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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守望全球、同心抗疫 

教务长阮一心老师 

 

 

没有人想到新冠肺炎从 2019 年底开始，会蔓延到全世界，至今疫情仍未完全受控。截

至 2021 年 7 月 6 日，全球累计确诊超过 185,198,899 宗，造成超过 4 百万人死亡。首 5

名最多确诊的国家是美国、印度、巴西、法国和俄罗斯。盼望透过各国的疫苗，可以尽

快减低病毒的传播。《情系世界》（上、下册）电子书记录了 85 篇“情系世界”代祷

文章，是一本资料丰富的代祷手册，提醒我们要继续守望全球、同心抗疫。 

“情系代祷” 同心呼求 

面对影响重大的世纪疫症，良友圣经学院在广播和新媒体平台上与听众一起经历新冠肺

炎的冲击，透过“情系代祷”一起同心向主呼求，为中国和世界守望代祷。 

“情系代祷”分为 3 部份，从 2020 年 1 月 30 日起的 “情系湖北”，为各省不同群体

的需要代祷，在封城岁月中与听众一路同行、同心祷告。7 月 3 日起 “情系中国”为各

省的水灾代祷。35 篇“情系湖北”和 12 篇“情系中国”已结集成《情系中国》电子书，

可以在良院网站下载。 

《情系世界》（上、下册） 

“情系代祷”第 3 部份《情系世界》（上、下册）电子书，集合了良院老师在 2020 年

3-6 月、10-11 月和 2021 年 5 月所写的 85 篇“情系世界”，为超过 40 个国家和地区祷

告，为各地的抗疫和宣教需要祷告。 

《情系世界》是一本资料丰富的代祷手册，除了记录当时各地区的疫情，所面对的困难

外，也简介了当地的人口、宗教资等料，分享当地的宣教需要，教会对疫症所作出的回

应。鼓励你可以按日期次序重温各地区的需要，或选你关心的国家和地区，为各地祷告

守望。求主遏止疫症，医治各地的病人，带领各族各民认识主。 

以代祷和行动见证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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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信徒以行动回应祷告的呼吁，组织了很多 24 小时代祷网络，各省听众留言写下祷

告文，邀请更多信徒一起祷告。虽然病毒肆虐，但疫症把全球的信徒连在一起，在祷告

中彼此记念，为各国的疫症和宣教需要迫切呼求主。  

当我编写完《情系中国》和头 35 篇《情系世界》后，很多内地信徒都很想为香港的疫情

代祷。所以我在分享“疫情下的儿童”这主题下，分享了香港的贫穷儿童的需要，和教

会关心基层的行动。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香港信徒与内地信徒心连心，一起为世

界各地不同群体的需要代祷，以行动见证基督的爱。内地信徒更把宝贵的防疫物资，送

给不同国家解决当时的急需。 

感谢有情人 

没有一份对世界的“情”，众同工和义工是坚持不了不分昼夜地编写 85 篇《情系世界》。

谢谢吴加恩、殷言和吴东儿老师编写文章，沈灵风牧师情词迫切的代祷。你可以扫瞄每

篇文章的二维码，连结到良院网站收听代祷和诗歌。谢谢海外同工和弟兄姊妹提供当地

疫情的需要，更要感谢协助编辑排版的朱明皓弟兄、陆芬姊妹和恩典姊妹。 

并肩同担使命 

请你扫瞄“情系代祷”二维码到良院网站下载《情系中国》及《情系世界》电子书，还

有 3 本差传小册。安卓手机可以扫码安装良友学院 APP，在首页的专区／每周精选／

代祷室里，可以重温 132 篇代祷文章，聆听代祷音频和诗歌。 

《情系中国》及《情系世界》不单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记下了世界各国对抗新冠疫症的

努力；更是一个祷告操练，激励海内外弟兄姊妹以祷告守望全球、同心抗疫。愿我们继

续并肩同行，完成主交托的大使命，使万民得闻福音、作主门徒。 

 

情系代祷下载页 

 

良友学院 APP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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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31 日 

1. 美国：战疫中的呼求 

阮一心 

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蔓延，各个国家和地区必须联手对抗疫症，基督徒更要同心合意地

为世界祈求，求主施恩拯救。我将邀请海外同工及听众在“情系世界”分享各地的需要，

希望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代祷，并在文章末的留言区写下你的代祷。 

 

今天我们首先为美国代祷，大家想不到美国会在短短两周内成为全球最多人感染新冠病

毒的国家。截至 3 月 30 日 17：00，美国已有 143,101 宗确诊，2,500 多人死亡，比意大

利、中国和西班牙的确诊还要高。美国的重灾区在纽约州，各州有不同的情况，今天我

们先分享华盛顿州的需要和林真儿老师所经历的战疫，也有沈灵风牧师迫切的代祷。周

四会分享其他州的需要。 

 

来源：“丁香园”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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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华盛顿州—上海张弟兄 

目前商店全部关门，除了必要的超市和加油站等还照常营业以外。华盛顿州已经发布了

“蹲家令”禁止非必要的外出。餐厅停业，只能送外卖。教会停止聚会改为网上进行，

连线看视频、听广播，不少公司的人在家工作。华人正在积极向当地医院捐赠物资。 

 

目前医院物资比较有限，医生护士口罩都循环使用，并且向社会募集口罩。老年人是这

次的高危人群，目前死亡主要集中在 60 岁以上人群，所以超市会在早上 7：00–8：00 开

辟出时间段给老人使用。 

 

代祷需要 

1. 为华人祷告，目前由于病毒的缘故，华人担心会有排华事件发生。虽然现在没有，

但部分华人还是比较紧张，害怕被排斥，另一方面华裔之间也有一些过激的言论。 

2. 医院、养老院等都采取了隔离措施，因此有不少老人被隔离在医院，家属无法探望。 

3. 中国留学生面临两难，要不要回家？一方面在这里担心被感染，学校可能会关闭没

有住处。另一方面买不到机票回家，或者担心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里被感染。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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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还要担心邻居的紧张。 

4. 这次服务业受到打击比较严重。因为都关闭了，所以他们的生计会成为问题。病情

时间延长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 

 

 

沈灵风牧师代祷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我们为着美国向你呼求！现在疫症在那里大大蔓延，越

来越多的人患病，甚至临近死地，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动荡，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

家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恩主啊，你是美国的根基，你是美国的盾牌，你是美国的力量，你是这么多年爱他们、

祝福他们的神；求你记念美国那许多敬畏你的先贤，记念在各处有许多圣徒常向你举手，

求你施恩搭救他们！ 

 

主啊，这些年美国越来越偏行己路，不行你所喜悦的道，求你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不

要记念他们的罪愆！愿你藉着这场灾难使美国人看见你这位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

提醒一切的骄傲人在你面前谦卑俯伏，一切的亵慢人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求你不

仅拯救他们的身体，更拯救他们的灵魂！愿这国家与百姓全然归向你！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

欣。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们！”（诗 5：11–

12） 

 

愿主你护卫美国，帮助美国！愿主你转消烈怒，止息疫症！愿主你继续使用美国作山上

的城，黑暗中的光！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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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中—林真儿老师 

 

噩梦中痛得不能睡 

刚刚从噩梦中醒来，心脏剧痛，不能再睡。所以干脆起来，祷告后立刻发一短信给母亲

大人问安！一生中大概类似这样的梦只做过几次，每次能让我痛到梦醒的，几乎都和失

去母亲有关。不过，这次醒了不像以前，知道妈妈没事就轻松地放下了。这一次，想到

地球上在过去短短两个月，有多少人为失去母亲、父亲、丈夫、妻子、儿女、亲人、朋

友，而撕心裂肺地痛，并且持续痛着，不能醒来。我的心脏居然也持续地痛，不能再睡。 

 

罪疚亏欠认罪代求 

段子手的一句调侃“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对我们竟然是如

此笑中含泪的心酸话。这么长时间的战疫之旅，我们真的有一点累了。尤其看到本来可

以控制的局面，却如此席卷全球，破坏了多少看得见、看不见的；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

海外华人，却也不知多少次为自己的原生土地流泪认罪代求。因此面对世界飞涨的感染

数目，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罪疚与亏欠。毕竟，当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中文是“美籍

华裔”，而英文却是“Chinese American”（华裔美国人）。“Chinese”华裔，总是在我们骨

肉深处的身份！ 

 

恶疫揭露灵魂真相 

恶疫，明目张胆地透过人的罪，先以悄然无声的方式，后以浩浩荡荡的气势，张牙舞爪

地撕裂着，蹂躏着这个美丽的星球。它在宣告着人的渺小，企图摧毁与隔离。如果没有

对生命、健康、亲密与关系的期待，它就算不得什么。之所以带来如此的破坏，不单单

因为它狡诈凶险，难以捉摸；更因为它只是把隐藏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里面的灵魂之疫，

大大地显露出来。 

 

救恩为人类开出路 

“感谢赞美！我们有救主耶稣！”这是昨天线上主日学时，一位美国弟兄突发的感叹。是

啊！看起来突兀，因为他的感叹，似乎与我们所谈的经文内容并没有直接关联。但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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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对应的时候，我们竟然从内心深处都呼喊着回应“阿们！阿们！” 

 

是啊！如果没有救主耶稣自愿走上十字架，被钉在木头上，担当我们所有人的所有恶，

成为可咒诅的；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将没有理由再相信、再喜乐、再亲密、再盼望！

至少，对于千千万万无辜受害的生命，这无妄之灾，如何给它一个解释？ 

 

里外不是常常亏欠 

有人问，“你们在美国受排挤吗？”我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作为美国人，我们享受一切国

人可以享受的，这片土地充满善意与诚信；作为华人，我们却心系两地，被各种声音影

响吸引，我们常常处于撕裂的状态；似乎对谁都总是亏欠，又成为了一种常态。为我的

民族，为我的土地，我做了什么？里外不是！常常亏欠。 

 

不过，这并不是圣经上记载的“爱是常以为亏欠”。我们的亏欠，不一定是出于爱，乃是

出自于一种自省，的的确确，我们不够爱这厚待我们的土地；也不够爱那生养我们的土

地。 

 

 

 

认清天国子民身分 

谁都对不起，其实真正对不起的，是主耶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常常纠结于自

己的身份，到底应该把哪一国的利益放在第一考量？除非我们认清楚真相，抓住并且实

在地认同自己第一身分，否则我们就将在持续的撕裂感中迷失方向。 

 

我们，是他重价买赎的，归于他，属于他的，天国子民！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第一身份！

正因为我们没有对此身份有确实的认知，所以我们才会纠结于地上的身份；也才无法因

为亏欠神，而深爱任何一片土地！我们的爱，是何等虚无缥缈，不切实际！我们对国度

的认识，还流于思想意识状态，于我们生命中的日常毫无关联！ 

 

我们的爱软弱无力 

为我的国，我做了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回答！如果不是因为从天国子民的身份出发，所

做的一切恐怕就是草木禾秸。今天我能否去爱地上的国人，完全取决我是否爱我天上的

君王！而我没有爱，不懂爱，也是一个悲戚的事实！即便连爱他，也是他的恩待与怜悯，

体贴满足了我们对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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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爱，如果只是流于表面和嘴唇工夫，面对这个泛滥的世界，我们绝不可能有行动

的爱！因为如果连自己小小的安适都走不出去，连自己小小的焦虑都舍弃不了，连自己

邻居家门的落雪都熟视无睹，我们就是仍然活在无爱的残疾中！ 

 

要安静知道谁是神 

或许现今的安静，正是神给我们反省的机会？世界的忙碌已经登峰造极，到一个地步，

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不需要神了！所以，神怜悯我们的无知，允许整个地球慢下来，日历

空起来，动作停下来，“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 

 

当我们安静下来，神的声音就大了。“你不曾知道么？你岂不曾听见么？永在的神耶和

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赛 40：28）智慧如他，

我们所面对经历的一切，就都是为了爱他的人得益处！ 

 

夺回心思伏宝座前 

我们无需焦虑地祈求神下一步该如何，乃是应该回转归心，将所有的焦点注意力都对准

基督，将所有的心意都夺回，放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借着不住的祷告代求，替自己也替

众人不断祈求怜悯，认罪悔改，俯伏敬拜，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或许神怜悯我们，再

宽容这个世代一些时日，也未可知！ 

 

 

《如鹰展翅上腾》 

曲词：施弘美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担 脱去一切缠累 

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像 

 

永在的神 创造万物的主 

祂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 祂赐能力 

软弱的 祂加力量 



情系世界(上) 

9 

等候耶和华必从新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 

如鹰展翅上腾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 

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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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 日 

2. 美国：马丁路德行动的反思 

阮一心 

第一篇“情系世界”刊登后，真的是悲喜交集，一方面喜见听众热烈留言，写下 30 多

篇为美国代祷的祷告文。另一方面悲的是短短两天，美国的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已有近

19 万人确诊，4 千多人死亡。新冠病毒在美国各州蔓延，东西两岸的情况更为严重。今

天我们关心在美国西岸的同工及听众，分享黄雅格老师从马丁路德的行动所得到的反思，

还有林真儿老师的代祷。希望你在这病发高峰期迫切为美国代祷，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祷

告文，让更多弟兄姊妹一起加入代祷的行列。明天我们会为重灾区纽约州代祷。 

 
来源：“丁香园”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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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美国西岸 

现在全美东西两岸主要城市都已经颁布“居家令”，大家是怎样生活？同工又怎样继续

工作呢？ 

 

先听两位广东姊妹的分享，再看看黄雅格老师的反思。 

 

加州—广东赵姊妹 

我们在北加州这边都是大家在家里学习和工作，我在这一年之前已经开始在家教育

（homeschool），因此对我家影响不是特别大。现在丈夫在家工作，有很多跟孩子相处的

时间，然后就多些时间读经祷告，孩子们也背圣经。每天还是挺忙的，每天为疫症祷告，

为家庭守望，我个人来讲真是很感恩。 

 

我觉得确诊数字比较吓人，主要是加大了排查力度，几万人的测法，所以数字增加的很

快。现在开车过去直接检测，都不用下车，因此数字好吓人。我觉得不用慌张，这里不

像中国那么人口密集。如果不出去聚会，注意卫生应该还好，最重要寻求神里面的平安。 

 

每天看到老师推送的文章或是讲道，真的很佩服，很有勇气，也是一直激励着我！一直

有用良友学院的 APP 收听进深课程。 

 

 

西雅图—广东朱姊妹 

西雅图也有这个疾病，感谢主恩，我们在家没出去，只是孩子们上班，孙儿们网上上课。

我们也没去聚会，（因为限定 10 个人以上，要离开 1.6 米远），只在家听教会网上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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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为我们的信心，为我们孩子们上班，孙儿读大学，每个星期都有几天上班祷告。 谢

谢你们，愿主耶稣赐福保护你们大家都平安健康，凡事顺利。阿们！ 

 

洛杉矶 

我们这里电影院、健身房、购物中心等都不能营业了！餐馆只能外卖不能在餐馆内就餐。

不能去海边玩，也不能去爬山。大家除了买菜不出门，洛杉矶公园海边全关闭。请特别

为在前线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与确诊病人祷告！ 

 

 

千里送口罩 

美国医护人员真的非常缺乏物资，有护士要连续 5 天戴着同一个普通的外科口罩。民众

都自发募捐口罩，送赠给医院。有一位良院同学，也是我们的微信义工，她看到情系世

界为美国祷告，就问我美国的老师需不需要口罩。因为时差的关系，经过一番联系

后，终于同学已顺利把 360 个口罩从浙江寄出，送给西岸的老师使用。求主保守邮

寄过程顺利，口罩能早日送到老师的手上。 

 

千里送口罩的爱心行动，成为同工们在居家令中的鼓励。黄雅格老师非常谢谢内地

听友。美国已接近 19 万人确诊，4 千多人死亡。纽约、新泽西州占一半，加州、华盛顿

州其次。与中国从湖北疫症一点传开不同，美国是东西两岸双面夹攻。美国人以前最讨

厌戴口罩，只有医护人员戴，所以毫无准备。在疫症初期大量送口罩往中国，现在是非

常难买到了。虽然现在美国厂家已增加生产，可是也只能供应医疗人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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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行动的反思—黄雅格老师 

 

高度传染性的鼠疫 

1517 年 10 月，马丁路德在他的教堂门上钉上 95 条，开始了宗教改革之后约 10 年，鼠

疫来到了德国的威登堡，每个能逃离那城市的人都跑了。鼠疫，又称为黑死病，是一种

非常可怕的瘟疫，具有极高度的传染性和致死率。早些在 1347 年的一次爆发，夺走了

60％欧洲人口的生命，照顾病人的医护更容易被传染遭害。 

 

路德留守帮助人 

路德所在萨克森州的州长约翰下令马丁路德离开疫区，他却拒绝了。他还写了一份单张

“信徒是否可以逃离瘟疫”，因为当时许多的人都逃离威登堡；商店关闭，医生拒绝看病

人，牧者抛弃了会众，让濒死的病人甚至没有牧师来主持临终抹油礼。 

 

基督徒须爱邻舍 

路德和他怀孕的妻子卡塔琳娜，却开放自己的住所作为病房来服侍病人。他在单张中也

指出，基督徒必须爱邻舍，不可以抛弃软弱的肢体如病人与老弱妇孺而不顾，只管自己

逃生。但在疫区，若已有足够人数自愿牺牲留守照顾病者，信徒是可以逃命而不算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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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数字 

当今新冠病毒蔓延全球，也类似当年的瘟疫横行。虽然现代医疗发达，但在意大利确诊

病人中病亡率高达超过百分之 10％。到 3 月底，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约

16 万 5 千人，其中 3,170 人遇难。意大利 10 万 2 千人确诊，11,591 人病故。西班牙 8

万 8 千确诊，7,716 人死亡。 

 

这些数字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在美国的东西两岸是重灾区，纽约州和临近的新泽西州就

已有 8 万 4 千人确诊，累计 1,540 人死亡。医院的停尸间不敷使用，市政府必须紧急购

置冷冻货柜车暂时放置遗体（因为尊重逝者与家人，未得直系亲属允许，在此是不准任

意焚化尸体的）。 

 

防疫装备的缺乏 

美国已经多年没有面临过如此严重的瘟疫蔓延；准备不足，医护人员的口罩、面罩、防

护衣初期都相当缺乏（许多北美华人在前一阵子中国疫情严重时，大量将防护用品寄送

回国，造成美国本地极其缺货。中国生产停工许久，产业供应链中断，都是造成缺货的

原因）。有时一个 N95 口罩都不得不重复使用多次。 

 

 

人性光明尽展现 

然而在这似乎黑暗笼罩的阴影中，我们却见到人性的光明。总统、纽约州长和市长呼吁

最近已退休的医护人员自愿加入救援团队，来支援纽约医院里已经筋疲力竭的医护人员。

在他们呼吁后的 24 小时内，4 万多位退休的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医学院应届毕业

生和其他的医护人员登记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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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身心灵受重压 

当值的医护人员在日以继夜的抢救病人，自己又面临随时会被传染的威胁（我的小女儿

是维护人工呼吸机的技术人员，在医院和诊所出入，每修复一部机器就多救了人命），再

看到大批病人不治死亡的伤痛，他们自己的心灵都濒临崩溃。因此另有 6 千多位心理咨

询师，自愿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辅导。就像当年马丁路德宁愿牺牲自己，和他的妻子留在

疫区照顾病人。 

 

路德的防疫劝告 

当年路德也劝告家人要将病人送到医院，将遗体埋葬在城外；虽然当时还没有先进的医

学知识，了解细菌的传染，但马丁路德的劝告在今天来看，就像 CDC（国家疾病防控中

心)的指令：保持社会距离，洗手保持卫生，病患保持隔离的措施，先后呼应。 

 

 
 

电台同工在家上班 

现在全美东西两岸主要城市都已经颁布居家令，若非必要事务不得出门；所有聚会暂停，

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两公尺距离，企业若非民生必要服务，必须暂停营业。我们电台因

为提供听众重要信息，所以是属于这必要的服务业；但为了保护同工健康，要求大多在

家上班继续制作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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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福音不停断 

今年福音广播的主题是“声声不息”，在这艰难的环境下，我们仍然坚持所有的节目不

中断、不重播，持续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这世代的人听到一个最重要的信息，那是

有关于一个最严重的病毒，它的致死率是百分之百，要救得这病毒的人，唯靠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宝血才成！ 

 

唯有耶稣能拯救 

“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徒 4：12）“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

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8–19） 

 

 

 

美国抗疫之祷—林真儿老师 

 

慈悲怜悯的救主，我们仰望你！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我们正在波涛汹涌的疫症中

呼求你，因为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荣耀，我们早已经丧胆了！ 

 

你是洪水泛滥之时坐着为王的神，你更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永远的救主！

当我们仰望的时候，你就用笑脸帮助我们！因此我们要在暗夜中继续高举救恩的杯，称

扬你的圣名，直到永远！求主睁眼看，侧耳听我们奉主名的祈求，你必定垂听垂怜，是

因着你的信实，更因着你的怜悯与应许！ 

 

今天我们人类的光景，你本可以不管不顾，因为这完全是我们自己悖逆的选择，以及远

离你的恶果！但你却选择进入我们的暗夜，与哀哭的人同哭！并且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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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变为可诅咒的，钉在了木头上，担当世人的软弱，除去我们的罪恶！ 

 

我们祈求你爱的量带通遍天下，你的言语传到地极！使耳朵发沉，心灵发昏的人能够苏

醒过来，藉着这次全球的灾难，吸引更多迷失在海面浪路上的灵魂归向你！仇敌想要藉

着病毒隔绝我们，夺走我们的自由；但谁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你却可以藉着

任何的途径使我们进入到真理中，得着真自由！ 

 

今天我们站在世界与你的面前大声呼求，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们的过犯，医治

全地！尤其是疫症爆发的欧洲和北美大地，我们的家园，我们所爱的土地！原谅我们在

开始忽略疫症的严重性，就好像忽略我们内心的罪一样，不去防范对付，就有爆发的一

天！如今我们悔改归向你，知道除了你，别无医治与拯救！ 

 

求主怜悯医治已经感染的病人；安慰怜恤失去亲人朋友的人们；保守看顾在前线抗疫的

医护人员；加力量给每个家庭每个社区的信徒。在这个至暗黑发光如日头，成为你荣耀

的见证，带给死荫幽谷中邻居家人朋友永生的信息与喜乐的盼望。 

 

求主保守美国和各州各地的领袖免受病毒感染，使他们在全心带领大家抗疫的时候，持

守他们按手宣誓就职时的初心，以诚信勇敢信实，竭心尽力地服侍人民大众！让这场灾

情过后的美国，大大复兴，全民归信！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美国全地，如同

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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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 

