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汗流浹背

「⽗⺟是買賣廢品的，⼜苦⼜累。年輕時還
能忍受，隨著年紀大，50 歲了，很吃力，還
得叫上爺爺，三個⼈汗流浹背的⼀起幹活。
我 8、9 歲的時候就開始幹起，如今已有 15、
16 年了。媽媽真的是幹不了，可是她沒有打
過工，爸爸沒有想轉行，轉行不知幹甚麼
好。我想⽗⺟親能順利轉⾏，有本錢有信⼼
去做合適的生意，求主看顧他們的身體，在
主內有平安與喜樂；爺爺奶奶能夠身體健
康，凡事依靠上帝；賜福弟弟，讓他有平安
喜樂；拯救我對象，還不信耶穌。求主讓我
恢復往日的信仰生活。」
(王姊妹)
 憐憫人的主，求祢保守王姊妹的家人在工
作上有平安，王姊妹更多的仰望主，親近
主，重新有教會生活，感動她的對象能打
開心門，接受主成為他生命的主。

學習問題

「我誠懇的在神面前認罪悔改，那段時間我
和兒子關係親蜜，發現若是不管孩子的學習
就會好很多。⼀旦忍不住教他作業的時候，
裡⾯就有惱怒、⽣氣、責打。兒⼦沒有⼀點
的學習態度和認真，試卷他可以不看題，隨
便寫『1+1=9』，老師也常常把兒子的作業
發到群裡。雖然我兩個女兒學習不是特別的
好，但這個兒子在學習態度跟姐姐比，真的
是天壤之別。我也常常在思考，如何幫助兒
子能有正確的學習態度，也有和弟兄姊妹交
流他的狀況，但還是沒有明顯的效果。」
(煩姊妹)
 愛我們的主，請記念煩姊妹的兒子，有動
力在學習上認真，幫助他找到興趣學習，
加添煩姊妹有忍耐的⼼，陪伴孩⼦成⻑。
納⻄歸主

納⻄族⼈⼝約 30 萬，以雲南麗江為他們的
家鄉，據納⻄古樂專家宣科追述，他⽗親宣
急速的生活節奏，加上疫情持續，令以「快」 明德是納⻄第⼀位信徒，由 1905 年從荷蘭
為主的預製菜，成為人們餐桌上的新寵。所 宣教士軻克來到麗江帶領信主，宣明德作軻
謂預製菜，就是通過預先加工，提前把食材 克的翻譯，後來也成為傳道牧師。今在麗江
做成半成品或者成品，再根據需要配以各種 古城有四間基督教會和⼀些家庭聚會點，當
輔助材料，製作過程中可能會使用食品添加 地信徒⼈數近千，但納⻄信徒的比例不多。
劑，以達到保質期⻑、食⽤⽅便等特點。中 納⻄族以東巴象形文為他們的文字，而在他
國消費者協會近日發布，2022 年上半年全 們古老典籍裡有類似聖經的創世記錄，以及
國收到的投訴中，發現預製菜有標籤不詳、 洪水的故事。雖然近 90%納⻄族⼈未曾聽聞
偷工減料、食材不新鮮等問題；另外，亦有 福⾳，他們卻確信⼀位「未識之神」。
餐廳使用預製菜當作堂食，瞞騙消費者。
《法治日報》2022/8/8  根據資料，納⻄族已有⾃⼰語⾔的聖經，
並錄製成有聲聖經，也有信徒在麗江及附
 現時，預製菜⾏業缺乏統⼀標準作規範，
近地區積極地為主作見證。求主從境內興
禱告政府會監管生產程序，保證相關產品
起福⾳勇⼠，讓更多納⻄族⼈有機會⽤⾃
的質素和安全。消費者亦懂得食得健康，
己的語言聽聞福音，並與那位「未識之神」
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
相遇。
預製爭議

心繫神州代禱資料

星 期 六

婚姻觀

「我也沒有覺得找個基督徒，婚姻就會變得
很順利，感覺大部分人的婚姻都需要磨合。
⾃⼰的原⽣家庭比較開明、⺠主、包容和尊
重。老公的原生家庭是打壓、專制和不尊
重。太不⼀樣了，我也是跟婆家磨合了很久
的，也改變不少。現在和老公不在⼀起上
班，不懂和他交流，除了問他有沒有吃飯？
有沒有不開心？就沒話說了。這不是我的理
想婚姻狀態，他是信仰共產黨的，婚姻觀偏
向⽗⺟那⼀輩，總說我和別⼈的想法不同。
還是覺得結婚之前，要和伴侶探討價值觀和
婚姻觀。」
(群姊妹)
 感恩群姊妹對婚姻有開明正確的看法，願
主堅立她的婚姻，與婆家人和丈夫在磨合
中成⻑，共同建立和諧有愛的家庭。
廣播事工

