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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不問

「爸媽總是很擔心我的婚姻，他們會勸我，『你
已經給他那麼多次的機會，這個男人在很多方
面，如果沒有改變，你就不要給他機會了。』
我跟老公自 2017 年到 2022 年，因為工作的
原因，兩地分居五年了，這段婚姻最對不起的
就是女兒。這個男人自大、自私，沒擔當。脾
氣大，跟我互動少，出軌了還是我追著他解決
婚姻問題。他根本也不知道如何解決。我真的
看不到他任何優點。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經營
婚姻？他不管不問，我心裡有很多苦毒。覺得
是⾃⼰找錯了丈夫，有時候被⽗⺟勸誡，真的
不想跟他過日子了。」
(聽眾「無助姊妹」)
 禱告「無助姊妹」能剛強面對自己的婚姻，
坦承與丈夫分享感受更多的溝通，用愛心建
立婚姻，求主加力量幫助「無助姊妹」勇
敢在主內經營婚姻。
壓榨新人

近⽇，⼀則勞⼯權益新聞在網上引起熱議。
廣州市林某在試用期即將結束之際，遭就職
公司辭退，理由是在某天工作期間，因太頻
繁上廁所被判為「工作態度不積極」，而且
公司拒絕為辭退付出賠償。在國內，試用期
引起的糾紛屢見不鮮，有資方無理辭退員
⼯、不⽀付⼯資或者隨意延⻑試⽤期，嚴重
侵害勞方的合法權益。雖然勞方有權利選擇
勞動仲裁，但亦有職場新鮮人選擇啞忍，換
取⼀張沒有負⾯評語的離職證明。
《中國青年報》2022/6/8
 求主光照職場，除去⼀切不公的事，不會
有人藉權勢來欺壓別人。剛畢業進入職場
的年輕人，禱告他們認真、勤勞工作，亦
在困難時有智慧懂得如何應對。

心繫神州代禱資料

星 期 六

主的恩典

「感恩天父愛我和我的家人，感恩主耶穌的
寶血潔淨我們，感恩聖靈每天的保守看顧我
們。前兩天婆婆，信主幾十年了，已經是 82
歲高齡，有天晚上起來尿尿的時候，不小心
摔了⼀跤，奇妙是甚麼事也沒有發生，沒有
弄傷身體。感謝天父的保守，使婆婆安然無
恙，感謝主耶穌的恩典，讓我們經歷主的看
顧。家人說⼀定要把這個⾒證說出來，讓更
多的⼈能明⽩，信耶穌是我們⼀⽣的保護，
因為祂是生命，祂是道路，祂是永生。」
(恩姊妹)
 為恩姊妹感恩，⼀家信主經歷到主的看顧
和保守，見證天父保護婆婆身體沒有受
傷，⼀同贊歎主基督的奇妙作為，願主使
用她們的見證，成為多人的祝福。
維族聖經

從事維吾爾事工的同工很興奮的報告說：隨
著新近完成的⼀卷書，如今以現代維語翻譯
的舊約聖經，尚差最後⼀卷書有待翻譯，估
計在 2023 年初便可大工告成，目前還會努
力進行仔細的審核校對及修訂的工作。同
時，同工又表達在⽬前的情勢下，印刷是⼀
個難題，亦將無法在維族中分發印刷版的聖
經，只好沿用目前在網絡上刊行。據瞭解，
仍然這程式有成千上萬的瀏覽，每月在手機
應⽤程式錄得⼤約⼀百個下載聖經。
 為⼀群忠⼼的同⼯鍥⽽不捨地去完成維
語聖經翻譯的聖工獻上感恩，求主繼續賜
能加力，讓他們能按進度完成；求主開
路，讓印刷的工序可以順利進行，同時為
派送聖經的事工可以在維族人安全地進
行禱告，又為網絡上瀏覽及下載維語聖經
都暢順及平安。