天韵合唱团 

曲：袁培华 词：叶薇心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还在夜里闪亮 

不管夜有多长 

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不管山有多高 

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 

不管路有多远 

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谁能跨过艰难 

谁能飞越沮丧 

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情系世界(上) 

19 

2020 年 4 月 3 日 

3. 美国：八方支援重中之重纽约州 

阮一心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每天一睁眼就看到触目惊心的数字。感染人数快速增长，美国已有

超过 21 万人确诊，4,700 多人死亡。东岸的纽约州更是重中之重的疫区，世界各国的

防护物资涌进该区，野战医院已投入服务。愿我们以祷告来支援前线的医护人员，

求主保护他们，使用他们医治 6.7 万多的病人。明天我们会为亚洲人口大国印度祷

告，记念贫穷、流离失所的人民。 

 

来源：“丁香园”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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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美国东岸 

 

纽约州确诊病例超过湖北 

美国纽约州成了重灾区，截至当地 3 月 30 日，纽约州新冠病毒感染累计诊断 67,801

例，死亡突破 1,500 人，约占美国新冠病毒死亡总数的一半，现存感染超过 5.5 万例。

人口只有湖北三分之一的纽约州（当地 2 千万人，而湖北省有 6 千万居民）已成为新的

疫症中心。 

 

野战医院 

 

当局预计将州内病床从目前 5.3 万张，扩增到 14 万张，还会再兴建 4 间临时医院。第

一间野战医院位于曼哈顿贾维茨会议中心，有 2,910 张病床。每一间都用白色板子、布

帘区隔，不仅有空气清净机，还有盆栽，空间宽敞舒适。 

 

 

野战医院收治没有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其他疾病病患，把病人从医院转移出来，让原医院

全力救治新冠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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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号”海军医疗船  

3 月 28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送别“安慰号”（Comfort）海军医疗船，该船只配备了

1 千个病床床位，已在 3 月 30 日抵达纽约支援抗疫工作。 

 

 

 

急需防护物资 

联邦应急管理局正与私营公司主动合作，在全球采购防疫物资，安排大约 50 个航班，

以运送相关物资。一架从上海到纽约的载有 80 吨医疗防护物资的飞机，3 月 29 日抵

达纽约机场，载有 1,200 万对手套、13 万个 N95 口罩、170 万外科手术口罩和 5 万套

防护衣等。这架来自中国的飞机承载的是第一批，未来将有一系列航班将急需的物资

从其他国家送往美国。 

此次采购由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兼总统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领导。白宫正在安排空

运，以帮助加快这些公司在海外购买的个人防护设备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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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一直在寻求增加呼吸器、呼吸机和其他医疗用品的产量，但工厂已经满负荷

运转。他们可能需要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新建的工厂增加产量。美国国会众

议院通过 2 万 2 千亿美元刺激经济法案，特朗普引用国防生产法签署法令，要求通用

汽车生产呼吸机，希望美国可在 100 天内生产 10 万部。 

 

中美合作抗击疫症—江苏马姊妹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向你

仰望。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独一的真神，万物都掌管在神你的手中。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

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不配，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有得

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主饶恕赦免我们的罪。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手洁心清

地来到神面前祷告。 

 

我们把全球防新冠病毒这件事交托主的手中，求主开恩怜悯各国人民。我们为中国在神

的面前感恩，感谢主亲自帮助中国，中国基本上控制了疫症，并且已经复工。 

 

我们特别把美国这个国家交在主的手中，到目前为止美国感染人数最多，已超过 21 万

人确诊，求天父亲自施恩怜悯医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

统彭斯，以及所有执政的官员，和所有的美国百姓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感动他们认罪、

悔改。他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主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医治他们的疾病，医治他

们的地。 

 

主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

们求你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把人民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带领百姓有从神而来的力

量抗击疫症，加大核酸检测力度，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医治、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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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帮助美国让各州之间都要管控，州与州隔离起来，心与心连在一起，共同抗击疫症。

求主帮助美国百姓宅在家里，更好的为防疫作贡献。天父求你充足供应美国的医疗物资：

N95 口罩、防护服以及呼吸机。 

 

求主藉着医生的手，去救治更多的病人，使病人早日康复。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悔改

归向神，使他们灵魂得救，生命得改变，一切荣耀归主名。 

 

现在美国已有很多个州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把纽约州交在主手中，求主怜悯每个人。我

们把纽约州收治新冠肺炎的医院，以及医生护士和病人都交在主的手，求主保护医护人

员不被感染。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去医治病人，降低死亡率，提升救治率。求主使用方

舱医院，让更多轻症患者早日康复。我们把所有的患者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医治。 

 

感谢主，藉着中国已经将 80 吨医疗物资运往美国，已经抵达纽约 ，包括 N95 口罩等，

医生和美国百姓都很感恩。求主祝福使用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让美国和中国团

结一致共同抗击疫症、取得最后的胜利。求主祝福美国人民，求主祝福中国人民。求主

看顾在美国的华人和留学生和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同心祷告是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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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麻蒙灰悔改—安徽苏牧师 

坐在高天宝座的主啊，你是那样的充满慈爱与怜悯。因为按你所造的人类世界在 2020，

正历经一场新冠病毒流行多国多民的当中。许多人正遭受此病毒之魔生命的威胁，活在

痛苦与恐慌不安里，是何其让人悲凉与流泪不止。 

 

此时，恳求你以怜悯为怀，慈爱为心，俯下你的双臂，抚慰那些正经受这疫症祸患的世

界各地的苦寒之民。愿你的怜悯慈心来显出你恩典的医治，使患者进入健康之中；用你

大能大力早日止息疫症，恢复世界家人快乐的生活，对你的荣耀见证。 

 

有应许永恒的主啊，你的儿女此时举手，首为美国之地恳求。美国现在已是全球各国疫

症最严重的国家，特别是纽约重灾区，如同在疫症下中国武汉那时一样被病毒侵害着。

如此有着清教徒信仰建立敬畏你名的这个民族，怎会遭遇如此疫症浩劫。那一定是有得

罪你的地方，有偏离你的心意之处。愿美国上至君王，下到百姓、牛羊牲畜，都能披麻

蒙灰悔改在你的面前，丢弃手中的强暴，离开所行的恶道。你就广行赦免之恩，并护卫

这国、这民的平安。 

 

用慧眼看顾世人的主啊，在这次美国疫症生发的时期，许多医院、养老院都在被隔离之

中，亲人无法探视。求主让医护用医术聪明诊治患者康复，养老院老人康安无恙。 

 

同时，也为或许要发生的排华裔事件，求你阻挡；还有那些留学生，求你使他们在心里

紧张害怕之时，懂得心底祈祷平安。无论美国各行业受到冲击与挑战，求你使民众生活

有序充足，各行业经济逐渐复苏。求主恩待，听我们儿女的内心交托仰望。奉主名求，

阿们！ 

 

 

回到神的怀抱—湖北赵姊妹 

亲爱的天父：恳求你仁慈的眼目转向美国，像起初你引领他们从欧洲大陆出来一样。起

初他们立志以你为他们立国的根基，你赐给了他们智慧与勇气，让他们成为蒙受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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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的恩宠，为他们建造了自由的人间天堂。 

 

然而黑衣天使没有停止对人类的攻击，借助人无休止的自由与自私的本性，将人间天堂

的宁静打乱。恳求主再次怜悯美国，垂听众儿女的呼求，让美国重新回到神的怀抱与轨

道中。 

 

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控制病毒的蔓延，医治被病毒感染的患者，保护在一线抗疫的医务人

员与警察，恳求天父神亲手拯救与保护他们。奉主耶稣的名求告。 

 

求神复兴美国的教会—江苏刘姊妹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

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

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代下 7：13–15） 

 

求神复兴美国的教会，挑旺基督徒爱主的心，为自己、为国家守望祷告，谦卑自己，寻

求神的面，认罪悔改，离弃一切恶行。祈愿神止息他的愤怒，怜悯美国，医治美国！ 

 

愿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政府和人民，牢记神的话语：“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

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

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 2：4–5）愿美国重新成为

山上之城！为基督做美好见证！ 

 

 
 

抓紧神的应许—黄雅格老师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伏服敬拜！感谢主，因着信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你创造天地万物，你掌管一切。我们感谢你的应许：“我要论到耶

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

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疫症。”(诗篇 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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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求你医治这地！这个国家的开国先贤大多都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是现今的百姓

却越来越远离你。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与过犯，让全民从执政者到百姓，都能悔改归

向你。 

 

因着在这国家仍然有许多你的儿女，和无辜的婴儿，求你施恩拯救，终止这疫症的蔓延。

更恳求你护佑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保护百姓的军警，运输物资的员工，愿意牺牲奉献

来救助疫区中勇士，求你使他们不至遭害！ 

 

我们也恳求你使用我们在这艰难的环境中，活出基督徒爱神爱人的生命，勇敢的传播耶

稣基督的福音。唯有基督是永远的拯救，永远的医治。我们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祷告。阿们！ 

 

 

 

祈求赦罪与医治—陕西贾姊妹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屈膝在你施恩的宝座前，为疫症中的人们向你呼求！父啊，2020

年你藉着中国的疫症向世界发出预警，可是他们却轻忽了！他们为疫症中的中国奉献了

诸多的爱心，却唯独忘记“防患于未然”！中国刚刚好转，世界却步入病患中！ 

 

父啊，我们在你的眼前，为活人死人祈祷，祈求你的赦罪与医治的恩典！祈求你的怜爱

与公义的恩典！祈求你的拆毁与重建的恩典！祈求你的平安与恢复的恩典！ 

 

父啊，你曾在诗 91：14–16 告诉我们：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

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

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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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啊，求你照你的话应允我们，因为我们专心爱你、投靠你、宣扬你名、寻求你的面！

如此诚心诚意的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名求告的！阿们！ 

 

 

 

云端诗班颂唱《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这首诗歌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的主题。这是由北爱尔兰

作家盖蒂（Keith Getty）和英国作家斯图尔特（Stuart Townend），共同创作的一首现代

基督教流行敬拜歌曲，在全球广受欢迎。 

 

这支云端诗班由 14 个国家的 48 位基督徒组成。制作者大卫·卫斯理历时 5 个多月将这

些阿卡贝拉人声合唱重新编排，通过虚拟同步的方式呈现。盼望这首歌曲在蔓延全球的

疫症中，带给人安慰与鼓励。让我们在基督里得着盼望和力量，因着主的爱和大能，我

们在风暴中得以站立。 

 

《在基督里》（In Christ Alone） 

曲词：Keith Getty Stuart Townend 

字幕制作：Tom@Grace 画报 

翻译：廖忠信 

 

在基督里，我得盼望， 

他是亮光、力量诗歌； 

这房角石，坚固盘石， 

不怕干旱、凶猛风暴。 

无比慈爱，何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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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怕消逝，争战平息； 

我的安慰，我的一切， 

因主的爱，我得站立。 

 

惟有基督，道成肉身， 

完全的神，成为人子； 

带来公义，恩典礼物， 

他来拯救，却被弃绝。 

直到耶稣，十架受死， 

神的愤怒，得以停息； 

所有罪孽，他全承担， 

因主受死，我得生命。 

 

他的身体，在洞穴里， 

世上之光，在黑暗里； 

直到那日，荣耀清晨， 

从坟墓里，他又复活。 

当他胜过，罪恶权势， 

死亡毒勾，不再害我； 

我属于他，他属于我， 

因主宝血，我得救赎。 

 

胜过罪恶，不惧死亡， 

基督大能，今护庇我； 

从我诞生，直到离世， 

我的生命，在主手里。 

没有邪恶，或是权谋， 

能使我们，与神隔绝； 

直到主来，或归天家， 

因主大能，我得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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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4 日 

4. 亚洲：为危机重重的印度祷告 

阮一心 

今天我们为亚洲有 13.7 亿人口的印度祷告，虽然截至 4 月 3 日，印度新冠病毒感染累计

诊断的个案不算严重，只有 2,301 例，死亡 56 人。但在宵禁和封国中的印度危机重重，

印度医学专家估计，印度疫情的高峰 5 月才会到来，确诊患者可能会达到 100 多万人。

让我们祷告记念大量贫穷、流离失所的人民，求主遏制疫症的蔓延。 

 

直击印度 

宵禁中的混乱 

在印度德里的香港宣教士分享宵禁带来的混乱。 

 

3 月 21 日印度总里慕迪设立宵禁日，为表扬前线抗疫者。22–23 日印度已将 7 成多有确

诊的省份宵禁。总理宣布 3 月 24 日起全国宵禁 21 日。宵禁前几天很多人民涌到市集抢

粮，赶最后班次坐飞机、长途巴士及火车回乡避疫，情况混乱，反而增加播毒风险。宵

禁第一日，很多民众也买不到粮食，很是混乱。 

 

宣教士家庭早在2月初已开始不断储粮及抗疫用品，暂时一切安好，不用出街抢购粮食，

可以应付两星期。 



情系世界(上) 

30 

印度的宵禁是可以出去买粮食，但这里关闭交通工具，国际、内陆飞机全部关闭，巴士、

地铁及公路关闭，人们游走回乡，非常混乱。 

 

请祷告这些宵禁抗疫措施会见果效，求神保守世界抗疫成功。 

 

 

 

封国下的危机 

印度开始 3 周全面封锁，13 亿人口无法上班工作。印度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约有 4,500 万

人，大多数是流动劳工，没有工作就得回家。可是没有交通工具，不得不长途跋涉走路

回家，有些得走 600 公里，甚至 1,000 公里。3 月 26 日，一名 39 岁快递员从首都返乡，

他步行约 200 公里后心脏病发死于路边。3 月 29 日，一批务工人员在返乡途中被卡车撞

上，事故造成 5 人死亡，另有 8 人严重受伤。 

 

21 天的封国对于流动劳工就等于没有收入，没有东西吃。正在走路的一位年青人很悲观

的说：“没被病毒感染死，也得饿死！”印度人口拥挤，没有保持人与人距离两公尺的条

件。回到家乡住在挤逼的贫民区，更容易造成病毒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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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咖哩是否就能免疫？—吴加恩老师 

 

从确诊人数看，印度情况好像不大严重；13 亿的印度人，4 月 3 日只有 2,301 人确诊。

还记得这新冠肺炎早前爆发时，印度在 2 月 1 日从武汉撤回第一批国民，当时那 104 人

是“零感染”的。 

 

全国封城 3 周 

但这大流行的疫症，它的蔓延不容任何人去轻视！印度总理已经宣布，从 3 月 24 起，

全国封城 3 周，飞机、火车、公共汽车和地铁全部停运，各边界通道也全部关闭。  

 

这措施是否有点儿过分紧张呢？一点也不。印度有成千上万的贫穷劳工聚集在大城市，

特别是新德里。他们居住在很挤迫的环境中，有些更是日晒雨淋的随地而居，一点防疫

的保护都没有。他们正是新冠病毒在虎视眈眈、将要肆意吞噬的对象。病毒一旦传开，

那将是几何级数的、一传十、十传百，那将会令无数的印度人、印度家庭、从世上消失！ 

 

总理莫迪说：“实施封锁是很艰难的决定，但是我别无选择，对于给大家造成的困难，

我道歉，特别是穷人，我知道很多人在生气，请原谅我。” 

 

封城造成的是什么困难？成千上万的贫民一下子没了生活，在城里的生活再无保障，被

迫赶回家乡去。所以，这几天，交通不胜负苛，有不少人穿州过省、带着仅有的食物，

徒步回乡，情况堪虞。 

 

疫症急转弯 

回顾整个 2 月，印度只不过有 3 个确诊个案，情况一点也不令人担心。但踏入 3 月，情

况急转弯。有一位 70 岁的锡克教教士，去过欧洲、途经意大利回到印度。他漠视家居

检疫的禁令，在旁遮普的家乡带领宗教聚会，又于 3 月 10–12 日之间出席了一个有 30

万人参加的盛会。这人 3 月 18 日死亡，其后证明是新冠肺炎病者，那些与他有接触的

亲友亦陆续被确诊。 

 

为此，印度政府在旁遮普省检疫了 4 万人。下图是教士家乡的人轮候检疫的情况：每人

只能站在地上所画的圈上，人与人之间有不到 1 米的距离，双行排队等候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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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检疫，确诊人数悄然上升，而令人担心的也不止是今天病了的有多少，更是早已散

布在人群中的病毒影响有多少，会不会继续无声地散播，打击多少个家庭，夺去多少的

生命。 

 

 

 

 

吴加恩老师代祷 

主啊，看这些可爱的百姓，成千上万的黎民，他们是你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的对象，未

知是否已有人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呢？但他们现在已陷在病毒的危机中。求主垂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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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他们，为他们存留得救的机会，使他们归回主你的怀抱！ 

 

我们为印度的总理、政府、警务人员，还有那些运作交通工具的人士祈祷。这么大一个

国家，救你赐他们管理的智慧、行事的效率，以致回乡的人流可以畅顺，百姓得以安然

回家，生活得到照顾而安顿下来。 

 

新德里警察带新冠病毒头盔宣导民众 

 

我们为封城后的城市祈祷。当城市清静下来，求你使病毒悄然地消失，确诊的数目不致

陡增，却是得到控制，让死寂的城市早日又活过来。 

 

我们又为印度的乡下祈祷。随着百姓回乡，一些隐形的病例可能散开，求你怜悯，叫病

毒远离乡下的居所。百姓的生活受到影响了，日后不知何去何从，求主保守他们！ 

 

主，你是智慧的主、慈爱的主，你行事远超人所能理解！我们深信，在这水深火热的困

境中，你在成就超乎人想像的事。我们为印度求怜悯之余，更求你的大能彰显，让这信

异教的国家、人民，在苦难中有机会认识你、投靠你！愿你在印度行奇事，使百姓经历

你的怜悯，认识你的救恩，得知你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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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广播传盼望 

印度 80%人口是印度教徒，13%是穆斯林，2.3%是基督徒，13 亿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福音

未得之民。感谢主的预备，印度福音广播在 1964 年开始，有 14 个中波电台，和每天 30

分钟短波节目，是许多地区唯一听福音的管道。当地穆斯林传教的势力很大，3 月初“塔

布里.伽马”在新德里的穆斯林布道大会，造成最少 400 人被感染，是印度全国五分之一

的已知案例。请为印度福音广播代祷，带领亿万印度人相信主，在绝望中找到真正的盼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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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路加老师代祷 

创造一切，又掌管一切的主，我们屈膝来到你面前，为了冠状病毒的疫情向你祈求。主

啊，病毒在全世界继续蔓延肆虐，越来越多人被感染，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 

 

我们特别为了印度来祈求，这个有着 13 亿人口的庞大国家，处在爆发的危险当中。主

啊，我们向你呼求，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恩典，怜悯你手所造的。求你大能的手，阻止病

毒继续传播。求你帮助执政掌权的，有智慧的心，做合理的决策。 

 

主啊，这个国家缺乏医疗资源应对可能的爆发，求你为他预备。求你也怜悯那些已经被

感染，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人群，求你使他们得到康复。主啊，许许多多的民众，活

在贫困之中，根本没有能力抵御这场灾难带来的失业，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冒病毒的

危险，回到自己的家乡。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拯救他们。求你怜悯那些失去亲人的家

庭，安慰他们的心。 

 

主啊，我们人常常因为科技的进步，生活的富足，而自高自大，忘记你，远离你。一个

病毒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 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 

 

主啊，求你帮助人们在这患难和恐惧当中，找到真正的神，真正的救主，就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和主里真正的平安和盼望。 主，愿你的恩典和救赎，临到这个国家的人民。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情系世界(上) 

36 

 

《你坐着为王》 

演唱：生命河灵粮堂 

词曲：施弘美 

 

主耶和华 满有怜悯和恩典 

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 

当我回转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必欢呼喜乐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虽洪水翻腾 我坚定仰望你 

你坐着为王 垂听我呼求 

使我灵苏醒 有复活的生命 

 

旁白：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 

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 

你要继续来仰望神 

因为祂仍坐在宝座上 

祂拥有你生命的答案 

祂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 

祂正坐在宝座，垂听你的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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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7 日 

5. 亚洲：为医疗设备不足的缅甸祷告 

阮一心 

今天我们为有 5,400 万人口的缅甸祷告，虽然截至 4 月 6 日，缅甸新冠病毒感染累计的

个案只有 22 例，1 人死亡，但缅甸网络不普及，医疗设备不足，抗疫条件有限。让我们

祷告记念大量贫穷、失去生计的人民，求主供应他们的需要，保护他们不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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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缅甸 

卫生部 3 月 23 日公布两宗从美国和英国回缅甸的确诊个案后，仰光出现抢购潮，民众

纷纷涌向超市购买物资。外交部公布 3 月 25 日零时起，对所有入境者实行为期 14 天的

隔离观察。缅甸政府已关闭陆路边境，并禁止大型集会，包括 4 月庆祝缅甸新年的街头

活动及大型水战。学校、戏院、卡啦 OK、教会等场所关闭。 

 

 

 

赌场关闭引发偷渡 

云南德宏边境 3 月 30 日破获一宗特大偷渡案，拘捕 54 名疑犯，其中 49 人是偷渡客，

5 人是蛇头。他们因境外赌场受新冠病毒影响而关闭后，趁晚上从缅甸潜逃回中国，不

料被捕，他们涉嫌招募、组织、运送外省人偷渡出入境参与赌博。 

 

据悉，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国境线长，边境无天然屏障，多以竹篱、村道、水

沟为界，非法渡口、小路众多，偷渡客经常利用这些缺口非法出入境。而这些偷渡客，

或因逃避强制检疫，故选择偷渡出境，再偷渡回中国。 

 

守望缅甸—吴东儿老师 

缅甸联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简称缅甸，是东南亚国家联盟

的成员国。虽然缅甸是世界上著名宝石和玉石产地，但也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以

农业为主，从事农业的人口超过 60％，农产品有稻米、小麦、甘蔗等等。 

 