1. 錄音室更新：

錄音室的更新工程，B 室的工程已大致完
成，短期內將可投入使用。請繼續為需要
進行更新的 A 室和 C 室的工程禱告。因
應錄音器材的更新，同工們需要學習新的
操作程序和新的製作模式。求主恩待及保
守工程的進度，並同工們能盡快適應和使
用新的器材。

2. 良友 729 台慶：

今年是良友電台 73 周年的生日。當日，
電台安排了早、午、晚三個直播時段的特
備廣播。雖然直播是在早、午的上班時
段，但收聽量卻是平日的兩倍；而晚上舉
行的台慶感恩會，收聽量更是平日的三
倍。感謝聽眾們的熱烈參與分享，請為電
台的服侍獻上感恩！

2022 年 9 月
親愛的代禱勇士：
「他的量帶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
（詩 19:4 上）
良友電台 73 年台慶的早上，早會時眾同
工難得同時使用手機，進入「第五空間」留言。
進去也湊湊熱鬧，突見賀言立時漲爆。平素少
來者也都進來。有或未及即時寫賀語，但台慶
標示著電台近四分三世紀齊心的努力，真是歡
樂日啊。閱讀眾賀語，想及今日廣播世界與創
始時大不相同。聽眾可更快速交流，世界已屬
⼀家。但這份每⽉代禱能傳達的，相信比台慶
短式賀語，能多感受深刻……因其中找到的，更
多屬於聽眾……
生活歷煉：無論工作、家庭、信仰起步，讀到
的苦樂憂戚，更進入人心靈的世界，促發苦罪
中有的無奈，懂得轉向大能神求取恩典、憐憫
及救助。願你我禱告⽣命，能隨⽇成⻑。
靈命成⻑：每月讀到聽眾的掙扎，或神州大地
的種種，也催迫人多為家國既脫貧趨富強，更
見福音興旺。十多億未信者早日歸信，能因聽
信福⾳靈命成⻑，是持續禱告祈盼啊。
生機挑戰：我承認多時讀到消息，私下均引發
深深難過。內地見不少是弱勢及殘障群體，代
禱中使人莫忘福音須眷顧貧窮人。我們代禱的
努力，求見神能力在其中得勝，求神大能的作
為藉祂話語──使人常常得勝！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
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詩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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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責任

星 期 二

獨特寶貝

「今年 42 歲，和老公結婚 18 年了，有三個
孩子，老公不信主的，我們關係經常吵架，
有時候還打架。兩個⽉前⼀次吵架，吵得很
兇，他就趕我出門，要我滾。當時很生氣，
就走出來了。後來他就發信息說⼀些對我不
好的說話，看到他這樣的說我，就更生氣
了。到現在他沒讓我回去，我也沒有回去，
不知道該怎樣來經營和他的關係。我們溝通
不了，說話就吵架，不知道該怎麼辦，是想
好好和他過日子的，知道自己也有責任。請
為我禱告，讓我有智慧來對待這段婚姻。」
(呂姊妹)
 賜人機會的主，保守呂姊妹的婚姻，能放
下感受和丈夫坦誠溝通，得以彼此饒恕，
感動作丈夫的能悔改，接受主，夫妻倆共
同建立和諧的家。

「外孫女剛三歲，兩歲就開始發脾氣，有時
無緣無故還打人，每次事過後她也後悔，然
後給我們道歉。完了又犯。她的分辨能力很
強，從⼀歲起，就能把好壞，對錯分的清清
楚楚。大人說話的態度，有⼀點情緒她都不
允許，就會說：『你們不能這樣，這樣說話
不對。』我們也能看出，她真的是控制不住
自己，也看了有關育兒的屬靈書。就是對天
父所賜的獨特寶貝很無奈，我們在她打人時
沒發火，只是嚴格的對她說，不可以打人。
這樣做不知會不會忽略孩子裡面的罪？」
(茹姊妹)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離。」求主幫助茹姊妹和家人從
小把孩子帶到主前，有受教的心，讓神的
話語成為⼩孩的明燈，指引她的成⻑路。

中國⼀些偏遠欠發達地區，醫療衛生服務仍
待改善，有公司及機構發起公益項目，從能
力提升和設施改善兩方面入手，提升鄉村醫
療服務⽔平，幫助村⺠解决基礎診療需要。
⽬前，其中⼀個項⽬將籌募所得善款，⽤於
在線培訓 1,500 名鄉村醫生，援建 13 所鄉
村衛生站，為 16 個地區捐贈「移動醫院設
備包」。另外，又不定期舉辦義診活動，為
村⺠提供量⾎壓、⾎糖等基礎診療服務，並
向他們講解營養知識、健康資訊等。
《中國新聞網》2022/8/8
 記念窮乏的鄉鎮地區，政府願意撥出資
源，完善當地的醫療服務及設施。為鄉村
醫生禱告，願他們帶著使命感工作，遇到
困難時能靈活應對，顧及病人的福祉。