2022 年 7 月
「我現在的教會的確很荒涼，⼼裡⼀直有個 親愛的代禱勇士：
困惑的事，就是雖知道教會不好但要合⼀，
最近「良院 App」發生故障，查詢四面八
可⼜聽到⼀位傳講真理的教師⼀直批評教 方湧來，我們迅速發通告讓大家瞭解情況，很
會的不好。當然這些都存在，她因為曾經在 快收到回覆：「非常感恩，在網上看到了 App
教會中受過創傷可能沒被醫治，就離開教 是在維修。還以為出甚麼問題，不能再用，都
會。現在只在我們教會負責⼀些真理的教 急哭了，感恩老師們，我們太需要你們了！」
導，因為她神學知識多。她常批評教會還不
如社會，都是些烏合之眾，不講和不行真 沒想到⼀個⼩程式，卻有⼈因怕⽤不上就急哭
理，她說的這些雖然有道理，但始終感覺不 了！有位學生急來信交作業，希望我們立刻處
「上個⽉我教會的牧者推薦⼀個學習機
舒服？因為我生命幼小，就不知道到底甚麼 理，說：
會，是聖經輔導碩士招生，但有學歷要求，我
是對，甚麼是錯，是不是該這樣去評論教 本來只有中專，但老師說咱們良院的本科學歷
會，避免影響信徒。」
他們認可，就想著提交試⼀試。」⼀間⼩⼩的
(小姊妹) 空中學院，未爭取誰的認證，但神在過去 40
年的使用，學院得到不同單位的認可……這些都
 感恩小姊妹有愛教會的心，求主給她屬靈
的深度，能承載對錯，「在這彎曲悖謬的 超出了所想所求，是神堅立著我們手所作的。
1982 年農村聖經學院開播，許多前輩默默
世代作成神無瑕疵的兒女。」願教會在基 耕耘，無名的同工們在旁支援，成就了今天的
督的真理下建立同工，醫治這位傳道教 良友聖經學院。從廣播節目到系統的神學裝備
師，能經歷復和，求主憐憫。
課程，從傳統模式的學習到今天 App 的自學平
台自由學習。40
年的努力，在神無盡恩典中，
廣播事工
學院能繼續守護無數需要神學造就的信徒與領
1. 主賜工人：
袖。想起⼀⾸老詩歌《我要⽤你》的歌詞：「你
第五任總幹事盧炳照牧師已於 5 月底卸 雖然像⼀匹⼩⼩驢駒，栓在⾨外從來無⼈注
下 20 年的服侍，本會仍在等候下任總幹 意，看哪！今日榮耀之王耶穌，用溫柔的微聲
事到來。同時，本會近兩三年間先後有多 對你說：我要用你。」
今天也許我們覺得所做的很微小，沒人看
位同工和宣教士屆退休之齡，請為接班的
同工祈求，求主加添他們從上頭來的智慧 見，但重要的卻是神看見，神在使用，那怕是
⼀隻⼩⼩驢駒、⼀個⼩⼩的⼿機程式、或⼀間
和能力來傳承善工。
默默無聞的神學院，但願我們的努力不變，只
2. 電台廣播：
事奉的環境日益嚴峻，求主保守各個平台 要候主作工！
的正常運作。為著加強廣播的覆蓋，本會
栽培中心副主任
計劃重啟益友二台（HLKX）的廣播，並
困惑的事

、張志恆、陳燕儀
加強其發射功率。請禱告記念正進行的測 編輯組：姚慶生（主編）
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 號勤達中心 10 樓
試和日後的運作。
電話：(852) 3717 1818 網址：www.febc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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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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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進去

星 期 三

並不甘心

罕見病 DMD

「去年不小心把腿摔骨折了，在家休養，那
段時間每天躺在床上非常痛苦，不僅是腿部
的疼痛，還有心靈的孤寂。因為在腿摔傷之
前，我遠離了神，非常的軟弱，好久沒有讀
聖經。在我休養的時候，因著聖靈的感動，
我開始靜下心來讀經，進入到神的話語當
中，主把我找了回來，醫治了我的腿。常言
說的傷筋動骨⼀百天，但是因著主醫治我，
52 天就能下地走路了，現在的腿恢復的跟以
前⼀樣，所有的⼈都驚奇。53 歲了，在他們
眼裡，我的腿至少得半年以後才能好，感恩
因著主的醫治 ，完全的康復了。我給她們
傳了福音。」
(蒙姊妹)
 感恩蒙姊妹被主挽回失落的信心，「在人
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感謝主的
憐憫與醫治，讓姊妹能為主作見證。

「我出⽣⼀周歲，就離開原⽣家庭在我⼤媽
⾝邊⻑⼤，⼤媽對我視如⼰出，從懂事起，
就知道有親⽣⽗⺟。現在⼤媽去世了，我想
回到我親媽身邊，可是總感覺和那些姊妹有
隔閡，怎麼也容不進去，費力討好她們、她
們還是刪掉我的微信，我求告神的帶領，可
是心裡還是糾結，要不要和她們聯繫？神讓
我們連仇敵都愛，何況她們還是我的親姊
妹，我不知道我哪裡做錯了，更不知道以後
如何？我經濟條件比她們都好很多，是不是
她們覺得我給親媽錢少了？真的感覺在她
們跟前很卑微，不知道該怎麼辦？」
(容姊妹)
 滿有憐憫的主，求祢安慰容姊妹，在主裡
做好自己的本分，明白久別的親情也需要
時間培養，幫助姊妹有力量在親人中高舉
主基督的愛。