缅甸人口有约 5,400 万，68％为缅族。主要的法定少数民族为掸族（9％）、克伦族（7％）、

孟族（2％）、克钦族、克伦尼族（1％）、钦族（2％）、若开族以及华人（3％）、印度人、

孟加拉人（1.5％）；但缅甸官方不承认华人、印度人、孟加拉人为法定少数民族。官方

语言为缅甸语，也有为数不多的人懂英语和汉语。（资料：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D%97%E4%BA%9A%E5%9B%BD%E5%AE%B6%E8%81%94%E7%9B%9F/10595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D%97%E4%BA%9A%E5%9B%BD%E5%AE%B6%E8%81%94%E7%9B%9F/10595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6%9C%80%E4%B8%8D%E5%8F%91%E8%BE%BE%E5%9B%BD%E5%AE%B6/58124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C%85%E6%9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B8%E6%9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B%E4%BC%A6%E6%9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F%E6%9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B%E9%92%A6%E6%9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2%A6%E6%9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A5%E5%BC%80%E6%9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F%E5%8A%A0%E6%8B%89%E4%BA%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C%85%E7%94%B8%E8%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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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无法生活—缅甸曼德勒李传道  

缅甸因为受新冠病毒影响，所有宗教活动一律被禁止聚会，一直到 4 月 30 日。缅甸的

教会要全面采用网络直播敬拜，对他们来说还是个遥远的距离，因为经济、生活水平没

有许可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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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北部的一些隔离区          曼德勒国家公园 

 

最近，缅甸有 300 万劳工从泰国返回缅甸。缅甸国内公司纷纷关闭，又没给员工什么福

利，因此导致许多人士失业，没有收入。而物价上涨，许多人根本无法生活，人们说：

“饿死不如病死，反正都要一死！”政府禁止一些地区做买卖，但为了维持生活，人们还

是依然从事自己的行业。这些都是缅甸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卖冰淇淋的大叔          用自行车卖彩票 

 

目前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要如何牧养弟兄姊妹。请为李传道祷告，求主给他智

慧，知道在这疫症蔓延的时期里，如何牧羊弟兄姊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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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餐馆              早餐小店 

 

守望仰光—缅甸香港同工 

1. 感恩至今仍是外国回流及接触者确诊个案。因缅甸系统设备不足，在世卫宣布紧急

疫情开始，政府已停止聚会、所有考试或非紧急公务活动和群体活动至 5 月底。政

府在 2 月下旬已强调远距离社交接触和洗手的重要。 

2. 希望从中国回流而需要隔离的人士自律遵守，因短短数天已引发对宗教群体和少数

民族的不满。守望他们不要因有防疫物资而四处游走，同心协力减低传播病毒的风

险。 

3. 为大部分人民手停口停、没有干净水的国家（包括缅甸、印度、孟加拉等）代祷，

当局更有智慧地分享合宜的防疫措施。 

4. 4 月 10–20 日是缅甸新年假期，全市关闭，今年政府实行全国一起足不出户政策。只

准许市民每家派一个代表出去买东西。为农民和小贩的生计代祷。 

 

4  

仰光大金寺 

 

5. 祈求天父看顾保守医护人员，因为物资不足，部分前线医护宁愿辞职。现在很多佛

寺开放为隔离区，年轻学生参与义工，求主保护他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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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守望各内战地区民生安全。 

 

 

吴东儿老师代祷 

亲爱的主，看见在缅甸的同工发出的呼声，心中甚是难过。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许多

人还未听闻你的名字！在仰光、首都内比都（Naypyidaw）的条件可能比较好一点，但

其他地区还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人民生活不容易；在东边和北面边界地区，至今仍不

时有小战役发生。 

 

主啊！你看见缅甸人民的各式各样的苦情，加上现时爆发的疫症，你知道他们的需要，

求你看顾和保护他们，救他们免于恐惧和饥饿，求主你怜悯、垂听每一个向你呼求的灵

魂。 

 

 

虽然教会也缺乏，但求你引导他们知道如何在这个时刻，关心社会，为你作见证。另一

方面，就算教会有钱付上网费、有技术拍摄或直播崇拜，可是弟兄姊妹不一定有资源上

网，而且网络也有不同情况的限制，所以怎样牧养是一个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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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们不晓得你要我们在这次全球灾害学习什么。但求大牧人你来坚固教会、你仆

人们的心，求你赐智慧和能力给缅甸的牧者，让他们在逆境中仰望你的恩典与同在，全

然倚靠你，无论何境况都忠心跟随你。求赐给他们有心力、体力和智慧来把你的福音和

盼望带到人群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诗 107：6） 

 

《你的爱不离不弃》 

演唱：生命河灵粮堂 

词曲：施弘美 

 

没有一个忧患 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满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怜悯如江河涌流 

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 

使我的福杯满溢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环绕 

你必永远记念与我所立的约 

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旁白 

你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 

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 

但我们的神祂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没有一个忧患祂不愿意担当， 

没有一个重担祂不愿意背负， 

祂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祂爱你  就爱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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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9 日 

6. 英国：英女皇祝愿“我们定会成功” 

阮一心 

今天我们为被新冠病毒重创的欧洲祷告，截至 4 月 8 日，英国累计的确诊个案有 55,242

例，6,159 人死亡，死亡率高达 11%，死亡人数仍在不断上升。已确诊为新冠肺炎的 55

岁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 4 月 6 日因病情加重被送入重症监

护室医治，他需要吸氧但没有使用呼吸机。93 岁的英女皇发表抗疫演讲，感谢医护人员

的努力，鼓励英国人在自我隔离中停下来反思、祈祷或默想，继续同心同德、坚定不移

去战胜疫症。英女皇和世界各国领导人已向约翰逊发送信息，希望他早日康复。 

 

今天我们分享英女皇的祝愿，为英国的教会和医护人员代祷，求主保护医护人员不被感

染，教会在疫症中服侍社区，带给人安慰和盼望。 

 

 
 

直击英国 

从英女皇来的安慰 

在英国面临挑战，国家陷入困顿的时刻，英女皇感谢在全民健保系统（NHS）一线工作

的所有人，还有护理工作者和那些坚守必要岗位的人。她还感谢每一个待在家里的人，

因为他们的行动帮助保护了脆弱群体，让无数家庭避免了痛苦。大家可以详看英女皇鼓

舞人心的演讲，以下视频有中文字幕。 

 

英女皇第一次公开广播是 194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时她的妹妹从旁协助。她

们从温莎城堡向其他孩子讲话，当年的孩子被迫从家中疏散，送到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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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疫症下，很多人再次感受到了与亲爱的人分离的痛苦，但这次与以往不同。

因为英国将与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利用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和发自本能的同情心去

治愈伤痛。英女皇很有信心地说：“我们定会成功，而成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前

路艰辛，但我们可以放心，好日子终会到来：我们会与朋友再会，会与家人再聚，

我们也会再见。” 

 

社交限制 

英国时间 3 月 23 日晚上 8 点半，英国宣布了限制社交的手段： 

 

1. 禁止与两个以上的公开场合聚会（不包括与你同住的人）。 

2. 禁止所有社交活动，包括婚礼和洗礼，葬礼不包括在新限制中。 

3. 关闭所有的图书馆、游乐场、户外体育馆、礼拜场等公共娱乐设施。 

4. 关闭所有的餐饮、酒店、咖啡厅。 

5. 出门购物只能是因为基本需求，例如生活用品、医疗原因。 

6. 每天只能出门一次，例如跑步、散步、骑自行车。 

7. 因医疗需要，志愿者为了照顾他人可以出门。 

8. 只有在完全不能避免的情况下才能去上班地点。 

9. 警察有权执行规则，包括罚款和分散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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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闭所有销售非必需品的商店，例如服装和电子商店。 

11. 不得与他们不同住的朋友或家人见面。 

 

防护物资 

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和英国驻华大使馆 4 月 3 日、4 日发布消

息称，英国航空公司从中国运回一整飞机的防护物资，包括：300 台呼吸机、3,300 万个

口罩、100 万双医疗防护手套等。英国驻华使馆表示，后续还将从中国进口其他防护物

资，用来支援英国对抗新冠疫症的战斗。 

 

守望英国 

1. 英国进一步限制人出门，求主叫人民醒觉，不恐慌却严阵以待。叫人心安静下来，享

受独处或与家人相处。 

2. 部份西方人歧视华人。在各区有华人被袭击，学校的亚裔学生亦遭歧视欺凌。出门

不敢戴口罩，仍觉得忐忑不安。现在已多些人戴口罩，但很难买到口罩。 

3. 为已染病的人祈祷。求神医治他们的病，安慰他们和家人的心，让他们在脆弱时仰

望主的大能和仁慈。 

4. 为医护人员祈祷。有足够的医疗物资可以分派给各前线同工，保頀他们更有能力和

效率去救治病人，同时也能好好保护自己。 

 

5. 为正确防疫资讯的流通祈祷。求神在政府部门中间动工，把必要丶真实和正确的防

疫方法广泛通知人民，使效果更加显著，市民之间不要为接收不同的资讯而产生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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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甚至歧视。愿神赐智慧给公职人员，尽心为人民分忧。 

6. 为惶恐的人心祈祷。求神派遣圣灵在各人心间，平静并安慰惴惴不安的情绪。面对

尚未完全掌握的病毒疫症，人做不到的，在神没难成的事。求神赐智慧给科学家，可

以早些找到对症之药，并且发展疫苗，免人类受此疫症蔓延的影响。 

7. 为家人和睦相处祈祷。家人在家朝夕相对，容易产生冲突，家庭暴力的个案上升 20%。

求主纾解各人的焦虑和不安情绪，改善家人的沟通，有困难的家庭愿意主动求助，接

受辅导。 

8. 首相约翰逊早日康复，为署理首相、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祈祷。求主赐他智慧带

领各部门进行抗疫工作。 

 

  

首相约翰逊 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在疫症中陪伴丧亲者—剑桥华人教会龙长老 

英国的疫症扩散愈来愈严重，政府已下令学校停课，可以在家工作的留在家，公众聚会

停止，70 歳以上的人建议禁足在家。虽然政府不鼓励戴口罩，但群众也渐接受有些人需

要戴。 

 

剑桥大学已经完全关闭。教会从已开始在线崇拜。小组查经、亲子班等都在线上举行，

校园中心的所有事工要停止。 

 

教会两位 8、90 岁的老弟兄最近因病医治无效离世，其中一位确诊新冠肺炎，他们留下

的年老的妻子也同时患病。因为在政府禁止出门的情况下，教会完全无能为力协助处理

相关丧礼后事和任何支援。面对如此困局，身为牧者实在令人感到无奈与遗憾！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只能透过网路平台，为他们举行了线上直播追思礼拜。让两个丧失

至爱的家人亲友和弟兄姊妹，包括远在中国的亲友得以利用视像一同参与，也成为众人

的安慰和祝福！ 

 

在疫症之下需要求主加力和赐智慧给我们，懂得如何有效的事奉，恳请为我们祷告： 

1. 弟兄姊妹在疫症下虽不能参与实体聚会，仍可透过网路进行所有活动，并保持合

而为一的心，面对疫症挑战，灵命更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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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国人，特别是华人在疫症下能谦卑下来接受救恩。 

3. 求主怜悯，使欧洲、英国的疫症得到控制，以致一切尽快恢复正常。 

4. 求主保守同工的身心灵都强健，不被疫情击败。 

 

爱心行动 

在伦敦西北面一个城市叫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小小的城市有 70 多人感染，

可谓非常严重。英国政府要求国民停止在外活动，并且要留在家中，教会只能网上崇拜。

基督教华侨布道会是一个宣教差会，在疫症中发动弟兄姊妹参与爱心行动，把口罩邮寄

给有需要的人。 

 

沈灵风牧师代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遭遇人生风浪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你在我们的小船上；

不需要我们呼喊：“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太 8：25）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

是看顾我们的神，你是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你是掌管瘟疫、掌管风浪更掌管我

们生命的主宰！你若不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路 21:18） 

 

主啊，怜恤我们这群小信的人，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恐惧、焦虑、不安，你知道“我们信，

但我们信不足，求主帮助！”（可 9：24） 

 

求主使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你的话语之中，求主赐给我们祷告的灵，求主亲自对我们的心

说话，将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眼前！ 

 

主啊，帮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相信你的慈爱，相信你的能力，相信你的同在，相信永

生的真实，相信耶稣基督将要回来，相信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全能者啊，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这场瘟疫、灾难、风浪中凭信站立得稳，“叫我

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

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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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坚固保障》 

《坚固保障》是马丁·路德根据诗篇 46 章所写，当时的他正在奥斯堡国会受审，在最绝

望的时刻，他和他的朋友腓力一同唱起了诗篇 46 章，从基督那里得着力量，刚强壮胆。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 

山虽因海涨而战抖， 

我们也不害怕。（细拉） 

……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 

在全地也受尊崇。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 46：1–3、10–11） 

 

这首《坚固保障》的线上合唱，是由大卫·卫斯理（David Wesley）发起的“线上唱诗班”

所唱的，是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一次。34 个国家，176 位基督徒音乐人，因着一颗

共同敬拜神的心，他们各自在家分开录制不同乐器，和不同声部人声的音轨，最终重新

编曲成了这个震撼的作品。 

 

藉着《坚固保障》这首传递着力量和盼望的诗歌，在全球疫症大爆发之时，带给我们在

基督里莫大的安慰，呼求主作我们随时的帮助，作那最坚固的保障。 

《坚固保障》 



情系世界(上) 

50 

德文原词曲：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1529）   

英文翻译：弗雷德里克·赫奇（1852）   

编曲／附加声：Don Hart 唐·哈特 

` 

中文翻译／后期字幕：黑门工作室–Jenny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主是我们坚固保障 

A Bulwark never failing; 

雄伟高大又刚强 

Our Helper He amid the flood 

苦难之中保护着我 

Of mortal ills prevailing: 

助我乘风冲破浪 

For still our ancient foe 

撒旦世代猖狂 

Doth seek to work us woe; 

谋世人陷悲伤 

His craft and power are great, 

它力大又狡猾 

And, armed with cruel hate, 

愤怒仇恨满腔 

On earth is not his equal. 

世间数它恶无双 

 

Did we in our own strength confide, 

我若只凭自己力量 

Our striving would be losing; 

无法与之相对抗 

Were not the right Man on our side, 

幸有一位道成肉身 

The Man of God’s own choosing: 

率领我们共抵抗 

Dost ask who that may be? 

若问此人是谁? 

Christ Jesus, it is He; 

祂是耶稣基督 

Lord Sabaoth His Name, 

祂是上帝本身 

From age to age the same, 

昔在今在永在 

And He must win the battle. 

祂定让撒旦灭亡 

 

A mighty fortress 

坚固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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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主是我们坚固保障 

A mighty fortress 

坚固的保障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主是我们坚固保障 

 

 That word above all earthly powers, 

主言胜过世俗力量 

No thanks to them, abideth; 

信祂得永生盼望 

The Spirit and the gifts are ours 

基督降下圣灵恩赐 

Through Him who with us sideth: 

与我们同在战场  

Let goods and kindred go, 

世上钱财可弃 

This mortal life also; 

荣誉名声可丧 

The body they may kill: 

哪怕夺我生命 

God’s truth abideth still, 

主道依旧兴旺 

His Kingdom is forever. 

天国永是我家乡 

 

A mighty fortress 

坚固的保障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主是我们坚固保障 

A mighty fortress 

坚固的保障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主是我们坚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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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0 日 

7. 英国：为担惊受怕的留学生祷告 

阮一心 

随着英国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不断上升，引发大量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匆匆逃离英国。今天

我们听听家长和留学生的心声，为担惊受怕的留学生祷告。求主看顾他们的身体，带领

他们的学业，让主的平安除去他们心中的恐惧。明天我们会为欧洲另一重灾区—西班牙

祷告。 

 

直击英国 

截至 4 月 9 日，英国累计的确诊个案有 60,733 例，7,097 人死亡，死亡率高达 11.7%。

当疫症不断在英国各地蔓延时，很多中国留学生纷纷抢购机票回家。有些人要花几万元

才能买到一张从伦敦直飞香港的机票，再转飞中国其他城市。即使香港居民回到香港，

也要强制家居隔离 14 天。刘姊妹分享她去英国接回念初中的儿子的深刻体验。 

 

千里接孩子—香港刘姊妹 

我原来的计划是希望儿子在英国放假，不要他回香港。于是，我早去两个星期自我隔离，

虽无病征但求万无一失，然后等儿子放假，就陪他在英国玩一个月。等他放完假，我再

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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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从香港登机，当时英国相对香港还是较安全的，我每天都会和儿子的舍监联

络，校方一直都说没有关闭学校的打算。但发现疫症每天都在无情地蔓延丶恶化……虽

然所有人还是不戴口罩在各处游走。 

 

直至 3 月 18 日，校方说也许会关校，叫所有留学生尽快离校回国！我马上收拾行李，

从伦敦去到儿子就读的城市，订了酒店等他第二天来。他说学校的寄宿生正在一批一批

地离校，3 月中至 19 日，英国像是经历了一场人口大迁徙。从电子传媒上见到英国机埸

的挤拥情况，遍布好像生化武器战士和太空人，我哑然了。 

 

  

 

因为还要去伦敦辧点事，所以匆匆在 3 月 20 日完成后就开始订机票。感谢主！好朋友

帮我们订到了两张 3 月 22 日直飞香港的机票，一路平安顺利地回到了相对较安全的地

方—香港。 

 

我和儿子要在家居隔离 14 天，感觉到神并不会百分百依从人的计划，但他的计划才是

最好最适合的。14 天的时间，像经历了一个月的动荡！14 天的心情，忐忑不安，每每

凌晨就惊醒，查看电邮和新闻，唯恐错过了什么消息。但神令我们什么也没有错过，每

一步都按照他的旨意走，甚至没有用天价机票挤在人山人海中，增加感染机会。我那 14

天无时无刻的祷告就是：主，我什么都交给你了，求你顾念我们！感谢主！他总是用他

的恩典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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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心声 

我访问了两位英国留学生，听听他们的心声。 

 

能买到机票回来香港的梁姊妹，回家与家人同住，自己在房间隔离 14 天。父母在家悉

心照顾女儿，但又要小心避免接触。梁姊妹希望大家为英国的学生代祷： 

 

1. 为转折回到老家的留学生学业上的适应代祷。现时很多外国大学仍未落实考试评核

的方式，回家的学生也缺乏图书馆等参考资源。英国的公开考试已取消，高中会按校

内的成绩评核。 

2. 无论回国或留下的留学生生活上适应，尤其是在疫症下，求神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

和情绪需要。 

3. 记念封城中的留学生能够有足够的食物、医疗用品及生活必需品。 

 

 

  

教会一家守望相助 

仍然留在英国的留学生有什么需要呢？一个人住在英国东南部的布莱顿（Brighton）的

何弟兄已离开学校，在校外住宿。他说只有非常非常少学生留在大学，学校不同学系会

联系学生，关心他们的精神健康和学业的需要。他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感染新冠病毒，但

如果感染了，要告诉学校，学校会报告给政府。 

 

虽然何弟兄没有家人在身旁，但他有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姊妹关心他，教会里人与人互相

支持。牧养学生的牧师开了一个群组，加了牧师的家人，一起支援学生，例如搬家时帮

助搬运。教会将所有的会议和崇拜放在面书（Facebook）和油管（YouTube）上直播，

还有网上训练课程，如用 Zoom 会议软件教人做运动。 

 

何弟兄最需要什么？有充足食物、食水和必需品，身体要健康，社交方面要保持与人沟

通，每天有定时的时间表，有工作。Stay safe，stay same（即安全留家，正常地留家）。

感恩何弟兄很积极乐观地在非常时期过正常的生活，愿意主动与家人和弟兄姊妹保持联

络，彼此扶持、互相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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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留学生的健康代祷 

没有留学生想生病，更没有人想传播病毒。很多留学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现在留学生回中国需要强制隔离 14 天和做核酸测试。香港和内地都有大量的英国留学

生，他们回来有机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截至 4 月 7 日，内地新冠肺炎累计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已有 1,042 例。确诊病例来源国首

位是英国（275 例），其次是美国（149 例），俄罗斯第 3 位（94 例）。英、美、俄 3 个国

家输入的确诊病例总数 518 例，占来源国的 49.7%。我们不知道从英国回中国确诊的 275

例中有多少是留学生，但我们要为留学生切切代祷，求主保守他们的健康，万一受到感

染也可以早发现、早治疗。 

 

杜怀民老师代祷 

慈悲的天父，有医治大能的神，生命的主啊： 

 

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山寨、盘石和拯救，你是大有能力，又眷顾你卑微、软弱的

子民。诚心倚靠你、亲近你的，你也乐意亲近。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为英国的疫症祷告。主啊！你昔日在地上医治各种疾病，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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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医治，今日我们同心呼求你，医治在英国全地的人民。帮助他们谦卑来到你面前

寻求你，帮助他们认定你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神，是他们在急难之中的随时的帮助。你

是大有能力，也是就近人的神，是与人同在，赐人平安的神。 

 

求主与所有接受隔离的人，特别与留学生同在，在他们恐惧、孤单、无助时，与他们同

在，安慰他们。我们为众多确诊病人祷告，求你医治的手安慰他们，减轻他们身心的痛

楚，并且医治他们。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也帮助病逝者早日得到安葬。 

 

求主恩待保守所有前线的医护以及支援人员，也保守大量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工作的义

务工作人员，给他们健康和平安。为他们预备足够的医疗装备，保护他们，除去他们的

恐惧。在忙碌及危机之中，仍然有爱心和忍耐，在疲乏软弱时，加添他们精神和力量。 

 

求主记念英国的领袖、政府和官员，知道自己乃是你的仆人，赐他们聪明智慧，带领他

们制定和执行有效的防御措施，拦阻疫症扩散。现在，疫症已经令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求主保守托住；求主帮助有关机构和部门，在医药研发方面，早日有成果，减轻病人的

危险，救助所有在病床上的，击退疫症。 

 

 

 

主啊，在这段时间，很多人因为这个疫症，失去亲人，失去工作，或者收入减少而受若，

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到重创。 

 

主啊，求你眷顾那些缺乏的，差派你的仆人，帮助那些在困苦里面的，叫那些在伤心、

艰难中的，都经历你的施恩，你的安慰。更加提醒所有属你的人，都有你的心肠，见到

身边缺乏的软弱的，能够彼此帮助，互相鼓励，度过这个难关。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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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赐我平安》 

主耶稣应许：“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

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

胆怯。” （约 14：18、27） 

 

我们为英国留学生求平安，无论他们是留在英国或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他们经历困惑

试练、信心迷失的时候，盼望他们懂得向天父祷告：“天父啊！你在哪里？你曾应允永远

不撇弃我。”让每位惶恐不安的留学生听到天父的慈声回应说：“孩子啊，看哪！我在这

里。我必赐下平安，不用怕，伸出手来在我的手中享安息吧！” 

 

 

《He Gives Me Peace》（主赐我平安） 

曲词：Cindy Berry 

中文歌词：张美萍师母译 

 

Sometimes the trials of life seem hard to bear 

生命中常有困惑试练 

Sometimes the music of my soul grows dim 

有时我心灵光彩变暗淡 

In times like these, my faith grows weak 

每当此刻 信心迷失 

I long to hear the Savior speak 

我渇望听见主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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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are you, Father, where are You？ 

天父啊 你在哪里 

You have promised You would always be near 

你曾应允永远不撇弃我 

Then I hear Your voice deep within my soul 

在我心底里 我听到你说 

Saying, child, My child I am here. 

