。為甚麼都說
是神做的、是神的旨意。神對他的兒女愛都
愛不過來，有哪麼狠毒嗎？為甚麼不說是魔
鬼害的，它像吼叫的獅子到處尋找可吞吃的
人？愈是愛主忠心主的，撒但愈要害他們。
就是世上的⼈執意要害我們，我們不⼀定躲
得過。妹妹家裡有聚會點，經常到各點去講
道，講見證傳福音。幾年前，40 幾歲睡覺就
沒有醒來，被主接去了，我不明白。」
(聽眾「不明白姊妹」)
 安慰人的主，求祢讓「不明白姊妹」不單
看到不幸事件，同時也看到主的祝福和恩
典，給她有力量面對妹妹的離開、賜她智
慧，明白信仰的真諦。

「教會危在旦夕。在疫情關門期間，牧師們
天天要到教會上班，據說是教會負責人安排
許多做不完的事，諸如為了應付上面的檢查
完善信徒資料、給信徒製作佩戴的磁卡，做
不完的事務。教會負責人不允許牧師們在上
班期間讀經、禱告，靈修預備講章。大年三
十都熬到晚上十來點才允許回家。有的牧師
已經辭職了，剩下的牧者們也是唉聲歎氣，
不知事奉的方向在哪裡。總之，牧者們在負
責人的手下受盡了甘苦和凌辱，心血已經耗
盡，⻑期⾝⼼俱疲，沒有時間靈修，講道也
失去了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代禱？」
(聽眾「教會姊妹」)
 憐憫人的主，祢是明白教會現在的狀況，
求祢加教會肢體有力量為教會牧者禱
告，為教會負責人禱告，深信祢定能保守
教會在祢手中有真理、有平安。

隨著新技術、新行業、新模式的湧現，不斷
衍生出新的職業，國內職業培訓機構也看準
商機，順勢推出各類培訓班。不過，行業亂
象也屢有發生，有的假冒其他機構名義，虛
假宣傳、培訓及頒發證書；有的聲稱幫學員
代辦學歷、以達到職業技能考試報名要求。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於 3 月中，印發《關於
開展技術技能類「山寨證書」專項治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地區開展行動，對技術技
能類培訓評價發證活動進行全面核查。
《北京晚報》2022/4/7
 求主讓核查行動能順利進行，對職業培訓
機構起到警惕作用，不會胡亂行騙。願政
府能設立合宜有效的職業培訓機制，為人
⺠締造更多教育和就業的機會。

早前，有針對「社交恐懼」的調查發現，高
達八成受訪大學生表示，自己有輕微「社
恐」。儘管這種障礙變得日益普遍，亦有不
少國內年輕⼈將「社恐」⼀詞，作為為⾃⼰
逃避社交的⼀種調侃。⾯對⽣活環境過於擁
擠，個人空間完全不被尊重、在職場上和陌
生人打交道的壓力，以及社會激烈的攀比競
爭等，不少年輕人會主動選擇為自己貼上
「社恐」的標籤，從⼀部分社交⽣活中退出
⼀步，選擇「退縮」保護⾃⼰。
《中國新聞周刊》2022/4/7
 為這世代的年輕人禱告，各式各樣的壓力
讓人透不過氣來，願主的愛臨到他們，靠
著救恩得著真自由；釋放他們內心的恐懼
和不安，得著完全的醫治。

有國內網友反饋，在大病籌款平台捐款時，
⼀不⼩⼼就被多扣款，甚⾄捐款⼀元也被收
取三元。事實上，此類籌款平台並非慈善機
構，籌款背後是吸引流量，再宣傳盈利業
務；但因去年 8 月，政府發表《關於開展互
聯網保險亂象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平台
便不能再⽤同⼀⼿法經營，遂改為收取⼿續
費。用戶要避免扣費，需留心不勾選相關選
項；但亦有平台從募集款項中，抽取⼀定比
例作為營運開支。
《北京日報》2022/4/7
 要監管此類籌款平台，需盡快進行修例，禱
告政府能針對漏洞，規定收入來源、收費比
率、開支上限等等，讓平台能適當運用金
錢，幫助有需要的人。

面臨人口老化挑戰，中國不同城市都爭取更
多年輕人落戶。早前內地公布去年常住人口
增⻑數據，當中排名前⼗名的，包括成都、
杭州、青島、鄭州、寧波、南京等「新⼀綫
城市」。這些城市既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
平，可以提供不少的就業機會；也有餐飲、
運動、文化藝術等多元化娛樂享受，以及不
錯的醫療、教育等公共設施；相比北京、上
海和廣州，房價也沒那麼高，加上落戶較容
易，因此對年輕人來說具吸引力。
《成都商報》2022/4/7
 禱告政府有智慧作好城鄉規劃，推動社會
和經濟發展，有完善的配套和居住環境，
能收窄貧富差距。亦願福音種子能在每地
落地生根，復興各地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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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免費

流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