「年初被催逼的情況下訂婚了，因為我大齡
所以就定了。知道不能輕易毀約，可是只認
識半年的時間，細想是過於倉促的。他的⼀
些狀況讓我非常憂慮，比如經濟及以前的黑
歷史等，我的經濟比他好，讓我無法接納。
愈到婚期，愈焦慮，不敢得罪神也不敢得罪
人。但如進入婚姻，就是委屈自己，並不甘
⼼。看到⽗⺟的擔憂，真的好難過。可是進
入婚姻，就是世人所說的下嫁、將就。捫心
自問，對他是有喜歡的，可是掙扎也多，覺
得走向婚約和面對真實的自己之間造成了
巨大的張力，我該怎麼辦？」
(聽眾「迷茫姊妹」)
 求主教導「迷茫姊妹」如何明白神的心
意，婚姻是神性的，不能為了滿足世俗的
目光而隨便，求主給姊妹屬靈智慧，在基
督裡面建立婚姻。

「⼩兒⼦從去年⼀歲被診斷世界罕⾒病
DMD（註：杜氏型肌營養不良症），從被診
斷到現在快⼀年的時間裡，我⼀直⾛不出
來，不知道神為甚麼把這樣的環境給我？現
在有神蹟奇事嗎？神醫治我兒子嗎？原本
在教會⼀直有服侍的，現在軟弱不知道該怎
樣往前走？迷茫，沒有盼望的活著！神的工
作也虧欠。我這裡是山區，教會還有幾個老
年人，沒有人牧養。自從孩子病了，我就很
少去教會了，老年人是在山區裡信主的，這
裡福音很少，信的人也少，我是從小媽媽帶
著信的，⻑⼤了嫁到⼭區來，現在很軟弱。」
(苦姊妹)
 賜人盼望的主，求祢堅立苦姊妹的心、扶
持她、安慰她、給她信心照顧兒子能有出
路，山區老人需要牧養，求主給姊妹動
力，靠主站起來，回到服事崗位。

近年，⼀些針對老年⼈的騙局層出不窮，例
如有騙徒看準老年人圖方便、不想親自跑，
以「代辦業務」為幌子，詐騙他們的積蓄。
其中⼀個案例發⽣在湖北省黃⽯市，姜某因
沉迷賭博欠下鉅款，便向區內老年人謊稱有
門路，可以幫忙代辦養老保險，實際卻將款
項據為己有；後來有社區幹部發現問題，才
揭發姜某原來已多次行騙，涉及約四十名群
衆，涉案金額達四十多萬元。而在國內其他
地區，也有不少類似的騙局。
《法治日報》2022/6/8
 騙徒有各式各樣的手法，禱告警方能按時
發佈相關信息，老年人亦有智慧分辨，懂
得提⾼警惕。願⼦女都能多關⼼年⻑親
友，能及時識破騙局勸阻上當。

日前在深圳市，有人因不滿自己的停車位，
屢屢遭社區鄰居佔用，與對方爆發口角衝
突，片段在網上熱傳。看似普通的停車位糾
紛，除了凸顯深圳停車位不足外，背後原因
是地產商違規銷售種下禍根──將不能對外
銷售的公用停車位，贈送給買公寓的業主，
變成私人車位。同樣情況亦出現在其他住宅
區，有業主為表不滿，照樣停泊車輛在私人
車位，甚至將私人車位上的車位鎖破壞，導
致糾紛經常出現。
《澎湃新聞》2022/6/7
 有利益衝突時，求主讓各人能彼此尊重，
和平相處。願政府有遠見，看到未來發展
的需要，制定合適的土地規劃。為地產商
禱告，不會為了求財違規。

上⽉初在河北省唐⼭市，⼀宗打⼈事件引發
全國⺠憤。事發時，四名女生正在燒烤店用
餐，⼀名男⼦因向其中⼀名女⽣搭訕不遂，
繼而暴打該女生及同伴。閉路電視畫面顯
示，騷擾和毆打持續約四分鐘，現場有人旁
觀，卻無人出手相助或阻止。視頻在網上曝
光後，激起了公眾關注治安的問題，警方其
後將九名行兇者抓獲，並展開半個月的社會
治安整治行動，以及公佈專門的方法，接受
⺠眾舉報⿊惡勢⼒。
《錢江晚報》2022/06/13
 為⼈⺠⼈⾝安全有保障禱告，執法者的⾏動
能對犯罪起阻嚇作用。願神的救恩臨到失喪
的靈魂，讓他們願意改過自新、棄惡向善，
遇見引誘時能站立得穩。

上⽉，河南鄭州發⽣延誤救治事件，導致⼀
名女大學生離世。事發時，學生因不適致電
急救電話 120，由於意識模糊，無法清晰回
答問題，但接線員仍要她確認位置，還稱其
「也沒啥事啊」，甚至致電後兩個多小時，
仍然沒派人救援，直到學生的室友再致電，
才派出急救人員。最終學生送院後經近半個
月救治，不幸於日前離世。鄭州衛健委已成
立專項調查組，並已開除當時的接線員，和
對相關人員問責。
《羊城晚報》2022/6/8
 求主保守各人有純全正直的心，有殷勤忠
誠的處事態度，不會怠慢工作。願人人都
懂得關顧別人，珍惜生命，在危急時不會
袖手旁觀，能作出及時的幫助。

佈局騙財

車位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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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忽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