孩子啊 看哪 我在这里 

 

Peace, peace, my Savior gives me peace 

平安 救主赐我平安 

When I'm crushed by the weight of the storm 

每当风暴重压我心头 

His precious hand will guide me 

主恩手仍引领我 

And He will safely hide me 

把我藏在祂隠密处 

In the shelter of His loving arms 

在主慈爱怀抱享安息 

 

Peace, peace, how I love His perfect peace 

平安 何等完全的平安 

As I trust Him, I've no need to fear 

我倚靠祂就必不恐慌 

In my Father's hands I can rest 

在天父手中享安息 

For He knows what is best for me 

祂的安排是最美善 

Peace, He gives me peace 

主赐我平安 

 

In my Father's hands I can rest 

在天父手中享安息 

For He knows what is best for me 

祂的安排是最美善 

Peace, He gives me peace 

主赐我平安 

Peace, He gives me peace 

主赐我平安 

Peace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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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1 日 

8. 西班牙：灾情严重、求主拯救 

阮一心 

今天我们为全球第 2 大重灾区西班牙祷告，截至 4 月 9 日，累计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有

146,690 例，14,555 人死亡，死亡率接近 10%。至 4 月 6 日，共有 19,400 名医护人员感

染，其中 20%已痊愈。专家认为疫症严重，是人口老化、社交行为不当及医疗系

统脆弱所致，请切切为疫症受控祈祷。求主医治病人和医护，供应医疗物资，安慰

丧亲者，让神的爱疗愈全国的伤痛。 

 

 

直击西班牙 

在失控中仰望救主—吴东儿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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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约有 4 千 6 百万人口，70％是天主教徒，但去教会、参加弥撒的人很少。西班牙

天主教会友严重流失，教内不道德事件引起民众不信任。约 30 万人吸食毒品，12 万爱

滋病带菌者，数目全欧最高。西班牙人灵性真空，主要被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外来异

端、玄术等占据。教会欠缺异象，各自为政。当地有 15 间神学院和圣经学院，都是欧

洲差会倡办，提供培训植堂人材的课程。请为西班人重生得救守望，并为课程能培训更

多委身工人参与本地及外地传福音和事奉祷告。 

 

面对无情和失控的疫症，盼望人们能够抬头看看自己国家许多高耸入云的雄伟大教堂，

想起并仰望救主，得着安慰、力量、平安和盼望。 

 

  

巴塞隆那圣家教堂 莱昂大教堂 

 

重灾区马德里 

首都马德里是西班牙疫症的中心，由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近一半出现在马德里。当地酒

店和马德里展览中心被改造成临时的医院，阿斯图里亚斯中央大学医院的地下停车场，

搭建临时帐篷医院。 

 

 

马德里展览中心战地隔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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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篷医院        滑冰场“冰宫”被改成临时停尸场 

 

痛失公主 

西班牙国王的 86 岁表姊玛丽亚特雷莎公主（Maria Teresa of Bourbon–Parma）染病在

法国离世，是全球首位王族因新型肺炎死亡。 

 

 

严格的禁闭措施 

西班牙于 3 月 30 日宣布实施欧洲最严格的禁闭措施，不必要的经济活动一律暂停，并

颁布葬礼禁令，无论是公祭或家祭，每次最多只能有 3 人参加，并且人与人之间必须保

持 1–2 米距离。 

 

超市里只有很少顾客进出，人民自觉地分隔一米等候付款，药房里每次只准一到两个顾

客，所以门外街道上戴着口罩的顾客大排长龙。警察严格维持隔离政策，虽然数以千计

的人因为违反规定被罚款，但是絶大部分的民众对措施还是积极响应的。 

 

等候到超市的市民自律地保持距离，晚上仍然营业的药房。虽然推行隔离政策，但西班

牙政府允许人民出来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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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奔放的西班牙人 

我们对西班牙人的认识，一般是他们热爱足球、喜欢斗牛和热衷跳弗拉明戈舞；喜欢抽

烟和喝酒。疫症爆发初期，人们不是争先去买日用品，而是去烟草店买香烟！我认识一

些西班牙朋友，他们也真的是热情奔放，无拘无束，非常乐观；但也很重视家庭和朋友，

常常见面聚餐。我们见面的时候，首先是拥抱，然后亲吻左右脸颊；初次见面时，我也

真的不很习惯。 

 

其中有朋友两位是医护人员，得知疫症后特别联系他们，久久没有回应，心里焦急得很。

当然，情况那么严重，医院的工作肯定忙得喘不过气。感谢神！撰写为西班牙祷告的资

料时，他们就给我回复了！娜塔丽雅（Natalia）说：“你好吗，宝贝？非常感谢你对我们

的关心，我们和家人都没事，这是唯一重要的！盼望你也安好。衷心祝福！” 

 

 

 
 

至于另一位朋友㱌玛（Xema）则不幸确诊了，他跟我说：“我确诊新型肺炎了，但感谢

神我还可以（其实他已经没有嗅觉了；他未信主），我没有任何病征，但被关在病房等

候做这星期的第二个测试，我的情况不太差……现时疫症不受控制，每日都有很多人感

染……我们不知道何时能离开病房……” 

 

收到他们的消息，一方面是高兴，另一方面仍是担心。相隔 1 万公里（飞机从香港直飞

的距离），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只能举起祷告的手，求神帮助。听说，现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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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上８点钟，首都马德里的市民会一起拍手，表扬医护人员的付出及为他们打气。也

有许多国家，都用同样的做法为自己国家的医护人员鼓励、打气。愿我的问候，也能为

朋友们打打气！ 

 

马德里一间医院的医护人员与民众一起鼓掌，为医护人员打气。 

 

浙江胡姊妹 

我一家 4 口生活在西班牙撒拉高撒，现在全国人都宅家隔离，西班牙教会有全天轮流守

望祷告。目前我们有网上聚会，谢谢诸位老师关心代祷！已有 14 万多人确诊，1 万 9 千

多名医护人员感染，求主怜悯，医治临到这地。 

 

 

西班牙宣道会张涛牧师 

张涛牧师拍了一个视频介绍西班牙的疫症的严重情况，在封锁下居民的生活和市面的情

况。华人教会和社团送赠口罩和防护物资给医院，現在教会只能網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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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会视频 

张牧师详细分享西班牙的代祷需要，并带领弟兄姊妹一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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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老师代祷 

怜悯恩慈的主啊，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熄灭的灯火，你不吹灭。求你医治、安慰、

加力给西班牙身心疲惫、心力交瘁的医护人员和重症、长者。 

 

西班牙现在医院饱和，病床、呼吸机严重缺乏，65 岁以上病患被放弃。求天父保护医护

和长者，求你医治安慰每一位 65 岁以上病患和他们的家人，求你赐下资源。 

 

求你的灵运行，求你的公理在西班牙传开，让更多西班牙人认识耶稣，接受主耶稣你作

救主，得永生救恩，经历天父大爱和神迹，也有从天父而来，信耶稣进天堂的应许，心

中有平安。以上祷告，奉复活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 

 

 

吴东儿老师代祷 

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的管教、医治和拯救要临到全地！求帮助我们的心倚靠你，面对好

像无法压制的疫症，因复活救主的大能，我们虽然软弱无力，但圣灵必扶助、带领我们

经过。 

 

全球感染第 2 大重灾区西班牙，确诊人数已超过 14 万；但医院没有足够的装备、防疫

用品，很多医护人员染病，求主特别保护、医治、加力医护人员，因为他们还要照顾无

数的病者。 

 

和意大利一样，西班牙同样缺乏病床、呼吸机、口罩、保护衣和测试剂等物资。我们仰

望主你的供应和你自己，因你有慈爱并有丰盛的救恩。现在西班牙最严重的地区在首都

马德里，往外扩散的危险性极高，求主保守、拦阻病毒蔓延，叫西班牙不再受疫症所害。 

 

又求主你亲自安慰重视家庭和朋友关系的西班牙人，看见离世的亲友的遗体没能及时安

葬，还要暂时被放在滑冰场，连丧礼也只能 3 人参加，那是多么的凄清和痛心。人没有

永生的盼望，面对死亡分外无奈、绝望。求主使西班牙人觉醒，让他们灵里复兴，渴望

寻求救主。 

 

主啊！你是掌管天地万有，能使瞎眼看见，医治伤心人，有权柄释放，能叫风浪平

息。求你在天上垂听，医治西班牙这地。愿人都归向你，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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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都敬拜你！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

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阿们！ 

 

 

《你的爱》 

City Harvest Church 

曲：Caroline Tjen 词：余伟伦 

 

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 

因你使我心肠，得享平安。 

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 

因你将我高举，在盘石上。 

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 

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 

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 

因你赐下圣灵，使我心更勇敢。 

 

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 

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 

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 

你的爱使我生命得坚固， 

我心倚靠你，复活救主， 

虽软弱无力，圣灵帮助。 

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 

你的爱引领我道路， 

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 

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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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5 日 

9. 以色列：全民隔离的逾越节 

阮一心 

今天我们为中东地区的以色列祷告，4 月 8 至 14 日晚上是以色列人非常看重的逾越节，

比中国人的过年更隆重。逾越节庆祝摩西率领希伯来奴隶逃出埃及，以色列人每年都会

与家人一起享用逾越节宴席。他们会按着《哈加达》逾越节宴席上的礼仪用书，通过“告

诉”摩西的后人关于出埃及的民族记忆，激发出历代犹太人对自由、对救赎的向往，使他

们把救赎的历史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今年以色列人在全民隔离的防疫中怎样度过逾越

节呢？ 

 

直击以色列 

 

宁静的哭墙 

当新冠肺炎在中国开始大流行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在 2 月 16 日有几百个犹太人在耶路

撒冷圣殿山的哭墙前为中国祷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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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每天有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哭墙前祈祷，现在的以色列受疫症影

响，今年的逾越节的祝福礼，只限于一组 10 个祭司，保持很大的距离，疏落地在哭墙

前祷告。 

 

 

发达中的贫穷 

以色列是一个发达国家，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力，为全球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

一，生活水平为中东最高和亚洲第 4 高，人口预期寿命亦居世界前列。信仰方面，

有 76.1%的以色列人信仰犹太教、16.2%为伊斯兰教、2.1%为基督教、1.6%为独立

的德鲁兹教派、3.9%未分类。  

 

以色列虽然被列为世界领先国家，但是国内超过 1/3 人口生活在联合国定义的贫穷

线下，本地的慈善机构甚至须要提供基本食物给数十万个贫困家庭。这些家庭几

乎无法供应犹太人极看重的逾越节家宴，疫症使情况更糟。  

 

基督教机构 ICEJ 每年都透过“逾越节礼物篮”，把犹太人逾越节家宴（Seder）的

食物送到有需要的家庭，包含贫困家庭、经济困难的新回归移民、单亲家庭、年长

者，特别是大屠杀幸存者。今年在新冠疫症垄罩下，以色列全国只能度过一个家人

无法团聚的逾越节，加上一个月来飙涨的失业率（3%升至 25%），许多家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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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无法支撑，因此对“礼物篮”的需求更大。  

 

 

云上过节 

卫生部禁止不同住的家庭成员聚集过逾越节，包括独居的人将被迫于假期第一晚单独享

用逾越节家宴。可喜的是拉比裁决允许使用视频会议服务，让家庭成员在线团聚。平日

宗教法禁止于安息日或节假日使用电子产品。 

 

以色列爱乐乐团每个成员都是分开庆祝的，他们在云端送上了对国民逾越节的祝福，祝

以色列所有的音乐爱好者逾越节快乐，身体健康。 

 

视频 

强硬抗疫措施 

截至 4 月 13 日，累计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有 11,145 例，103 人死亡。由于确诊患者人

数增加速度很快，政府持续大规模检测，为尽速确认并隔离感染的人，切断感染链。

以色列从 3 月 23 日起已经封国，部分地区封城，居民被要求隔离在家。500 名军

人支援警察执行限制令，禁止非必需活动，民众离家不得超过 100 米。在公共场所，除

了 6 岁以下的儿童，所有人都必须带上口罩。 

 

以色列紧急向国际采购医疗物资，国防部预备把额外的 20 家酒店成为隔离酒店，以

收容海外返国过逾越节的以色列人。 

 

挑战与危机 

极端正统犹太社群感染 

据非官方消息，以色列重症病患的 60%出于极端正统犹太教社区，他们主要住在耶路撒

冷和特拉维夫北部的 Bnei Barak 城市。由于 Bnei Barak 的社区感染情形严重，以色列下

令把市内 80 岁以上人口（大约 4,500 人）迁移到市外的酒店居住，以保护他们不被感

染。这个城市有大约 20 万人口，目前已经有千多人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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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派只注重拉比的教导和信仰生活，拒绝当兵，不看重国家公权力和科学。他们习

惯亲吻经书，门楣上的经文匣，会堂里的妥拉卷轴。又因为不避孕，家庭人口众多，社

区的人口密度高，是政府防疫最大的隐患。一家 8 口、10 口大人小孩终日挤在小公寓不

得外出，也没有其他娱乐方式，会导致妇女被家暴的案件增加。 

 

这类社区大多与外界隔绝，居民不明白疫情。很少有互联网连接、电脑和智能手机，无

足够网上学习设备，一旦会堂与宗教学校关闭，宗教人士无法学习妥拉（律法书）。 

 

 

 

养老院感染 

以色列 20%的高龄者住在养老院，面临最高风险。贝尔谢巴（Beersheba）与耶路撒冷

养老院已有疫症爆发，以色列多名死亡新冠肺炎病患都是养老院的院友。因为隔离，家

人无法探访长者，基督教机构将基督的平安带给这些孤单的高龄者。 

 

 

 

中国劳工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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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4 月 7 日至今，以色列北部城市哈瑞什东部的一个工地上，有共 14 个中国工人因为

新冠肺炎确诊或者密切接触而处于隔离的状态（至少有 7 人确诊）。这些工人曾在同一

个工地工作，而且居住地点也非常近，当时他们是 8–10 人住在一个房间。 

根据隔离要求不同，部分工人转到海法和提比利亚的医院去隔离。对于轻症患者，以色

列比较少使用打吊针，吃药的治疗手段，只有一些辅助性减轻病症的药物。大部分的轻

症患者可以在充分休息的前提下，不用药物，靠自身的免疫力自愈。 

 

代祷需要 

1. 确诊人数持续增加，求主遏止病毒的扩散。医治患病的人，特别医治重症患者，使

疫苗早日研发成功。求主医治轻病症的人，包括中国劳工，让他们有足够的抵抗力消

除病毒。 

 

2. 为政府的财政预算祷告，各部门有足够的资源对抗疫症。 

 

3. 犹太教徒不要在逾越节违法举行家庭集会，以免造成社区感染。 

 

4. 保守犹太教徒愿意配合防疫措施，能接受戴口罩，适应线上聚集，网络上过节期等。 

 

5. 为犹太教徒在疫症中被耶稣基督的真理吸引，得救归主代祷。 

 

6. 因为严格的工作和行动禁令，以色列失业人口大幅增加，需要慈惠机构救助的家庭

增加，为基督教机构有足够的奉献回应社会需要。 

 

7. 求主保守在以色列的教会，能在线上聚会，供应信徒生活必需品。保守在以色列读

书的学生，有适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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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灵风牧师代祷 

盼望犹太人在疫症中转向寻求基督里的安息： 

 

亲爱的主耶稣，你曾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

得安息！”（太 11：28） 

 

我们来到你面前，将一切的劳苦重担，将疫症中的焦虑恐惧，将未来的迷茫彷徨都卸在

你的施恩座前。求主掌管我们的心，赐下丰丰富富的信心、勇气与盼望，使我们在你里

面得享安息！ 

 

主啊，医治我们的身体，安慰我们的心灵，复兴我们的灵性，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得

着属天的亮光，在祷告之中明白你美好的心意，在疫症之中能看见你这洪水之上坐着为

王的神。以至于我们能够耐性等候你，全然倚靠你，使我们重新得力。因为“我们得救在

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赛 30：15）主啊，你必然施恩拯救，你也必有

公义的审判；我们要观看耶和华的作为！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休息，

要知道你是神。你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 46：1、10、11）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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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一心老师代祷 

亲爱的主耶稣，你爱世上的每个人，又怎会忘记你亲自拣选的以色列人呢？主啊！求你

的圣灵光照、引导在律法书中寻找真神的犹太人，认识主耶稣，你就是他们终日所等候

的弥赛亚。你来要拯救所有人，包括你所爱的以色列人，脱离罪恶和律法的捆绑，使他

们认识真理，得以自由。 

 

主啊，在疫症严重的以色列，求你使用以色列人的智慧和科技，早日研发出疫苗和医治

的药物，让更多的病人得医治。求主供应医护人员有足够的防护装备，保护他们免受感

染。 

 

怜恤贫穷人的主，求主供应失业者的家庭，有足够的食物，让他们有谋生的技能，可以

养活家人。求主厚赐资源给基督教慈惠机构，让他们有能力在社区中服侍贫穷的人，关

心长者，把福音带给孤单困苦的人。 

 

主啊，求你看顾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让他们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得到合理的报酬，

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成果。求主医治受感染的工人，有足够的抵抗力战胜病毒，早日康

复，保守其他工人不被感染，他们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居住和工作。 

 

从长城到哭墙之间，让我们不忘记你的使命。主啊，请向我们发出呼召，让我们听见你

的呼召，看见你的国度，你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然后末期才来到。求主使用我们中国

信徒成为你宣教的子民，在各国各城传扬福音，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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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到哭墙》 

我心旋律 

词：李黄齐惠（赛 49：12；何 2：15） 

曲：叶邵家菁 

 

我远远地观看哪观看 

见有一条彩虹桥彩虹桥 

在长城与哭墙之间之间 

俨然俨然升起 

 

我听见有话说看哪看哪 

从秦国来的军队正向前进 

因为耶和华已安慰祂的百姓 

怜恤祂困苦的子民 

 

是了 主啊我听见了 

祢为中国命定的应许 

是了 主啊我看见了 

那火河那火河的军队 

 

终有一天炎黄子孙 

要在亚割谷应声欢唱 

与年幼的日子一样 

与从埃及上来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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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6 日 

10. 疫症中的复活节依然充满希望 

阮一心 

新冠病毒疫症在全球横行，使全世界超过 90%的教会，历史上第一次要暂停复活节的实

体聚会。耶稣不在空坟墓中，耶稣也不在空荡荡的教堂建筑物里面，因为“主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复活的耶稣在世界各国在疫症死亡的威胁下，仍然为受苦的人带来希望

和光明。今天我们为世界各国祷告，求主复活的大能，医治一切病患者，拯救伤心、失

望的人，吸引万国万民来相信主。 

 

 

直击全球 

 

据荷兰媒体 BNO News 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15 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

肺炎病例超 200 万例，达 2,000,724 例，累计死亡 130,415 例。 

 

欧洲 

虽然欧洲受新冠肺炎重创打击，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有

超过 5.8 万人死亡，但天主教信仰作为部份国家的国教，为很多人民在黑暗、痛苦中带

来盼望。 

 

在复活节 4 月 12 日，教宗方济各打破了数百年来的传统，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网络

直播，将复活节弥撒带给全球 13 亿天主教徒。在宏伟的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宗座，每

条长椅只坐一个人，只有几个神父和一个小诗班一起主领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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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宣告“基督确实已复活。胜利的君王，求你垂怜我们。”礼仪经文和祷词维持传统上

的拉丁文与希腊文的对经和福音，并使用现场参加者熟悉的意大利语。内地信徒可以在

网上重温这个复活节弥撒，配有中文字幕方便大家了解礼仪和祷文。[1] 

 

 
 

各地的天主教主教响应教宗的号召，改变了他们庆祝复活节的方式。在圣周期间，西

班牙的信徒在阳台上吹响了宗教音乐。 

 

意大利 

意大利著名古典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rocreli）在复活节主日，在空

荡的米兰大教堂中举行了复活节希望音乐会。安德烈·波切利从小就患有先天性青光眼，

12 岁时，因为一场意外使他的双眼完全失明。虽然他的童年饱受病痛折磨，但他有音乐

天赋，很多人将他的嗓音誉为“上帝美声”。 

 

在音乐会的最后，波切利站在米兰大教堂前唱《奇异恩典》，视频画面中也出现了疫症

中巴黎、伦敦、纽约等地的街景。波切利希望这些歌曲和自己生命的见证能够向全世界

传递爱、医治和盼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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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美国的灾情严重，截至 4 月 15 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 61 万例，共计 614,246 例，累

计死亡 2.6 万例，共计 26,064 例。 

 

复活节教牧祈祷会  

面对如此大的危机，美国马鞍峰教会华理克牧师号召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牧者，进行“复

活节教牧祈祷会”，为全球疫症祈祷。有来自澳洲、新加坡、卢旺达、英国、美国、巴西

等牧者，同心合意在复活节期间为教会、社区、及全球祷告。[2] 

 

 

教堂变临时医院 

作为全球疫症的中心纽约州，累计确诊新冠肺炎已经超 20 万例，共计 203,020 例，累

计死亡 10,842 例。在纽约市大教堂中，撤走了信徒所坐的木凳，换上了医院的病床，

以预备周围的急救病室床位爆满。 

 

《纽约时报》报道，圣约翰大教堂（The Cathedral Church of St.John the Divine）600

英呎（约 182 米）长的中殿及同等面积的地下室，暂时变为临时医院，设 9 个医疗帐篷，

预计最少可容纳 200 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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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香港经济日报》 

 

穿梭十城宣讲悔改之道 

虽然牧者不能在教会主领复活节崇拜，只能带领信徒在网上聚会，但也有传道人领受呼

召，要走到大街上，向居民宣讲福音。 

 

菲利普·布雷尔是一位美国传道人，他曾前往很多国家传福音。在新冠疫症爆发的时候，

他领受了神的启示，要在 10 天内前往 10 座美国大城市，宣讲悔改之道。布雷尔像昔日

的施洗约翰，在旷野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 3 月底用 10 天时间走

遍全美 10 座大城，包括新奥尔良、纽约等，并在这些城市地标建筑前宣讲神的话语和

福音。 

 