江⻄省吉安市安福縣，上⽉發⽣⼀宗重⼤刑
事案件，引發社會關注。⼀名男⼦持⼑闖入
幼兒園，襲擊園內師生，隨後攔車逃逸；事
件中四人死亡，至少六人受傷。案發後警方
展開追蹤圍捕，凶徒在逃匿時遭遇車禍受
傷，後經搶救無效死亡，令施襲原因未明。
其實過去數年，中國已發生過多宗嚴重傷人
案，行凶者均是為報復社會，刻意傷害無反
抗能力的幼兒、小學孩童。有⽗⺟疑問，如
何避免下⼀次傷⼈悲劇的發⽣？
《中國新聞網》2022/8/6
 事件中，可能會對幼童和老師造成心理創
傷，求神親自安慰、醫治他們。願主亦憐
憫那些心懷惡念的人，讓他們有機會認識
神，挪走他們心裡的苦毒和仇恨。

下鄉助醫

尸

血洗幼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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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不住

仇恨變愛

「我 02 年信主， 03 年結婚，丈夫全家從
⼩是聽福⾳的，婚後感情⼀直不好，有⼀個
女兒，⼀個兒⼦。丈夫有肝病，躁鬱症，三
天兩天就要向我發脾氣，還有家暴。內心很
受傷，承受不住，好想遠離他，對他是有苦
毒，⼀直被傷害⾛不出來。在⿊暗裡⾯沒有
信心過好日子，他不讓我聚會，把聖經及屬
靈書籍都扔了。我是偷偷在手機下載聖經看
和跟其他肢體線上祈禱。跟他到了其他城市
工作，現在信心沒有了，又在生病中，連看
醫生也是他規定才行。當我提出要回家時，
就說要跟我離婚，19 年的婚姻了。」
(⼀姊妹)
 掌管人心的主，求祢安慰、醫治⼀姊妹受
傷的心靈，讓她能倚靠主勝過黑暗的生
活，醫治她丈夫的身心靈，在主裡愛護妻
兒，求主憐憫。

「去年 12 ⽉受洗，新⽣命⼀天天成⻑，很
享受在主裡愛與被愛的關係。這種重生，讓
我享有前所未有的⾃由。我出⽣在⼀個不幸
福的家庭，爸爸犯淫亂罪，我十歲左右他就
開始周旋於不同的女人之間。我跟那些女人
爭吵打罵，和爸交流、寫信、對話、哭訴都
無用，真的很痛苦。媽媽是最好的，家裡四
個孩⼦，媽⽤⼀⽣默默無聲托起了整個家。
我恨他，曾發誓跟他斷絕父女關係，怎麼可
以無所畏懼的。感謝神改變了我，讓我對父
親深深的仇恨變為愛，用基督的愛去影響
他，還在努力中。」
(聽眾「無名姊妹」)
 基督的愛讓「無名姊妹」有力量原諒父
親，求主感動她父親知道自己的行為，傷
害了家人，願意悔改接受主，重新做個有
責任感的父親，求主動工。

在中國，由中國⼈⺠銀⾏徵信中⼼發出的信
用報告，可以反映個人或企業社會信用的基
本情況。如果記錄欠佳，會對企業或個人在
貸款、申請信用卡、升學就業、出行等多方
面帶來影響。因此，有不法分子趁機以「收
費修復，不成功，就退款」為名，聲稱能更
改不良的信用報告，藉此騙取高額服務費。
有騙徒甚至辦起「徵信修復」培訓班，形成
⼀條集招聘、培訓、加盟代理、偽造證明、
個人信息售賣為⼀體的灰⾊産業鏈。
《中國新聞周刊》2022/8/8
 禱告相關部門加強合作，打擊網絡上各類虛
假宣傳廣告，將不法騙徒繩之以法。願主賜
人智慧謹慎，在資訊爆炸的世道中，懂得分
辨真假，免得跌落陷阱。

中國現存最⻑的⽊拱廊橋、有超過 900 年歷
史的福建萬安橋，上月因火災被燒毀坍塌，
只剩下骨架，當局正調查起火原因。事實
上，過去已有不少「百歲」廊橋，因自然災
害或火災被毀，今次意外，再次敲響保護鄉
村遺産的警鐘。隨著道路建設迅速發展，和
運輸方式的轉變，木拱廊橋在日常生活中變
得不再必要，容易被輕視其重要性；如何通
過合理有效的保護與修復，實現可持續發
展，是當前鄉土遺産所面臨的關鍵問題。
《新京報》2022/8/8
 自然或人為的破壞，不單對鄉村遺産構成
威脅，也對日常生活造成影響。禱告政府
會以⻑遠的眼光作地區規劃，並設立災害
應急措施，設定重建維修配套等。

洗白騙局

保育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