3 月 29 日他来到重灾区纽约时代广场，高声疾呼：“纽约的罪已经盛满了神愤怒的杯，

他的怒气向你发作，悔改吧！”他呼吁美国人从堕胎、种族主义、不公义、贪爱世界中悔

改，相信福音，得着永恒的生命。求主使用布雷尔宣讲的信息，透过视频传得更广，带

领更多人从不同的恶行中回转，悔改相信耶稣，得着胜过罪恶和死亡的新生命。 

 

神眼中的复活 

基督徒画家王应杰在公众号《信仰与水墨》分享了一个作品《上帝眼中的复活》。这幅

画用空坟墓来表达一个事实，耶稣的坟墓是空荡荡的。墓门开启的那一刻，是圣洁之光，

是公义之光，耶稣是代替性为我们去死，他复活就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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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整幅构图像一只眼睛，因为他的复活是超然。上面的天使也是证明复活是天上的

事。坟墓前的绿色是在说死人仍是有生命的盼望。  

 

王应杰说：“唯有在基督教才有令人复活的希望。圣经启示的是一位超越人类认识

的主宰。神是赋与这个世界意义的管理者。人的生与死都在他那里。  

 

复活是在彰显另一个国度的王权，复活是吞灭死亡的绝望，复活使信心增添燃料，

复活让不信成为谣言。复活得胜罪恶，复活铲除败坏。唯有基督的死里复活才是人

类最大的盼望…… 

 

唯有基督脱离了自己坟墓的捆绑，因为他复活了…… 

 

今天，基督复活了，我们记念述说这个事实。” [3] 

 

沈灵风牧师代祷 

 

让我们同心敬拜赞美复活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 1：4）是的主，你是神

的儿子，是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永生的神，死亡不能将你拘禁。“复活在你，生命

也在你！”（约 11：25） 

 

你“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你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

的；一概都是藉着你造的，又是为你造的。你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你而立。你也是教

会全体之首。你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你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

叫一切的丰盛在你里面居住。”（西 1：15–19）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向你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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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主啊，你“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

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来 2：14 –15）主啊，释放你的众儿女，使我们

因你的复活大有信心，大有盼望，不再惧怕瘟疫与死亡，乃是在这黑暗的世代如明光照

耀，作你美好的见证人。我们更求你释放那些不认识你的人，使他们在疫症的恐惧中向

你自卑，远离一切的恶行，回转归向你，呼求你的名；你必救他们脱离那掌死权的魔鬼！ 

 

主耶稣啊，现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你快要回来，“一有这些事，我们就当挺身昂

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路 21：28）感谢赞美你！ “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

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伯 19：25）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的救赎者活着》 

赞美之泉《深触我心》 

词：万美兰 游智婷 

曲：游智婷 

  

我知道 我的救赎者活着  

祂是永活的主  

当我在深谷迷失时  

祂领我走正义路  

 

我知道 我的救赎者活着  

祂是永活的主  

当我在旷野孤独时  

祂伴我作我的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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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不再忧虑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领受祂的丰盛之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灵不再沉睡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祂荣光之面 

 

注释 

[1] 〈梵蒂冈传来！教宗主持复活节大弥撒，颁赐全大赦！〉。《天主教中文网》。 

https://mp.weixin.qq.com/s/u_p0PJMHLGFrIKDCLZzK5A 

[2] 〈华理克牧师主领复活节教牧祈祷会 为全球疫情祈祷〉。影音使团创世电视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DF7vgcTdE&feature=youtu.be 

[3] 王应杰：〈神眼中的复活〉。《信仰与水墨》，4 月 12 日。 

https://mp.weixin.qq.com/s/9K3mxsdXAojlUkxhg0O-4Q 

 

 

  

https://mp.weixin.qq.com/s/u_p0PJMHLGFrIKDCLZzK5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DF7vgcTdE&feature=youtu.be
https://mp.weixin.qq.com/s/9K3mxsdXAojlUkxhg0O-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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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7 日 

11. 加拿大：在困境中仰望十字架 

阮一心 

很多中国移民和留学生居住的加拿大，疫症的影响虽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感染人数

的增长令人担心。加拿大政府首次预测，假设加拿大人未来数月都严格遵守社交隔离和

其他安全措施，最终可能有 93.4 万到 190 万人受感染，当前防疫措施估计至少持续到 7

月。今天我们为加拿大的同工、教会、学生和失业者祷告，求主赐下智慧，让教会带领

更多困苦的人，转眼仰望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 

 

 

直击加拿大 

截至 4 月 16 日，加拿大已有 28,379 宗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0 人死亡。魁北克是

加拿大疫症最严重的省份，4 月中达到高峯有 14,86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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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制作节目 

我们有同工在加拿大，目前加拿大东岸多伦多已封城，同工均无法进办公室。西岸温哥

华市政府强烈建议市民待在家中，学校均停课。同工只能轮流进办公室，避免多人接触。

良友电台有多档新节目开播，包括直播的节目，疫症对录音和访问影响很大，求主赐同

工智慧如何在家制作节目和进行直播。 

 
 

推动网上牧养  

政府强烈要求停止实体聚会，疫症推动教会牧者和领袖推行更适合现在的牧养方式，求

主赐智慧教会推动网上聚会及祈祷会，在危机中看到转机。有很多人以前没有参

加祈祷会，现在因在网上举行就可以参加。一些弟兄姊妹主动提出帮助牧者，

如技术支援网上直播崇拜，感恩弟兄姊妹比以前更同心事奉。  

 

关心大学生  

现在学校关闭，大学宿舍宿生离开，只让国际学生留守，以减少聚集人数，保

持社交距离。  

 

为牧养大学生的同工代祷：  

1. 安全宿舍：做好学生宿舍的防疫，保护学生，减少感染机会。  

2. 补给食物和用品：部份学生害怕出外和有经济困难。  

3. 居住地方：学生需要寻找新的居所，搬离学校宿舍。希望基督徒家庭协助

找寻暂时收留学生的地方。  

4. 精神健康支援：希望提供资源和透过电话联络，帮助那些被隔离，感到孤

单，对前景焦虑，和担心亲人在家乡的情况的学生。  

5. 保持社交：希望有人才可以创意地透过网络团体，建立学生们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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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圣封老师代祷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

他。”（何西阿书 7：10） 

 

主耶稣啊，加拿大全国封关，禁止外国人入境。居住在加拿大最西部的卑诗省（British 

Columbia）温哥华的华人亲眼见证，当地绝大部分的商场已经关闭，银行营业时间大幅

缩短，不知何时恢复正常运作，街上无人，城内出现一片死寂。 

 

很多加拿大人因此失业，在这漫长的疫症下艰难地度日更是雪上加霜。《香港经济日报》

3 月 21 日报导︰“疫症对加拿大的经济打击逐渐浮现，上周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激增，超

过 50 万个，远超去年同期的近 2.7 万个申请，亦高于去年月均的 23.9 万宗”。  

 

3 月 26 日报导加拿大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公布已有近 100 万人申请就业保险

（Employment Insurance），并承认有许多加拿大人因缴纳账单而感到压力。因为他们因

新冠肺炎的疫症影响而失去收入，加拿大政府故此向失业者发放为期 4 个月的补助金。 

 

不过，有专家预计疫症未必会在 4 个月后会消失，甚至对全球的影响会超过一年以上。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称︰“疫症会维持两至 3 年，除非所有国家采用围

堵政策令病毒销声匿迹。” 

 

然而，主耶稣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你看顾天地一切，你曾经在路 21：18 应许我们，在

这末世的处境，作为你的门徒就是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因为万有都在你的旨意下运

作，在你全能的手中工作，只要你一作声︰“住了吧！静了吧！”连风和海都会立刻止息，

就算是正在全球蔓延的病毒也是一样。 

求你按照你的心意、你的方法和你的时间止息这场疫症，溶化世人骄傲的心，容让世人

在这急难中快快寻见你，回转归向你，得到你永远的拯救们。愿你的国降临，奉主耶稣

的名祈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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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代下 15：

4） 

 

 

 

沈灵风牧师代祷 

 

让我们同心敬拜赞美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

靠着你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你免去神的忿怒。”（罗 5：8–9） 

 

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架。感谢你作了我们的代罪羔羊，

感谢你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使我们与神和好。感谢你这圣洁的神子，为我们这卑微

如同尘土的罪人所做的一切！我们何等不配，但你的爱却如此长阔高深！ 

 

“你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

你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彼前 2：24） 

 

坐宝座的羔羊啊，我们这蒙恩的人已经得了赦免，已经得了医治，已经得了永生，疾病、

瘟疫、罪恶、死亡都不能将我们捆绑。因主耶稣已经救我们脱离了咒诅，将我们安置在

从天而来那无尽的恩典中！ 

 

主啊，帮助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腓 1：27），使我们在黑暗中发出光来，

在绝望中活出盼望，在死亡中见证永生，在这瘟疫的世代高举十架，如同那旷野的铜蛇，

人一仰望，就必活了！ 

 

爱我们的主啊，“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竖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我们

一切所求的！”（诗 20：5）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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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十字架 

这是沈灵风牧师和儿子们一起做的十字架，上面写着 FAITH OVER FEAR（胜过恐惧

的信心），竖立在家门前。记念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也在这个疫症、苦难的世代中传

递信仰的力量与安慰！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十字架如同旷

野的铜蛇，人一仰望就必得活！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王子音乐 

曲词唱：洪启元 

 

古旧的十字架 是我的依靠 

世人看为羞耻 我看为珍宝 

因着耶稣牺牲 神与我和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背起我的十架 天路我奔跑 

世人看为愚拙 我看为荣耀 

不畏魔鬼控告 不怕人嘲笑 

耶稣基督作我中保 

 

十字架 是我的荣耀 

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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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 是我的荣耀 

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 

 

古旧的十字架 是我的依靠 

世人看为羞耻 我看为珍宝 

因着耶稣牺牲 神与我和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十字架 是我的荣耀 

（背起我的十架 天路我奔跑） 

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 

（世人看为愚拙 我看为荣耀） 

十字架 是我的荣耀 

（不畏魔鬼控告 不怕人嘲笑） 

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 

（耶稣基督作我中保） 

 

《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我众罪都洗清洁 唯靠耶稣宝血 

 

求主使我近十架   

十架流出活泉（流出活泉） 

从加略山上流下 将我罪洗清洁 

（宝血将我的罪洗清洁）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我众罪都洗清洁 唯靠耶稣的宝血 

 

十字架 是我的荣耀 

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 

十字架 是我的荣耀 

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 

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情系世界(上) 

88 

2020 年 4 月 18 日 

12. 加拿大：齐心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阮一心 

很多加拿大人已尽量留在家中和不要聚会，并保持社交距离，他们都想知道何时可以恢

复正常生活。总理杜鲁多称，政府需要再多数个星期，才考虑放松公共卫生限制，因为

如果过早和在不适当的时候取消，可能会引起另一波疫症爆发，届时之前所作出的努力

会前功尽废。 

 

杜鲁多在 4 月 16 日七大工业国组织（G7）领袖视像会议中，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

性。各国领袖同意致力采取必要的抗疫措施应对新冠病毒，并确保措施协调一

致，要求世卫进行彻底检讨和改革。近月加拿大多间护理院爆发新冠肺炎，今天我

们为长者和医护人员祷告，求主医治和保护他们，市民继续齐心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王海伦老师会分享面对突然而来的停摆的心声。 

 

  

 

直击加拿大 

 

截至 4 月 17 日，加拿大已有 30,106 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95 人死亡。魁北克是加

拿大疫症最严重的省份，有 15,857 宗，630 人死亡。排名第二的是安大略省，有 8,961

宗，423 人死亡。在安省死者中长者的死亡率很高，有 247 人的年龄在 80 岁以上，而

115 人的年龄在 60 至 79 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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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院爆发感染 

安省的长期护理院中有 98 间出现了新冠肺炎爆发。其中居民染病的有 834 例，而工作

人员受到感染的则有 453 人。安省政府计划对养老院的居民和员工进行更多的检测，并

加强感染控制。为了抑制病毒的传播，将禁止工作人员在多个养老院和长期护理中心同

时工作。 

 

 

医护人员百上加斤 

医护人员要医治和照顾新冠病人，已是高风险和非常忙碌的工作。最近在新政策下，他

们的工作将大大增加。由于医院及长期护理院禁止非院内工作人员进入，所以如果有人

死亡，医院及护理院的工作人员，便要负责将尸体放入尸袋的打包工作，再将尸体运送

至大门外的隔离位置，交予殡仪馆职员，增加了医院及护理院职员的工作。 

 

 

各界为医护人员打气 

医护人员天天在医院与病毒搏斗，他们呼吁市民好好留在家，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加拿

大市民以各种方式为医护人员打气，大人和小孩都乖乖留在家，写字或画图画表示支持

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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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有多张大型海报感谢医护和提供必须服务的工作人员，称赞他们为医护英雄。 

 

在家隔离的街坊每晚 7 点相约在阳台上，拿着锅在敲，为医护和工作人员鼓掌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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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市民在家门前放置免费口罩和洁手液，给有需要的人使用。 

 

 

绝境之后的重生—王海伦老师 

《深度泛桌派》主持人 

 

突然的停摆 

正当海外华人急切地关注着中国的冠状病毒疫症发展，关心着内地同胞的抗疫战斗之时，

很快欧洲也传来病毒蔓延的信息。随之，美国、加拿大相继开始病毒大面积爆发。飞机

停飞，餐馆关门，大型集合取消，学校停课……几天时间这一切就一一突现在眼前，还

没来得及反应，病毒就在家门口了。 

 

而各省各地医疗资源的不足，医护人员的不足，防护物资的不足都在敲警钟。老人院老

人感染，死亡案例不断上升。一切都要停止，停止教会聚会，改成网上崇拜，祷告会、

小组、查经、主日学等都改到了网上，政府也不断喊话：待在家里！勤洗手！保持社交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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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生活方式 

还有什么比这个病毒更快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呢？以前觉得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现在不得不做，比如待在家里、减慢节奏。这才发现，以前以为最重要的，其实没那么

重要，以前快闪的生活，其实是可以慢下来的。以前是为武汉、中国祷告，现在需要为

自己、为家人、为每一个可能接触到的弟兄姊妹，还有这人、那人…..来祷告。 

 

悔改从自己开始 

以前不觉得那些不认识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和我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以前读圣经读到神不断呼唤以色列民悔改，不然必招致审判，就觉得那民真是

硬着颈项。现在发现真正要悔改是自己，那不断临到以色列人的公义审判，也是向我的

时代、我的国家、我自己发出的。罪恶就像时代的一粒灰，慢慢堆积着，落在我们自己

头上，你叫它人祸也好，你叫它天灾也罢，它却总映射出我们自己的罪。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多少时候我们享受着世界，也迎合着世界，我们还

称之为“神的祝福”。多少时候我们投身玛门还称之为“奋斗”，多少时候我们喊着要“灵

巧像蛇”，殊不知我们已经是蛇，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不公不义，看见神的教会受逼迫我

们却把头埋进沙土里，多少时候我们只讲爱而不敢也不愿讲罪和审判，多少时候我们想

挤进主流而不愿被边缘化，还美名其曰要为主做见证，殊不知进窄门才是得救之路….. 

 

绝望中的悔改 

绝望吗？绝望就对了，因为福音从来都是坏消息之后的好消息，是绝境之后的重生，是

披麻蒙灰后的喜乐。中国和加拿大，亚洲和欧洲，地理的远近在病毒面前没有区别，中

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全世界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需要悔改的人。福音不仅是

传给未信主的，同样也需要不断地向已经信的人传讲，在这败坏的末世，我们需要不断

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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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祷告求医治 

主啊，我们的国家、地土何等需要你的医治，疫症在其上蔓延，却不明白为何会这样，

并且对此束手无策。你在历代志下 7：14 所应许的解决之道，是要你的儿女付上代价。

你呼召我们要谦卑自己，祷告寻求你的面，并从我们的恶中回转。今天，我承认自己有

很多罪，我思想上的自私、不义和自大，行动的妄为和欺骗，饮食的贪婪和没有底线，

同时也疏忽自己祭司的责任，作为神所立时代的守望者，没有为世人在主面前求主的带

领和帮助，愿主赦免饶恕。 

 

主耶稣啊，所以在这疫症肆虐的时刻，我们谦卑跪下在你面前虔诚祷告。愿这苦难的日

子可以缩短，愿所有受苦的人都可以在基督里得到平安、得到医治。 

 

主啊，这是黑暗的日子，这是艰难的时刻，但我们仍然深信，那恩典的禧年必从锡安山

而来，必从你那里来到。最终你必以你的大能施行拯救。 

 

主啊，是的，所以我们要扬声赞美你，我们要开口诉说你奇妙的大爱。因为你必赐华冠

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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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灵风牧师代祷 

我们今天为加拿大祷告： 

 

慈悲的主啊，我们呼求你，为着加拿大这个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来求你的怜悯。目前的确

诊病例已经有３万之多，疫症在不断地扩散，求主施恩拯救！ 

 

你是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你是全地的主，你更是加拿大的主；求你在这国中掌

权，眷顾这地的百姓，“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这国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摩 7：5）求你记念这国中有许多敬畏你的人，我们常向你举手，我们不住地祷告，求

你垂听！ 

 

主啊，加拿大在这些年中实在行了许多的恶，出台了许多不义的法律，偏离了你的典章，

大大得罪了你！求你止住烈怒，收回审判；更求你藉着这场灾难使这国家的领袖与百姓

都在你面前自卑、悔改，撕裂心肠，遵行主道，远离一切的恶行，求你赐给这个国家有

属灵的复兴！ 

 

主啊，我们特别为着医护人员来祷告，求你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医疗物资，更赐下诸般的

聪明智慧，藉着他们拯救更多的生命！圣灵啊，求你在他们生命中做工，使他们在艰难

中看见人的有限，他们便寻求天上至大的神，因你有无限的能力，无限的慈爱！主啊，

巴不得这灾难成为医护人员蒙恩得救的机会，你也藉着他们祝福他们的病人！ 

 

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养老院的长者们祷告，在这场疫症中，许多养老院成为重灾区，

许多老人家罹难！求你保护他们，救拔他们，医治他们；求你不仅医治他们的身体，更

医治他们的灵魂，愿你赐下宝贵的救恩，救他们脱离永远的灭亡！ 

“我们的心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从你而来。惟独你是我们的盘石，

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高台，我们必不动摇！我们的拯救，我们的荣耀，都在乎神；

我们力量的盘石，我们的避难所，都在乎神！”（诗 62：5–7）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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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求你怜悯》 

生命河灵粮堂 

曲词：施弘美 

 

你知道我的软弱 

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 

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 

你信实极其广大 

你的怜悯不至断绝 满有恩典 

我寻求你 仰望你的荣面 

 

我呼求你怜悯 我呼求你恩典 

我抓住你应许 坚定倚靠你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我呼求你怜悯 我呼求你恩典 

你同在不离开 圣灵扶持我 

你是我拯救 

 

旁白： 

是的！主啊， 

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 

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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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 

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 

使我们重新站立！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 

呼求你的恩典降临， 

呼求你的怜悯覆庇， 

 

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 

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 

唯有你的能力， 

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 

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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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1 日 

13. 加拿大：宅在家里的孩子和家长的心愿 

阮一心 

加拿大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在上升，截至 4 月 20 日，已有 35,056 宗，1,587 人死亡。

所有家庭还是尽量留在家中，家长和小孩留在家中有什么活动呢？他们有什么心愿呢？

今天我们听听孩子和家长的心声，为家庭祷告，求主保护小孩，赐智慧给家长陪伴和教

导小孩。 

 

 

直击加拿大 

“隔离期间，我最感动的……”—温哥华徐姊妹 

 

我们响应政府的自我隔离政策，大家都宅在家里，整个城市都是静悄悄的。3 月 22 号晚

上 7 点，市中心西端高楼临立的社区，忽然传来欢欣呼鼓掌的声音。有阳台的住家，居

民走出阳台，挥舞着双手，没有阳台的，也打开了窗户，他们拍掌，他们欢呼！ 

 

我马上上网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一个叫“Clap for Doctors”的运动，就是为医护

人员鼓掌。原来，几天前，在巴黎、荷兰已开始这运动，随后加入的还有英国、印度、

美国西雅图等地区。这运动的心意是：“医护人员，你们无私无惧，天天在医治新冠病

毒 Covid19 的病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为你们加油，谢谢你们。同时，也谢谢那些必须

留守岗位的警察、消火员、车务员等等，你们的付出，我们都记在心里。为你们鼓掌，

为你们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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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完报导，心里很是感动。现代人住的是钢筋水泥森林，冰冰冷冷的，但一场疫病下，

让我看到冰冷的外表下，包裹着的仍是炽热的心。 

疫症可以隔离人与人身体的距离， 

 

但隔离不了创意， 

隔离不了关心， 

隔离不了鼓舞， 

隔离不了希望， 

更隔离不了爱！ 

听听孩子心声 

 

Emily 妹妹视频 

4 岁的 Emily 妹妹在睡前祈祷说：“求主保护医生和护士不要生病，给他们有口罩可以

保护他们。希望生活可以回复正常，大家都可以安好。” 

 

10 岁的可诗小妹妹对在家不用上学太开心了。虽然现在每天有功课，但也没多少，她可

以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去看书，或者胡乱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每天最大的进步就是自己把

被子叠的非常整齐，而且每天早上为妈妈煮咖啡。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和妈妈在后院嗮太



情系世界(上) 

99 

阳、看书，听赞美诗的音乐。她也想赶紧上学，是因为想见到好朋友们。 

 

竖立十字架 

今年的复活节，大人小孩都要留在家里，除了参加网上聚会，北美的家长和小孩还有一

个非常有意思的行动，就是在家门口竖立十字架，参加“有信心、不惧怕（Faith Not Fear）”

社群活动。这活动鼓励家庭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复活节期间，在家中竖起十字架，并且

上传照片到社交媒体上。上万个美国和加拿大的家庭都响应号召，家长带同孩子一起创

作自己家庭的十字架。 

 

 

         沈家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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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是救恩的记号，象征耶稣胜过死亡，已经复活了。沈灵风牧师和儿子们一起

做了一个十字架，上面写着 FAITH OVER FEAR（胜过恐惧的信心），竖立在家门前。记

念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也在这个疫症、苦难的世代中传递信仰的力量与安慰！  

 

在家上班兼带孩子—海柔姊妹 

 

三头六臂的生活 

因着疫症，自春假之后，就开启了我们在家工作和在家学习的新节奏。孩子们的学校老

师非常负责，春假结束后就开始了每天上午的网课。刚开始的几天，让我恨不得生出三

头六臂，两个房间来回小跑着，帮助两个孩子各种登录，输入密码，切换 APP，使用录

音录像工具，拍照交作业……弟弟因着年龄小，半天的网课刺激之下，情绪分分钟要崩

溃，本来早已不睡午觉了，现在也支撑不住午饭后需要打个盹。 

 

我一边忙着孩子，然后自己的工作量不减反增，又找不到大段安静的时间可以理清思路，

很多时候不得不在看孩子的时候抽空处理工作。或者是凌晨起来备课、写课件和录音。

还要学习和适应新的电脑技术。说实话，刚开始的几天，真的吃不消。天天靠着祷告，

从神支取力量。 

 

到了第二周和第三周，孩子们的网课渐渐上了正规，姐姐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越来越少，

基本可以独立学习了。弟弟班上的学习节奏，我也基本掌握，知道哪个时间段需要我出

手，哪个时间段在旁边陪着就好。这样就容易安排自己的工作进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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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活动 

两个小孩最想去旅游和上学，照片中有用纸做的相机，想像自己去旅游，弟弟在家也背

着书包“上学”。 

 

弟弟在家做的网课作业，他要去室外找春天的花朵，然后拍照交给老师。 

 

陪伴孩子的时光 

感谢主，现在孩子们在家的时间多了，虽然我少了一份以前工作时间的自由，但可以陪

伴他们在前院晒太阳、抓瓢虫，在后院骑单车、打篮球，全家一起吃饭聊天。感觉仿佛

又回到了他们还是小孩的时期，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玩在一起。感觉孩子们爱的油箱

加得满满的，一家 4 口每个人都好幸福。 

 

出门有时，在家有时。在日常点滴中，细细品味，天父的美意。 

 

学习不抱怨、不害怕—二宝妈爱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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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 3 月下旬的春假我们通常会安排全家的出门旅行，这次遇到疫症，我们全家必须待

在家里，取消所有旅行计划。8 岁的多多和 4 岁的乐乐平常喜欢和邻居一起玩，骑单车，

现在完全被禁止，而且要保持社交距离。平常全家常常出门购物，现在连生活用品都是

网上购物送到家里。 

 

孩子开始感觉生活的不同，晚上睡觉时会问一些问题，我们藉着祷告赐给孩子心里的平

安。我们试着每天做很多活动，让孩子觉得生活依然快乐有趣。多多学校每周有小部分

网课教学，仍有功课需要上交。多多和乐乐还是会和朋友发电邮，用视频聊天，和朋友

互相关心。 

 

复活节时，我们在家门口的水泥地上画上一些画，祝福路过的人，复活节快乐。我们一

起听耶稣复活的故事，多多也为乐乐在家里设计寻找彩蛋的寻宝游戏。我们每天会一起

做一点 DIY，自己做黏土，还有很多平常不会做的烘培。 

 

学习关心别人 

多多写信给邻居的老奶奶，让她知道她需要任何帮忙，或帮忙购物，只要留张纸条给我

们，我们会尽量帮忙。每晚 7 点，多多乐乐会拿着锅碗瓢盆在门口敲敲打打，为一线的

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多多也有特别写信给邻居在医院工作的护士阿姨，谢谢她。 

       

最想念谁？ 

多多说疫症期间她最想念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以及教会的好朋友。而她最期待的是，能

够回到学校上学。多多说留在家她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看书（现在网上有开放很多免费

的书可以看）、弹钢琴、看电视，自己做烤饼干，整理花园，还有在后院的草地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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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先生也试着让孩子学习不抱怨、不害怕，甚至可以想想还能为别人做些什么，鼓励

和感谢因疫症还坚守工作岗位的人。虽然疫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但我们依然平安

喜乐！ 

 

 

 

《喜乐葡萄树》 

良友电台为家长和孩子设计了一套《喜乐树全人成长课程》，有 3 个阶段的学生版课程：

《喜乐葡萄树》（幼儿级）、《喜乐橄榄树》（初小级）、《喜乐香柏树》（高小级），

还有《喜乐树》（教师版）。 

 

3 位主持人：徐小凡、于欣甜、岳玥每周都要约小朋友来录制《喜乐葡萄树》，在疫症

期间小朋友都不能到录音室录音，求主赐同工智慧在家访问小朋友，一起做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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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葡萄树》老师为孩子代祷 

亲爱主，藉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着我为父为母的身分，为我们的

孩子代求： 

 

在这疫症灾害期间，愿你的保护与我们的孩子同在，我祷告他们能投靠在“你翅膀的荫

下”直到“灾害过去”（诗 57：1），隐藏他们不遭受任何邪恶攻击。保守他们的安全，

不使他们遇上隐藏的危险。 

 

也愿藉着这场灾害，让我们能向孩子传讲得救的福音，传讲神你的公义，并让他们有悔

改的心，明白罪所带来的伤害和审判。  

 

你说过：“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 10：9） 我

祷告求你使我的孩子有得救的信心，愿他称你为他的救主，被你的圣灵充满，使他的生

命能永远选择跟从你及你的道路。帮助他完全相信耶稣为他舍命，使他现在就拥有丰盛

及永恒的生命，帮助他理解你赦罪之恩的完全，使他不活在虚妄的安慰里。 

 

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 9：10）愿智慧与洞

察力都在他生命中被建造于这样的根基上—敬畏并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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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求主赐下智慧，使孩子们在家学习的日子，操练节制、守时、专心以及认真学习，在

他们内心注入渴慕，使他们渴慕得到知识和技能，愿他们能在学习过程中享受乐趣。愿

他们永远不愚妄也不弃绝学习，相反的，愿他们向你寻求所需的知识。 

 

我祈求你的爱能贯穿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并除去所有的惧怕，并把你的话语栽种在他们

心中。当他们更加认识你的话语时，让信心在他们的心灵中生根。 

 

主啊，谢谢你赐下许多保护的应许，保守他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及一切所到之处都安全。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慈悲怜悯的主啊，我们恭敬地将自己的家庭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施恩，祝福我们的家，

因你是我们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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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在我们家的四围设立篱笆，派天使天军安营扎寨，保护我们远离疫症与疾病，更脱

离魔鬼的试探与攻击；也求主供应我们家里一切的需要，我们全然仰望你、倚靠你！“耶

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箴 18：10） 

 

主啊，因为疫症，我们一家人都不能出门，每天朝夕相对，有了更多建立关系的机会，

但也有了更多的矛盾冲突。求你怜恤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家，你的

爱医治我们心里的伤痕，使我们一家人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建造，有更深入的沟

通，有更美好的关系！ 

 

主啊，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吃喝宴乐

与电脑手机之中；求你赐给我们有渴慕的心，渴慕你的话语，渴慕向你倾心吐意，渴慕

与你亲近！ 

圣灵啊，感动我们一家人的心，使我们拿出更多的时间敬拜你、认识你、寻求你、默想

你，与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有一件事，我们曾求耶和华，我们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

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诗 27：4） 

 

主啊，把我们的小孩子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砍断电脑游戏对他们的捆绑，带领他们做当

做的事，无论是学习功课还是学习你的话语都能尽心尽力，行在你的心意之中！ 

 

主啊，保守我们的长者，赐给他们坚定的信心与真实的盼望，除去他们心中的恐惧与忧

虑，“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尼 8：10） 

 

主啊，我们也为着家中还不认识你的来祷告，求你赐他们谦卑的心，将他们的石心换成

肉心，藉着你儿女在家中所做的见证，使他们悔改归向神！ 

 

主啊，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化的家庭，帮助我们成为敬虔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家在这苦难

黑暗的世代中能够作主美好的见证，如明光照耀！ 

 

“我们遭遇患难，你必暗暗地保守我们；在你亭子里，把我们藏在你帐幕的隐密处，将

我们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们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们要在你的帐幕里欢然献

祭，我们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诗 27：5–6）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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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怕》 

歌手：基恩敬拜 

曲词：邓淑仪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白日 太阳不伤你 

夜间 月亮不伤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也不怕白日的飞箭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祂不打盹不睡觉 

 

不要怕 不要怕 

仰望造天 造地 造海耶和华 

不要怕 不要怕 

年老白发时候 你不离开我 

 

我的心 称颂你 

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 

我的心 仰望你 

你的慈爱 你的信实 

永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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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3 日 

14. 菲律宾：四海一家齐心抗疫 

阮一心 

新冠病毒在东南亚大流行，4 月份是高峰期。菲律宾的疫症日趋严重，截至 4 月 21 日，

已有 6,599 宗确诊，437 人死亡，死亡率达 6.6%。疫症在贫穷落后、设备不足的社区蔓

延，会带来什么危机呢？华人社团及信徒纷纷施以援手，与菲律宾人齐心抗疫，送上物

资和粮食，分享基督的爱。 

 

 
 

直击菲律宾 

形势危急 

3 月 15 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并

实施居家隔离、公交停运、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管制。封城至 4 月 30 日，每天晚

上 8 点到次日凌晨 5 点实施宵禁，任何人在宵禁期间不允许随意出门，不然军警将会开

枪射击。 

 

 



情系世界(上) 

109 

  

 

菲律宾封城是突然而来的，很多工人和职员下班以后步行 5 天 5 夜回家乡。封城使经济

下滑，失业率上升，穷人、日薪、周薪家庭面临严峻考验。 

 

疫症加上饥饿 

平日在首都马尼拉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已高达 130 万。菲律宾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青

少年和儿童，很多孩子吃不饱饭，流浪四方。 

在疫症下，菲律宾的贫民缺乏粮食，不得不冒险外出觅食，但宵禁不允许外出，可能会 

 

引起社会的动荡。政府拨款资助贫困家庭，发放日用物质。总统安慰人民说：“或许赈

灾物资会迟到，但它会到，你们不要恐慌，你们不会饿死的。” 

 

医护物资严重缺乏 

医院严重缺乏防护物资及医护人员，疫症爆发初期医生只能用塑料袋做防护服。至少 252

名医护人员确认感染，12 名医生殉职。中国福建 12 人医疗团队抵达菲律宾，带来 30 台

呼吸机和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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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改建 3 家临时医院，第一家已经投入使用。菲律宾体育馆成为中吕宋的一个超

级隔离设施，政府计划在至少 12 个体育馆内建设隔离房及密封的护士站，以确保在这

些隔离设施内不会传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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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行动 

中国信徒看到菲律宾的需要，为当地的穷人筹集了几十万元购买大米、防护物资和生活

必需品，发放到马尼拉、碧瑶、宿务等地区的贫民窟。 

 

  

 

很多居民没有口罩，不能出门购买食物。当地教会收到从内地信徒寄来的爱心捐赠，把

粮食和口罩分给居民，与更多穷人分享主的爱。 

 

 

 

代祷事项 

1. 为所有医护人员紧急需要的防护服、医用口罩、护目镜、面罩、测试盒代祷，求神保

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健康。 

2. 为食物的供应代祷，特别是贫民窟的人群，疫症令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加

上家庭人口众多，求神供应食物和生活所需。 

3. 为百姓因疫症引起的惊慌、惧怕代祷，求神安慰这些百姓，赐他们平安。 

4. 为教会在疫症中作光作盐祷告，以行动关心贫穷人，彰显基督的爱，吸引更多人认

识福音。 

为救援物资如口罩、大米等能顺利到达菲律宾各个需要的地区代祷，供应贫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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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生活所需。 

5. 为世界各国的宣教士的安全代祷，使用他们参与不同的救灾、扶贫及医疗服侍。 

6. 求神给予总统和政府智慧和力量，让他们以公义和正直，爱心和热心服侍灾难时期

的国家。 

 

 

沈灵风牧师代祷 

亲爱的主耶稣，你来到世上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

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太 9：35）这个世代实在需要你医治各样的病症，但今天的

世人更需要的是听你的教训，信天国的福音！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需要你的医治、保

守与拯救！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这个世代“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

话。”（摩 8：11）人生病也非因无药，乃因不遵行你的话！求你怜悯这世代，怜悯一切

饥饿、干渴、生病的人；主啊，“我们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们救活！”

（诗 119：25） 

 

爱我们的主耶稣啊，你曾对我们说，“那听你话、又信差你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

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 5：24）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见你的话，又

将你的话存记在心中，且谨慎遵行！求你赐给世人有信心，相信那差你来天上的父，又

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啊，巴不得在这疫症、苦难的世代中，有更多人可以得享

永生，不被定罪，出死入生！ 

 

恩主啊，将你的话刻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口中，又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引领我们走

出疫症的死荫幽谷，进入丰盛之地，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

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诗 119：105）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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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the world（四海一家） 

全球各地疫症严重，大家只能远距离交往，避免人与人接触导致感染。国际组织 Global 

Citizen（全球公民） 发起“#TogetherAtHome”（大家一起在家）计划，邀请著名音乐

人在社交媒体开直播演唱，鼓励大家留在家里，齐心抗疫。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首用新科技重唱的经典金曲，《We are the world》（四海一家）是

1985 年的慈善歌曲，由流行歌手麦可·杰克森（Michael Jackson）和莱诺·李奇（Lionel 

Richie）共同创作，是声援向非洲饥民捐款的大型慈善活动“美国援非”（USA for Africa）。 

 

现在由新一代年青歌手，各自在家里唱，再合成这首云上歌曲,鼓励大家留在家里，为医

护人员打气，齐心抗击新冠病毒。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意思，表达世界在危难中应该团结

一致，现在是该伸出援手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爱，我们要

改变自己、奉献自己去关心别人，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We are the world》（四海一家） 

曲词：Michael Jackson & Lionel Richie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ear a certain call 

当我们听到了恳切的呼唤 

 

When the world must come together as one 

世界应该团结一致 

 

There are people dying 

有些地方的人们正逐渐死亡 

 

Oh, and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t 

是该伸出援手的时候了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对生命而言，这是最好的礼物 



情系世界(上) 

114 

 

We can't go on pretending day by day 

我们不能日复一日的伪装下去了 

 

That someone, somewhere will soon make a change 

在某些地方，在某些地方总有人要改变自己 

 

We're all a part of God's great big family 

我们都是上帝的大家族中的一员 

 

And the truth you know love is all we need 

事实上，我们需要的就是爱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四海皆一家，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创造美好的未来要靠我们 

 

so let's start giving 

所以，让我们开始奉献自己 

 

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 

我们正在做的抉择 

 

We're saving our own lives 

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 

 

It's true, we'll make a better day 

我们真的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Just you and me 

就靠你和我 

 

Well, send them your heart 

献出你的心 

 

so they know that someone cares 

他们就会觉得有人关心 

 

And their lives will be stronger and free 

他们的生活才能更坚强、更自由 

 

As God has shown us 

如同上帝开释我们的 

 

By turning stone to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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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把石头变成面包这件事 

 

And so we all must lend a helping hand 

我们都应该伸出援手才对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四海皆一家，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创造美好的未来要靠我们 

 

so let's start giving 

所以，让我们开始奉献自己 

 

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 

我们正在做的抉择 

 

We're saving our own lives 

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 

 

It's true, we'll make a better day 

我们真的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Just you and me 

就靠你和我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当你意志消沉、不被接纳 

 

There seems no hope at all 

一切似乎全无希望 

 

But if you just believe 

但只要你相信 

 

There's no way we can fall 

我们不可能倒下 

 

Well, well, well, let us realize 

让我好好想清楚 

 

That a change can only come 

只能做一个改变 

 

When we stand together as one 

当我们像一家人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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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四海皆一家，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创造美好的未来要靠我们 

 

so let's start giving 

所以，让我们开始奉献自己 

 

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 

我们正在做的抉择 

 

We're saving our own lives 

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 

 

It's true, we'll make a better day 

我们真的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Just you and me 

就靠你和我  

 

让我们不分国界，不分年龄，万众一心，共同抗疫。明天我们会分享位于马尼拉的良友

电台发射站和菲律宾圣经神学院的需要，继续为菲律宾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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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4 日 

15. 菲律宾：同舟共济度患难 

阮一心 

菲律宾的疫症继续蔓延，截至 4 月 23 日，已有 6,710 宗新冠肺炎确诊，446 人死亡，死

亡率达 6.6%。今天我们为位于马尼拉的良友电台发射站和菲律宾圣经神学院代祷，与

菲律宾人同舟共济度患难。求主供应他们所需，让良友电台昼夜不息地广播福音。 

 

 

 

直击菲律宾 

 

服侍多国的福音电台 

菲律宾福音电台除了有菲语的本地调频 FM 和中波 AM 广播外，还有 150 种语言的广

播，包括很多东南亚国家和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有我们熟悉的普通话广播。良友电台的

发射站向中国发射短波讯号，听众每天早上和晚上在短波收音机听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

程，就是从马尼拉的发射站广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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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菲律宾实施社区隔离和宵禁，大部份同工不能回电台上班，只能在有限的设备下在

家录制节目。有部份紧急应变组的同工留守电台，维持每天的广播，为社区发放正确的

资讯和鼓励的信息。 

 

同工也有行动关心医护人员，并筹募所需要物资，如防护服、口罩、护目镜、面罩等，

送给前线的医护人员。 

 

 

电台每周都有现场崇拜节目，求主赐同工智慧克服各样的困难，仍然可以制作节目，让

更多听众经历神的爱，生命得改变，把荣耀归给神。 

 

请为良友电台发射站的同工代祷，保守他们的健康和家人的平安，使他们能维持每天的

广播，为充满忧虑的人带来平安的喜讯，让不同国家的人也能听到自己家乡话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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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度患难—孙一乐老师 

《喜乐香柏树》主持人 

 

生活艰难 

由于菲律宾的社会文化习惯很难做到绝对的封锁。很多穷人在当下也买不到口罩，或者

根本没有钱购买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人流密集区这种疾病的传播就更加的迅

速。这个也是令当局苦恼的一个问题。 

 

很多穷人因为封城工作受到限制，很多公司只允许 25%的员工上班，所以很多人在这段

时间也没有了经济来源。 

 

现在超市的一些日常用品都受到购买数量限制，物品的价格也有所上涨。所以这对穷人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封城的时间继续延长，社会上的不安因素将会增加。 

 

 

 

我们祈求主的恩典和怜悯，也让教会弟兄姐妹在这种处境下看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我们

不是只停留在属灵的祷告，也要付诸行动。 

 

师生共患难 

菲律宾圣经神学院封校以来，整个学期的课程也全部取消。正在计划让中国同学逐步回

国，因为这边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即便是医生和护士，医疗物资也非常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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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圣目前的生活物资还基本够用，在封锁以来，得到华人教会和一些董事长老的捐助，

所以虽然是疫症期间，目前的生活基本正常。 

 

现在课程取消，同学们在一起更多地组织了自发的祷告会。学术上可能会欠缺一些，但

是灵性上反倒是更加坚强。 

 

在菲律宾完全封锁之前，我们一些老师也因为课程取消而返回自己的国家，目前在菲的

老师和住校老师都生活工作正常。老师们与同学们此时同舟共济，互相帮助，彼此的关

系也更加亲近。 

 

传递爱心 

菲圣得到中国校友的大力支持，他们把口罩等医疗物资也源源不断地寄送过来，大大的

缓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目前陆续收到中国寄来的口罩，但因为师生封锁在校园当中，使用量没有那么大。菲圣

正在计划要把一部份的口罩，送给在当地的一些护士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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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一乐老师代祷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创造了宇宙，也感谢你对这个世界的看顾和护理。

感谢你在任何的处境中都依然坐着为王。 

 

在当今全球谈毒色变之时，求你赐给所有人有属天的平安和盼望，也祈求你赐下恩惠，

怜悯和医治的恩典，拯救和怜悯今天全球所有被冠状病毒伤害和夺走生命的家庭。 

 

在此特别为菲律宾向你求恩。今天菲律宾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 6 千人。这中间有医生，

有护士，有富人，有穷人，有属你的儿女和未得之民，但灵魂的价值在你的眼中同样宝

贵。 

 

这个国家今天缺少足够的医疗物资以及足够的医疗设施。在长达一个半月的封锁当中，

很多穷人没有足够的生活来源和基本食物供应。 

 

天父祈求你让你的儿女和教会在今天的处境中，不只为菲律宾祷告，也在他人的需要上，

可以看到自己的责任，同时能在灵魂的禾场上竭力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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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怜悯当地的贫穷人，赐给官方有智慧有爱心来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求你让贫者有

食物，让富者有怜悯。愿在人最软弱的时候，最惧怕的时候，让人们能够靠着认识你来

拥有盼望拥有平安。 

 

求你怜悯这地，求你医治这地。愿你的名在这个国家被高举。愿你的爱在这个地方被彰

显。愿你的儿女在这地方为你做荣耀的见证。 

 

愿你从天上止息愤怒，愿你尽快止息这病毒对人们所造成的伤害。愿你的旨意在当今的

处境当中被彰显。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今天求主使我们作他儿女的，在艰难中更加合一相爱： 

 

亲爱的主耶稣，你在上十字架以先曾“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我们彼此相爱；你

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你的

门徒了！”（约 13：34–35） 

 

主啊，如今你的众门徒正在面对一场大灾难、大争战，甚至我们也无法一起聚会，但求

你的爱继续地充满我们，继续用你的恩手召聚我们，带领我们，扶持我们，使我们继续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 1：20–21） 

 

主啊，我们也求你使我们众圣徒在这艰难的处境中继续彼此相爱，彼此相助，彼此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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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劝慰，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同心建造更复兴的教会，同心传扬永生的福音，同心

为你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 

 

主啊，求你藉着我们在世人面前活出美好的见证，使他们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使他们

看见有至高的神住在我们中间，使他们在瘟疫的黑暗中被生命的光照亮，使他们在失望、

绝望中得着十架的盼望！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万国的祷告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首云上歌曲《The Prayer》（祷告），是 8 小时直播演唱会最后压轴

的歌曲。国际组织 Global Citizen（全球公民）的“#TogetherAtHome”（大家一起在家）

行动，在 4 月 18 日举行了 One World（一个世界）演唱会。这首歌可谓星光熠熠，由

歌星 Celine Dion 和意大利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ocelli）合唱，现场版加入了

John Legend、钢琴家郎朗、Lady Gaga，5 人通过歌声，共同为人类祈祷：希望世上再

无强暴，满有公义盼望，握住邻舍之手，传扬和平友爱。 

 

吴加恩老师听完这首撼动人心的云上歌曲后，有感而发，借了古词《临江仙》填上了新

词，为奋身英勇的医护人员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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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祷告） 

曲词：Carole Bayer Sager and David Foster 

意大利文歌词：Aberto Testa and Tony Renis 

 

I pray you'll be our eyes,  

祈求你做我们的眼睛  

and watch us where we go 

看顾我们当行的路 

And help us to be wise, 

in times when we don't know 

当我们迷失困惑   

帮助我们有智慧 

 

Let this be our prayer,  

when we lose our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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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迷失方向时   

我们这么祷告着 

 

Lead us to a place,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恳求你的恩慈引领我们向前 

 

To a place where we'll be safe 

带我们到安歇之处 

 

La luce che tu dai 

你的光照亮我们的路 

 

I pray we'll find your light 

我祈祷我们能寻着你的光 

 

Nel cuore resterà 

让光芒进到心中 

 

And hold it in our hearts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A ricordarci che 

为了提醒我们自己 

 

When stars go out each night 

当夜晚星星亮起时 

 

Eterna stella sei Nella mia preghiera 

会见到永恒之星 

 

Let this be our prayer 

我们这么祷告着！ 

 

Quanta fede c'è 

我们信心坚定 

 

When shadows fill our day 

当我们蒙上阴影（当我们陷入愁云惨雾） 

 

Lead us to a place，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恳求你的恩慈引领我们向前 

 

Give us faith so we'll be safe 

赐给我们信心  我们就必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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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gniamo un mondo senza più violenza 

我们梦想着一个再也没有暴力的世界 

 

Un mondo di giustizia e di speranza 

一个充满公义与希望的世界 

 

Ognuno lo dia la mano al suo vicino 

大家握住邻居的手（人人和睦相处） 

 

Simbolo di pace, di fraternità 

和平之日来临 四海一家 

 

La forza che ci dà 

求你赐予我们力量 

 

We ask that life be kind 

我们祈求生命是良善的 

 

È  il desiderio che 

这是我们所渴望的 

 

And watch us from above 

也求你看顾我们 

 

Oguna trovi amor 

每一个人心中充满爱 

 

We hope each soul will find 

但愿我们在灵里 

 

Intorno e dentro sé 

怀抱主恩 

 

Another soul to love 

彼此相爱 

 

Let this be our prayer 

我们这么祷告着 

 

Let this be our prayer 

我们这么祷告着 

 

Just like every child 

像个孩子天真地祈求 

 

Just like every child 

像个孩子天真地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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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to find a place,  

我们需要一个安歇之处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恳求你的恩慈引领我们 

 

Give us faith so we'll be safe 

赐给我们信心  我们就必安稳 

 

È  la fede che 

而  信心就是 

 

Hai acceso in noi 

归向你 

 

Sento che ci salverà 

深信你会拯救我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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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5 日 

16. 新加坡：愿劳苦的客工享平安 

阮一心 

本来新加坡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趋向稳定，但最近外籍客工病例连续多日超过 1 千

宗，加剧了疫症向社区扩散的危险。截至 4 月 23 日，已暴增至 11,178 宗确诊，12 人

死亡。今天我们特别关心新加坡 120 万名外籍员工，求主保护他们免受感染，医治患病

者，供应他们生活所需，愿劳苦的客工得享平安。 

 

 

直击新加坡 

严厉执行阻断措施 

新加坡政府的阻断措施，包括从 3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除了工作场所与学校外，所有

聚会不能够超过 10 人，并关闭酒吧、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一些服务业如理发店和甜品

店、茶店也暂停营业。 

 

宗教团体暂停所有公开礼拜与聚会，在这期间必要的仪式（如婚礼丶丧礼等）与私人崇

拜仍然可以进行，但必须严守政府的预防措施，如不超过 10 人丶人与人之间保持 1 米

的社交距离丶不能唱歌与聚餐等。违反卫生法令者会被罚新加坡币 1 万元（约人民币 5

万），以及少于 6 个月监禁。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3/27/phpz4VIXU.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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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衰退，政府推出总值约新加坡币 550 亿元（约人民币 2750 亿元）的援助配套，

以保住市民的工作与补贴企业。总统丶总理丶副总理等自愿减薪 3 个月，之前所有公务

员已减薪 1 个月，以表达与民共度难关。 

 

 

从受控到暴增 

市民的行动受到限制，严格执行安全距离，大家开始调整生活节奏，慢慢习惯在家上班、

打包餐食回家、出门戴口罩等。阻断措施初步见到效果，至 4 月初新加坡只有不到 1,500

宗确诊。 

 

可是从 4 月中开始，本地客工宿舍出现大量确诊，持续多日每日上千的新增病例，使

感染人数迅速超过 1.1 万，令市民感到不安，担心客工群的感染会扩散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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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措施 

政府积极应对客工宿舍疫症，全面动员为客工做健康检测、进行隔离和重新安顿住所；

那些在必要服务里工作的客工都必须通过健康检查。 

 

 

不少民间组织为客工伸出援手，提供食物、口罩、赞助电话卡等等，整体社会以谅解

与同情的态度对待客工疫症。客工在停工期间照领薪水，有免费食宿，临时的住宿还

有无线网络服务，让客工可以联系外地的亲人。 

 

听听客工的心声 

根据人力部的数据，新加坡有 120 万名外籍员工，有 20 万人住在客工宿舍，这样的商

业宿舍有 43 个，当中有几个更是有超过 1 万个客工的大型宿舍。S11 榜鹅客工宿舍是

第一个被列为隔离区的宿舍，住着大约 1.4 万名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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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梁伟康） 

客工本来每天上班，只是晚上回来休息，但大面积停工意味着他们突然整天都在宿舍

里，拥挤的生活环境使人无法保持安全距离。那里人数众多、密集度高，传染病一旦

爆发，宿舍就成为“重灾区”。 

 

客工是建筑和造船业的支柱，没有他们，新加坡将没有生活、工作或娱乐场所。 

 

疫症下特别想念家乡亲人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导，在新加坡工作快 6 年的哥彼纳斯（Gopi Nath，24 岁，电子

技术员），现在每天都在不停打电话，为的是不断安抚远在印度的妻子和父母。[1] 

“他们非常担心我，天天叫我回国，我也在想是否应该回去。但印度也有很多确诊病例，

现在我也不知怎么办。我只知道我很想念家人。” 

 

哥彼纳斯每天都只能在宿舍房间里待着，因为他的宿舍已经成了病例最多的隔离区，

所有人都不能离开。 

 

“我们被要求尽量留在房里，但我是完全不出房门，因为我太太叫我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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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隔离 

为控制肺炎疫症，政府已经把 5 个有感染群的宿舍列为隔离区，并进一步分散其他宿

舍的客工。各地多处成为临时客工居所，包括军营、内政团队学院，和空置的政府组

屋等。 

 

另一个员工宿舍隔离区，有大约 6,800 名客工行动受到限制，但他们的心情都不错。 

祖籍吉林的楚先生（57 岁，超市员工）在新加坡工作已有 7 年，远在中国的家人都为

他感到担心，但他受访时说：“知道这里有确诊病例头一晚，的确有点辗转难眠。没想

到，第二天就给封锁起来，这样就没事了。看看中国也封了几个月，现在都好了。而

且现在一天 3 餐由当局提供，我不用工作，能好好休息，这多好。” 

 

代祷需要 

1. 为前线的工作人员祷告：医护丶海关丶警察丶清洁、保安等，求神保守他们安康，报

答他们坚守岗位与无私的付出。 

 

2. 有足够的资源控制疫症的蔓延，特别是妥善保障客工的安全，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3. 国家领导团队有智慧、能力、信心对抗疫症，减低各行业的经济损失（如旅游、航空、

零售、餐饮、交通等），帮助各行业尽早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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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加坡 4 大种族在疫症中能同舟共济，互相扶持。新加坡人口 5,503,000 人，4 大种

族：华裔占 74.2%；马来裔占 13.4%；印度裔占 9.2%；欧亚裔占 3.2%。 

 

 

杨姊妹代祷需要 

从内地去新加坡工作的杨姊妹，本来负责在课后托管教导小学生，在疫症下托管暂停，

不需要去上班了。杨姊妹邀请大家为新加坡代祷： 

1. 全国人民同心协力防疫，配合政府的工作。 

 

2. 为在医院里的医护及工作人员的健康祷告，求平安的主保守他们。 

 

3. 为外劳客工的工作、居所、健康等求主赐平安，施恩照料他们。 

 

4. 在当前无法聚会的时光，让我倚靠主过得胜的日子，为教会与牧师等求主恩典。 

 

5. 为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代祷，求主引导孩子走正路，开启他们对真理的渴望，对知

识的渴求超越对玩乐的兴趣。 

 

6. 为未认识主的人代祷，求主怜悯他们，在这时候思想什么比工作赚钱、玩手机更有

意义，愿他们也在社交媒体上听到真理，并了解圣经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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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灵风牧师代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我们这群软弱的人来到你面前举手，我们在疫症中求告你的名！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

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诗 68：19–20）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你曾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那里去，你

就使我们得安息。”（太 11：28）当你背着十字架走向髑髅地的时候，当你被挂在木头上

的时候，你实在是背负了我们一切的重担，你更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债，惟有你能拯救

我们脱离死亡的咒诅，惟有你能带我们进入安息！ 

 

主啊，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十架前俯伏，观看你手你足，仰望你的慈容，思想你长阔

高深的爱，感谢你奇妙的救恩！是的主，“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

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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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救赎主啊，在你里面就有平安，我们的生命已得了医治；死亡的阴影不能再笼罩

我们，疫症也不能使我们恐惧！ 

 

爱我们的主，救我们的神啊，“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

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 4：16）求你赐下厚恩，使我们在艰难中靠你有力量，藉着

我们在黑暗中发出真理的光，帮助我们在疫症中活出十架的生命见证！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因着十架》 

客工对新加坡的经济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们天天劳苦工作，赚取金钱照顾自己和家乡的

需要。盼望不同国籍的外来客工，可以接受主耶稣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

主那里去，主就使他们得安息。求主带领更多客工，卸下重担，不再惧怕，来到主耶稣

的面前，背起十架跟随主，经历神所赐的同在和平安。 

 

 
 

《因着十架》 

赞美之泉 

曲词：周巽倩 Mary Chikagami Lee 

 

你张开双手 为我死在十架 

你的宝血为我流 

我曾在罪中 不明白这恩典 

你却代替我死在十架 

 

你给了生命 为我死在十架 

你受鞭伤我得医治 

我曾在罪中 不明白这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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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却代替我承受刑罚 

 

凡劳苦重担 到我这亲近我 

背起十架跟随我 

卸下你重担 从此不再惧怕 

我必与你同行到地极 

 

因着十架我得自由 

因着十架我得生命 

因着十架我众罪得赦免 

 

因着十架我得自由 

因着十架我得生命 

主你是最好朋友 

 

By the cross now I come 

By the cross now I live 

By the cross now I am forgiven 

By the cross now I come 

By the cross now I live 

By your love I have a friend 

 

下周二我们会看看教会如何在疫症中牧养信徒，继续为新加坡代祷。 

 

注释 

[1]〈全力抗疫 别让客工宿舍成缺口〉。《联合早报》。4 月 12 日。 

https://www.zaobao.com/znews/singapore/story20200412-1044806 

 

  

https://www.zaobao.com/znews/singapore/story20200412-104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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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8 日 

17. 新加坡：教会在各种挑战中牧养 

阮一心 

在过去的周末，新加坡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仍是不断上升，外籍客工病例每日增加几

百宗。截至 4 月 27 日，已增至 13,624 宗确诊，维持 12 人死亡。今天我们继续为客工

代祷，也关心新加坡教会如何在疫症中牧养信徒。 

 

直击新加坡 

 

尽力照顾客工 

根据人力部统计，新加坡共有 43 间客工宿舍，可容纳超过 20 万名客工，已有 33 间出

现感染群，此外还有 13 间工厂改建的宿舍也出现感染群，确诊的人数超过 9 千人。 

 

 

为了缓解新加坡病床危机，已经新建多个隔离社区，安置轻症和康复中的患者。丹戎巴

葛码头新建可容纳 1.5 万床位，为未来的需求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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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之下劳工的处境艰难，李显龙总理早前强调会像照顾新加坡人一样照顾客工。他对

客工说；“感谢在这个困难时期的全力配合；我们会照顾你的健康、福利和生计；我也

会和你的雇主合作，确保你们都领得到工资，并将钱汇回家乡。我们会帮助你和亲友保

持联系。” 

 

 

 

在阻断措施中牧养 

新加坡政府的阻断措施延长至 6 月 1 日，除“必要服务”外，学校与工作场所都关闭，

改为居家学习与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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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团体暂停所有公开礼拜与聚会，可以举行婚礼和丧礼，但必须严守政府的预防措施，

如不超过 10 人丶人与人之间保持 1 米的社交距离丶不能唱歌与聚餐等。 

 

教会怎样在各种限制中举行丧礼呢？我访问了陈牧师，分享她怎样在这疫症中让丧亲者

得到安慰和陪伴。 

 

没有诗歌的安息礼—新加坡陈牧师 

政府推出严厉措施，我要主理—位老姊妹的丧事，须按照条例的安排，又希望安慰老姊

妹的众多子孙，必须求主赐智慧予传道和家属，加我力量主持这安息礼。 

 

虽然政府有限制令，但我有感动带领教会特别祷告会。丧礼只限 10 人实体参与，要做

足防疫措施，要量体温、登记等，但不准唱诗歌才头痛！ 

 

在告别礼拜当天，只有儿子、女儿、长媳和长孙可入教堂内参与，其他孙子只能在门外

往内望，透过直播视频参与。 

 

灵车出来的时候，除长子长孙，其他在外面的子孙紧随车辆送一程，把参与的人扩至最

多。 

 

我在守丧礼拜时说，老姐妹生前很怕麻烦人，在卫生法令下，她在马来西亚的亲人都无

法前来，本地亲友也不能参加告别火化礼拜。这其实符合安息者的意愿，她此时安息是

神所定的日子，她的子孙也点头赞成。 

 

 

感谢主使用陈牧师在这非常时期，透过安息礼来安慰亲友。新冠病毒在各国造成大量的

感染和伤亡，面对很多的丧亲者，我们如何陪伴和关怀他们呢？良友圣经学院特别制作

了 12 课特辑《哀伤辅导》，邀请你在 5 月 4–16 日收听《哀伤辅导》，梁晓老师会分享

丰富的辅导经验，教导我们如何哀悼“失去”，让神的爱医治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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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养的挑战 

现在教会基本上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会众之间无法直接联系，牧养关系面临挑战： 

1. 网上各种“假先知”、“假师傅”非常活跃，包括“全能神”等邪教组织，到处拉人，

迷惑一些没有根基的信徒。 

2. 从现在到疫症过后，教会将如何保持“圣徒相通”？持守“圣而公之教会”？ 

3. 部份牧者领袖的雇工心态、懈怠、推卸、回避，使宣教的使命受挫。 

4. 因停止传统正常聚会，会众的爱心逐渐冷淡。 

 

代祷需要 

为教会祷告 

愿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为教会的根基、会众的爱心，彼此间的合一，继续传福音的使

命代祷。 

 

为家庭祷告 

为基督徒家庭祷告 

愿神使每个基督徒家庭，在这末世来临的时候，愿主耶稣成为一家之主，建立敬拜的祭

坛。关爱邻舍，怜悯穷人，乐意施舍，放胆传扬福音，为主赢得灵魂。 

 

为非基督徒家庭祷告 

愿怜悯的神，以圣灵的大能来触摸他们，在这危难及未来不断的灾难面前，相信唯有耶

稣基督是救主。 

 

新加坡杨姊妹代祷需要 

1. 主耶稣的宝血覆盖这个小岛，驱散凶恶的病毒，以他的怜悯怀抱我们。 

 

2. 外地的客工支撑着新加坡的发展，他们的生命是重要的。求主施恩，赐予平安的医

冶给他们。帮助他们配合政府的工作，顺服医护人员的照料，注意身体健康，也渴望

寻找真神的话语，抛弃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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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求主供应医疗设施、物资等，在这特殊的阻断路器时刻（circuit breaker period），大

家尽量留在家里，自习自律，读书读经，仰望真神，让生命更有意义。 

 

4. 在政府、各工商机构、医院、教会、家庭的领域上，神的儿女与仆人作美好的见证，

让神的荣耀大大地显现，让神的荣光照在他们的脸上。 

 

 

 

沈灵风牧师代祷 

  

我们今天为教会守望： 

 

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弗 5：23）你的子民在疫症的艰难

中仰望我们的头、我们的元首，求你保护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更大大地使用我

们。 

 

救我们脱离疫症的毒害，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焦虑、软弱与小信，救我们脱离魔鬼

撒旦一切的攻击、搅扰与欺骗的诡计，使我们安稳在你的话语之中，安稳在你的同在里

面；更求主带领我们在这场大争战中为你打美好的仗，为你作有能力的见证，为你更勇

敢地传扬福音，为你救更多失丧的灵魂！ 

 

主耶稣啊，帮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

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 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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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疫症的特殊时期供应教会一切的需要，建立最适宜的事工，引领

我们走当行的路，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能谨守遵行！求你继续恩待我们，祝福我们，

充满我们，复兴我们！ 

 

主啊，赐下合一相爱的心，弟兄姊妹虽然不能见面，但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有更深的

联结，有更美的关系，使“全身都靠你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

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 4：16） 

 

全能者啊，愿你藉着你的教会显出你一切的荣耀与作为，愿主将你的真实彰显在这世代

中！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齐为此地呼求》 

赞美之泉 

曲：游智婷  词：谢秉哲 

 

圣灵的烈火 来焚烧这地 

烧尽一切过犯与不义 

圣灵的烈火 来炼净这地 

使万民圣洁 都回转向你 

 

复兴的风 要吹遍全地 

这片土地 必然要得救 

 

勇敢站立 齐为此地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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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 高举敬拜双手 

主愿你从天上垂听 医治这地 

愿我们的国家 回转向你 

勇敢宣告 齐为此地呼求 

心连心 高举敬拜双手 

主求你仰起你的脸 光照我们 

愿属你的子民 定意跟随你 

 

我们纵然失信 你仍是可信 

天父我们属你 你是我的神 

 

 

  



情系世界(上) 

144 

2020 年 4 月 30 日 

18. 马来西亚：求主止息疫症、为人民祝福

祷告 

阮一心 

截至 4 月 29 日，马来西亚累计 5,851 宗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00 宗死亡病例。由于新加

坡疫症严峻，马来西亚政府第三度延长“行动管制令”至 5 月 12 日。这代表马来西亚

的穆斯林要在隔离限制中度斋戒月（4 月 23 日至 5 月 23 日），不能按传统去清真寺祈

祷，也不能在每晚日落后，与亲友相聚，一起开斋，分享食物。今年他们只能在自己小

家庭内活动。 

 

每年全球有上百万基督徒在斋戒月期间参与在“30 天为穆斯林祷告运动”中，使用 30

多种语言译本的祷告小册，大家可以按着附件的祷告资料《以华冠代替灰尘》7 日循环

代祷卡，或上网为穆斯林祝福祷告。[1]今天和明天我们为马来西亚代祷，分享两个宣教

士家庭的故事，也关心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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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马来西亚 

 

疫症扩散 

马来西亚疫症分成 3 个阶段，第一波是从国外（中国、新加坡、意大利带回国）；第二

波是国内传染者；第三波是 1.5 万人参加伊斯兰祈祷宣教大会者。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

期间，吉隆坡大城堡（Sri Petaling）的清真寺举办了一场万人大集会，参与者来自马来

西亚和东南亚的国家。截至 3 月 17 日，马来西亚约有 6 成的确诊病例与此活动有关联，

该清真寺已关闭以进行消毒。 

 

 

隔离管制 

3 月 1 日才正式宣誓成为马来西亚第 8 任首相的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宣布马来

西亚于 3 月 18 日封国，禁止外国人入境。马来西亚公民采取“行动管制令”，停课、停

止上班，除了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如银行、快递可以营业，其他店都要关闭。 

 

警察执法越来越严格，一个家庭只限一个人外出买东西，只让一家之主，即是男士才可

以出外买食物，但平日都是妻子负责采购食物，所以有不少男士在超市迷路，不知道在

哪里找需要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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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限制商店或餐厅营业到晚上 8 点，餐厅只能够提供外卖。每人不能出门离家太远，

大概不能超过 10 公里，犯法的人罚款马币 1 千元（约人民币 2 千元）或者坐牢。 

 

政府实施救市、救民的政策，包括暂时停止缴交房屋贷款、扶贫等措施。首相表示，政

府将宣布用约 580 亿美元以支持经济。 

 

 

文灿老师代祷 

慈悲的天父，我们在此为马来西亚这国家，和在当中生活的人民献上祷告。 

 

在 3 月，马来西亚新冠肺炎累积确诊数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中韩的东亚第 3 位，但近

日已有好转，超过 10 日确诊维持双位数，康复病例已高过确诊病例，为此感谢神！ 

 

然而，我们仍然要继续为这个国家祷告，特别为马来西亚政府祷告。2 月底到 3 月初，

新政府上场，同时亦是大城堡万人集会爆发了感染，第三波疫症展开，情势瞬间恶

化。初期在针对疫症政策上有些混乱，感谢神，现在疫症趋于稳定。抗疫的“行动管制

令”政策，关闭学校及部分商铺、禁止大规模聚集活动、不能出国、不能办婚礼、不能

上清真寺集体祷告、不可以跨州旅行、出门采购的距离限制在方圆 10 公里内等，措施

已经有些果效，使感染人数减少。求神继续提醒人民不要掉以轻心、放松警惕，不要让

疫症再度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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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府近日亦有意考虑重启经济的举措，让近乎 10 万滞留在学校的学生返乡，让滞留

在家乡或其他地方的人士，回到自己的住家等政策。求神给官员有智慧制定相关的政策，

安排在适当的时间实施，以致人民可以平安回到他们的家，生活可以尽快回复正常，同

时亦不会因新政策令疫症再度恶化。 

 

最后，在这里特别为当中一个受感染群体，古晋佳音教会感染群祷告。教会在 2 月尾举

行为期 3 日的领袖研讨会爆发了集体感染，这已成为东马砂拉越新冠肺炎最大

感染群。感染人数占该州总确诊人数的三分之一，传染链亦已延伸至第 5 代。

确诊人数超过 160，近期仍有新增确诊个案，当中至少有 3 人死亡，大部份人

仍在治疗中。  

 

求神尽快停止疫症在他们当中继续传播，并医治受感染的肢体，使他们尽快康

复。求神安慰回了天家肢体的亲友，赐他们在疫症中有平安。求神让教会在此

疫症中可以见证神，传扬神的福音。  

 

虽然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家，但求神在疫症中也赐福，保护那里的居民，让他们看到唯

有神才是独一的真神。让他们有机会接触福音，有机会可以选择决志相信，跟从主耶稣。

求神在马来西亚亲自动工，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宣教士一家四口分隔两地 

突然的封国让香港林牧师一家四口暂时要分隔两地，因为林牧师的大儿子在西马槟城念

书，本来一家暂居在马来西亚几个月。林牧师和小女儿没有居留签证，由于旅游签证快

到期，他们在 3 月 28 日坐了最后一班飞机回香港后，林牧师和女儿就一直留在香港，

要经过 14 天的家居隔离，再等马来西亚重开，才可以与妻儿重聚。 

 

妻子和儿子在西马家里遵守禁足令，完全不可出门，有专人送上食物与日常用品。行动

管制令延长至 5 月 12 日，即外国人仍然禁止入境，国民也要留在国内，并且留家以阻

隔病毒传播。居民生活虽然不方便，但生活用品供应基本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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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管制令禁止除了购物以外的一切社交活动，下楼走动也不行，而且严厉执行一人一

车。教会聚会改为网上进行，但是没法提供社区服务。一些学校改为网上授课，学生少

了社交活动，整天待在家里，心里并不好受。 

 

求主看顾林师母和儿子在西马的生活，供应他们一切所需，儿子也适应网上学习。希望

疫症早日消除，林牧师和女儿可以回到马来西亚与家人团聚。 

 

 

马来西亚李老师代祷 

 

为神的子民祷告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所犯的罪，无论是国家或民族，

又或是个人的罪，都摆在你的面前，你是公义的神。 

 

“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恶人虽然连手，必不免受

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箴 11：20–21） 

 

神啊！我愿：良善的你必保护，凶恶的你必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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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的创造祷告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 90：2） 

 

我们因此求你亲自保护你创造的宇宙和地球，还有你所创造的人类，不让他们灭绝，因

为你虽然恨恶罪恶，你却爱你所创造的万物。 

 

愿地上的君王都能够谦卑自己，来到你面前悔改，回头看看他们所影响的世界，带来的

所有负面的影响是多么的可怕。 

 

我们又愿神保护那些爱你的民族，爱你的子民，在患难中保护他们，免他们于死地，因

为你答允必为义人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 

 

为马来西亚祷告 

我在此特别记念马来西亚这片土地。马来西亚大部份是温柔谦卑的贫苦百姓。他们和善

单纯，只是为家人为生活每一天去努力工作。他们也深信宇宙有创造的神。 

 

因此，我呼求你怜悯这国土良善的百姓，求你救他们脱离凶恶，我以我在这儿生活和工

作的经验作证，马来西亚人是和善的民族。主你答应，保护他们，让他们全国回转，认

识并归向耶稣基督真正的和平的创造主。 

 

求神让疫症离开这国，让他们认识是神你大能的工作和怜悯的恩典，然后让他们走向光

明的道路，让福音全然临到马国。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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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爱不离不弃》 

词曲：施弘美 

 

没有一个忧患 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满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怜悯如江河涌流 

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 

使我的福杯满溢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环绕 

你必永远记念与我所立的约 

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旁白：你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 

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 

但我们的神祂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没有一个忧患祂不愿意担当， 

没有一个重担祂不愿意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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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祂爱你，就爱你到底。 

 

明天为你介绍另一个受封国影响的宣教士家庭的故事，为马来西亚的教会代祷。 

 

注释 

[1] 2020 年斋戒月 4 月 24 日至 5 月 23 日《30 天为穆斯林祷告》。  

https://www.30dayschinese.org/ 

 

 

  

https://www.30days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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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 日 

19. 马来西亚：学习新模式服侍、求主开新

道路 

阮一心 

疫症突然临到马来西亚，在“行动限制令”下，教会必须停止所有聚会。封国政策也让

宣教士家庭滞留在吉隆坡，打破了一切原有的计划。疫症逼使我们要学习新模式的服侍，

善用各种媒体平台，以开放的心求主开新道路，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奇特”事件。 

 

 
 

直击马来西亚 

 

教会网上牧养  

大部份马来西亚基督教会都跟从政府的隔离安排，暂时停止所有聚会。教会都开设网上

敬拜、查经等网上牧养事工。吉隆坡陈姊妹表示，目前很多教会基本都是线上崇拜，有

透过油管直播（YouTube live），也有透过 Zoom 直播，有的是预录崇拜，然后到时间发

链接。 

 

陈姊妹的教会是预录形式，会在小组通知，然后大家同一时间开始看，过后会有约 20 分

钟在各自小组回应讲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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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点到 1 点教会有线上主日学，透过 Zoom 或 Skype 直播，不同年龄层都有。儿童、少

年、青年、夫妻小组、老年人都有主日学。 

教会也有查经、少年团契、青年和成年小组，都是线上直播。鼓励会友透过社交媒体、

电话来联系人，传福音。 

 
 

疫症中的领悟 

教会需要主动积极学习新的牧养方式，更要愿意花时间在人的身上。过去教会在硬体设

备上的用心投资又怎样？现在疫症中不就是也不能用。我们应该投资的不是硬体设备，

乃是看重人的灵魂，传福音和宣教事工上。 

 

另外，没有实体教会时，我们如何仍然可以在基督里合一，建立与人与神的关系也是非

常重要。 

 

 

教会的需要 

特别为乡下的小教会祷告，他们很多都是没办法适应网上的崇拜，或者应该说他们不会

或没有上网工具。乡下的人通常是长辈，或者低收入家庭，他们有些连上网费用或智能

手机都没办法负担。 

 

求神让教会牧者和领袖有智慧处理教会事奉，晓得如何更好的喂养会友。 

 

求神供应教会所需的。有些教会在奉献上少了 40–50％的数额，并导致一些教会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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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能付租金等情况。原因可能是信徒不习惯或不会网上转账，也可能因为“行动限

制令”下不能上班，影响了经济。 

有些教会也向信徒呼吁，对于贫穷的信徒，如果因为疫症而失业，又或有困难的，都可

以联络牧师或长老，务求尽力安排协助。 

 

目前政府是下令 6 月 30 日以后才可以恢复实体崇拜，但是也许不很乐观。 

 

求神帮助信徒在没有实体教会，也可以在属灵生活上有美好的操练。 

 

求神让会友和牧者更知道教会的意义，并能做出最好的装备与投资。 

 

异端趁机活跃 

异端如全能神教（即东方闪电）在疫症期间特别活跃。他们会运用很多不同网站，在脸

书（Facebook）开不同账户，并且用油管（YouTube）等不同的社交媒体主动出击，在弟

兄姊妹中间尽力找机会在网上接触，传扬他们的信仰。有时候内容真假难分，防不胜防。 

 

教会呼吁信徒在这隔离期间，参与教会网上活动，小心浏览网上资讯。如有怀疑，应该

与牧者或资深信徒查问，彼此支持，明辨真道。 

 

 

 

从未遇见过的“奇特”事件—吉隆坡李弟兄 

 

抗疫中求平安 

目前马来西亚疫症仍在努力控制中，每天平均有几十位的新增病例，死亡个案也有所增

加。求主赐智慧给政府，可以全面掌握情况，并有效控制疫症。 

 

也为百姓祷告，目前我们在“行动限制令”下，全国人民都必须逗留家中，减少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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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守百姓同心配合，一起抗疫。 

 

疫症下，每天看着日益上升的病例，难免感到恐慌，而且害怕自己随时被感染，还要连

累家人。求主怜悯和安慰我们，叫我们定睛在基督里，以致我们有他的平安。 

 

网上牧养和崇拜 

大马教会已经暂停，大部分透过会议平台进行牧养和崇拜，但这不是大家熟悉的方式，

而且也从未这样有距离的相交。求主带领，使弟兄姊妹都谅解这暂时性的方式。虽然不

能面对面地聚集，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基督里彼此联结。 

 

愿主使我们每个信徒反而更自觉地亲近主，透过媒体平台彼此勉励，建立“超越四面墙”

的教会，那不再是受限于一座建筑物。 

 

 

不再计划时间表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疫症时期，学习随时调整和顺服……但真的不是容易的，因为你会

突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排，怎样生活，你也会担心着每天的疫症变化。 

 

由于这里一直封城，即将进入第四期了，每期封城为期两周。原本我们计划要出门回香

港，结果就一直被逼留在吉隆坡的家中。 

 

但是，还是感恩，神总有他的美意，尽管我们的时间表已经完全被打乱，也无从计划，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服侍的工场。我们是宣教士，这段时间就学习了放手和信靠，

不再计划，就顺服神给我们任何的安排。 

 

难得与亲友相处 

过去待在家的日子，我们一家四口仍健康和平安，并且也与家人，尤其与母亲相处。这

是难得的，因为过去那么多年，我们都在服侍的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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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段时间还能透过网络或会议平台，与工场的朋友保持沟通，也是一种新模式的

服侍。我们透过各种网上的平台，照样可以关心一直支持我们的家庭，还能开展社区的

项目。 

 

求主开新道路 

当然，我们还是期望归期。求主怜悯，在归期未定的这段时间里，继续赐我们平安和顺

服，去等候他接下来的任何安排。这是我们过去的宣教旅程中从未遇见过的“奇特”事

件，但我不认为这事件会带来破坏，反而，我们慢慢看到神给了我们的新道路。 

 

吉隆坡李弟兄代祷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为马来西亚新冠肺炎疫症祷告。 

 

求天父神制止疫症扩散，拯救那些已经感染的病患免于死亡，保护我们脱离疫病的侵袭

与感染。 

 

天父啊，全球有两百多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疫症，影响了人民健康，个人行

动的方便，也严重干扰了全球的经济。这么大范围的影响是历史中少见的，我们遇到这

次疫症，祷告主特别眷顾及保护我们。 

 

天父啊，你曾经告诉我们世界末日是有征兆的，路加福音 21：11 指出末日的征兆之一

就是瘟疫。所以我们也祈祷，求你在全球兴起各国人民重视研读圣经的热潮，以至于大

家生活有警醒的态度，按照你的教导生活。 

 

我们不单单求你保护帮助，我们也要积极寻求你的心意，遵行你的教导，更是不要浑浑

噩噩糊里糊涂醉生梦死。但愿经过这一次疫症，大家都会主动追求认识你这位创造万物

的主宰。 

 

如此祈祷是奉赖我们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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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灵风牧师代祷 

我们今天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迎候他的再来： 

 

亲爱的主耶稣，你曾应许我们说，你必要回来，在你回来以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

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路

21：10–11） 

 

主啊，你所预言的事正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真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求你预备我们

的生命，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渴慕你的心。时常儆醒祷告，时常研读你的话语，勇于

承担你的使命，时常多做主工，用口、更用生命见证永生的福音！主啊，帮助我们成为

聪明的童女，随时预备迎见你，我们必“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路

21：27） 

 

圣灵啊，求你时常提醒我们，责备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摆脱罪性的捆绑，远离世界

的引诱，谨慎魔鬼的试探。帮助我们活出悔改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越来

越有耶稣基督荣美的样式！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天地要废去，你的话却不能废去。”（路 21：33）我们虽行在疫

症患难中，但我们仍然相信你的话，盼望你的应许，因你应许我们说，“一有这些事，我

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路 21：28）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等候你的荣耀彰显在天上，也彰显在全地！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情系世界(上) 

158 

《愿你国度降临》 

我心旋律 

词︰代下 7：14；太 6：10  

曲︰叶邵家菁 

 

愿你荣耀充满这里 

愿你荣耀充满全地 

当你百姓自卑寻求你 

愿你侧耳而听 

 

愿你国度如今降临这里 

愿你旨意行在全地 

当你百姓恳切呼求 

愿你从天垂听 

 

主我们呼求你 呼求你 

全能真神 永远掌权 

主我们呼求你 呼求你 

愿你国度降临 

 

主我们渴慕你 渴慕你 

全能真神 永远掌权 

主我们渴慕你 渴慕你 

愿你国度降临 

 

主我们敬拜你 敬拜你 

全能真神 永远掌权 

主我们敬拜你 敬拜你 

愿你国度降临 

 

愿你旨意成全 

从今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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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 日 

20. 巴基斯坦：愿滞留者早日平安回家 

阮一心 

新冠肺炎持续在亚洲南部蔓延，截至 5 月 1 日，巴基斯坦新增 1,232 例确诊病例，累计

确诊 16,117 例，358 例死亡。印度情况更严重，累计确诊 35,043 例，1,147 例死亡。印

度和巴基斯坦在 3 月下旬起，禁止所有国际航班升降，令身处当地的香港人无法回港。

香港入境处成功联系上约 3,200 名及 2 千名分别滞留印度及巴基斯坦的香港居民，4 月

30 日首批 319 名滞留巴基斯坦的香港居民，乘搭专机从伊斯兰堡平安回港，进行 14 天

强制检疫。今天我们为仍在巴基斯坦滞留的中国公民代祷，愿他们早日平安回家，也关

心当地不同族群的需要。 

 

 

(图源：《香港 01》) 

 

直击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人口约 2 亿 1500 万人，是仅次印尼世界第二多人口的伊斯兰教国家，95％以

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少数信奉基督宗教、印度教和锡克教等。其中近一半人口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大部份人收入来自日常劳动岗位。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63%左右，女性

占总人口的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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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香港 01》) 

危机四伏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将全国多地实施的不同程度“封城”措施延期至 4

月 30 日。他碍于宗教压力，允许民众斋戒月期间在清真寺进行每日例行祈祷和晚间聚

众活动。卫生特别顾问恳请民众留在家中，表示“巴基斯坦目前处于关键期，如果不采

取预防措施，这种疾病将迅速扩散。” 

 

但是许多民众不愿意戴口罩和手套，首都的清真寺现场朝拜者人群较往年斋戒月首日要

少，其他地方的清真寺普遍忽视维持社交距离的原则，以及年长者不得进入清真寺的禁

令。民众往往多代同堂居住在狭小拥挤的空间，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巴基斯坦医疗系

统原本就很薄弱，如今压力大增，巴基斯坦正面临着疫症扩散的危机。 

 

中巴互助 

 

当武汉爆发疫症初期，巴基斯坦向中国提供 30 万个医用口罩、800 套防护衣和 6,800

副手套，并派出一支特遣队到中国支援。当 3 月中疫症在巴基斯坦蔓延时，中国官方

及企业迅速支援防疫物资重约 13 吨，包含 70 余万个医用口罩，数十台呼吸机、监护

仪，以及防护服和防护面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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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巴基斯坦持续加大新冠病毒检测力度，截至 4 月 23 日，已对约 11.8 万人进行了检

测。东部旁遮普省是疫症最严重的地区，中国派出 8 名医疗专家前往巴基斯坦，他们分

析了新冠病毒在旁遮普省的快速传播历程，以帮助省政府更好地有效应对疫症。 

 

 

少数族群的需要 

人口两千万的城市喀拉蚩（又译卡拉奇 Karachi），在疫症中出现粮食短缺、血库告急等

危机，有非政府组织在分配粮食给无家者及失业者时出现不公平的现象。有关组织只把

食物券派给伊斯兰教徒，并没有派给基督徒及印度教徒。这引起外界的关注，呼吁应该

一视同仁赈济灾民。据了解情况的援助人员透露，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有 100 多个相

信基督的家庭没有得到食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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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在贫民窟中祷告 

 

为回应少数族群的需要，有爱心群体向他们派发粮食及防疫物资，以供应他们家庭的饮

食，保护他们免受病毒的感染。 

 

滞留的中国公民 

除了已知道有 2 千名滞留巴基斯坦的香港居民，还有不知多少中国公民滞留，需要大使

馆的援助返回中国。上海梁先生（化名）向记者求助，表示目前与 4 名在当地认识的中

国人互相照应，但当地物资缺乏，买不到口罩等防疫物资。过去个多月，看到巴基斯坦

开放清真寺，容许人群聚集，加上当地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令感染人数不断增加。现



情系世界(上) 

163 

在是回教徒的斋戒月，户外有许多没有戴口罩的人聚集，为免感染，梁先生等人只好一

直留在公寓里，只会在食物差不多吃光时，才冒险外出补给。 

 

代祷需要  

1. 求神给政府聪明智慧，如何应对疫症做正确的决策，阻止疫症的扩散。 

 

2. 求主医治患病者，让医护人员有足够的防备物资，尽心竭力照顾病人。 

 

3. 为滞留的中国公民代祷，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让他们早日可以安全回到香港及不

同的城市。 

4. 为巴国信徒祷告，供应他们足够的粮食，面对不公平的对待，仍然坚定信靠主。教会

同工有资源牧养信徒和关心社区，愿主复兴当地的福音事工。 

 

5. 为救援事工祷告，粮食和医疗物资能顺利运到不同的地区，有关组织会公平分发给

有需要的人。 

 

沈灵风牧师代祷 

我们今天为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疫症祷告： 

 

“耶和华拯救我们的神啊，我们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们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

耳听我们的呼求。因为我们心里满了患难，我们的性命临近阴间！”（诗 88：1–3） 

  

求你怜悯这个世代，怜悯被疫症所苦的世人，怜悯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的各国；愿你早日

止息烈怒，施恩拯救！ 

 

主啊，这场疫症极大，连那些发达的国家都损失惨重，生灵涂炭，何况是那些第三世界

国家，那些经济、医学不发达的国家，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能力检测，没有能力隔离，没

有能力医治，没有能力供应足够的物资；在这些国家也许会有更多的人被感染，更多的

人遭遇饥荒，更多的人死亡！ 

 

慈悲的主啊，求你可怜他们，帮助他们，因为“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

吹灭！”（赛 42:3） 

 

求你的保护临到他们，你的医治临到他们，你的供应临到他们；求你存留这许多百姓的

性命，使他们将来有机会听闻福音，有机会认识耶稣，有机会悔改归主，有机会得享永

生，他们的国也有机会成为以耶和华为神的国！ 

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你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

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你的人和仰望你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诗 33:12、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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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和华神已掌权》 

词曲：李育群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  

我的心要倚靠你  

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  

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  

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你统管万有 

你治理列邦 

万国万民都敬拜你  

你是那独行奇事的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  

耶和华神已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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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5 日 

21. 意大利：求主安慰丧亲者 

阮一心 

新冠肺炎重创欧洲，意大利的死亡病例最多，截至 5 月 4 日，意大利累计确诊 210,717

例，28,884 例死亡，死亡率高达 13.7%。意大利作为欧洲第一个封城的国家，本周起已

开始逐步解封。早前意大利一直禁止举行丧礼，只能举行“没有亲人的丧礼”，今天我

们特别关心丧亲者。明天我们为意大利的教会代祷，分享他们在疫症中关心社区的行动。 

 

 

 

直击意大利 

 

意大利总人口 6,036 万，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2014 年，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的 21.7%，14 岁以下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至 13.8%。人均寿命较长，男性平

均 80.2 岁，女性平均 84.9 岁。  

 

罗马天主教为意大利第一大宗教， 87.8%的意大利人信仰天主教，当中有 36.8%是虔诚

教徒。2006 年，新教徒占意大利的人口 2.1%，东正教教徒则占 1.2%。 

 

首个封城的欧洲国家 

意大利从 1 月 31 日开始实施为期 6 个月的紧急状态，3 月 10 日成为第一个实施限制规

范的欧洲国家。从 3 月 12 日起关闭全国除食品店和药店以外的所有商铺，从 3 月 21 日

起关闭所有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意大利已两次延长封城措施，措施在 5 月 4 日起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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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封。 

 

 

逐步解封 

5 月 4 日起，民众可以到公园散步运动和探望亲友。从 5 月 4–8 日出门要填自我证明表

格，不能离开自己所在的大区。 

 

2019–2020 的学年已经结束了，9 月学校才复课。目前网课的进度很好，中考和高中考

试将通过视频会议进行。 

 

手术口罩的价格为每个 0.5 欧元，口罩的价格将是固定和可控制的。在未来的一项法令

中，希望能消除价格为 0.5 欧元的增值税。 

 

对于已经获得 600 欧元援助的用户，希望在下一个法令中将为公司提供更多的援助，目

标不是获得更多的补贴，而是更多地雇用工人。 

 

复工计划 

4 月 27 日：农林工业机械 

5 月 4 日：纺织部门、建筑工地、制造和外卖餐饮 

5 月 18 日：零售业（服装店、百货店等）、博物馆、展览馆、体验团体训练 

6 月 1 日：酒吧、餐厅、理发店 

 

意大利总理（Giuseppe Conte）表示，如果在第二阶段病情重新严重发作，将会决定二

次封国状态。他说：“如果你爱意大利，请保持距离，安全距离必须至少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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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亲人的丧礼 

在疫症严重爆发的时候，每天几千宗死亡，意大利禁止举行丧礼，这对家人来说是非常

难过的。5 月 4 日起，才准许参加葬礼，葬礼最多 15 人，需要带面具和保持距离。 

 

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家人不能见死者的最后一面，也不能放任何东西在棺材内陪葬。入

殓师甚至不能帮死者换衣服，梳理头发，也不能帮他们化妆。他们只能把家人送来的衣

物放在尸体上，就好像它们是穿着衣服一样。曼卡斯特罗帕（Massimo Mancastroppa）

在意大利北部克雷莫纳市（Cremona）担任殡葬业已经 30 年，他表示：“最困难的事情

是无法减轻家属的哀伤。”[1] 

 

意大利北部的医院太平间已满座了，许多棺材堆积在克雷莫纳医院的教堂中。 

 

 

贝加莫市（Bergamo）的病逝人数是意大利最多，军队用卡车载着 70 多具棺材运往其他

城市的墓地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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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神父每天都主持简单的葬礼，有些没有亲人来告别死者，因为每个人都在隔离区

中。 

 

 

葬礼和告别仪式在哀伤辅导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让丧亲者可以公开表达对亲人的哀悼

和怀念。突发性的病逝，加上没有参加亲人的葬礼，让丧亲者更难接受家人离世的事实，

无法见家人最后一面可能使丧亲者感到内咎和遗憾。求主使用当地的教会，为丧亲者希

来盼望和活下去的勇气。 

 

童真牧师代祷 

慈悲、怜悯、公义、仁爱的父神： 

 

今日的意大利面临冠状病毒的肆虐，很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主啊，

求你安慰离世者的家人，医治确诊的病人。 

 

求主赐智慧给在上掌权的团队，给他们有谦卑的心去处理这疫症带来的混乱。求主赐智

慧、能力给医护团队，让专家们能尽早找到疫苗，使病毒早日得以控制。 

 

求主赐平安给所有意大利人，使他们懂得依靠你，求主的宝血遮盖他们，并饶恕他们一

切的罪孽， 怜悯他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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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需要  

求神给政府聪明智慧，如何应对疫症做正确的决策，渐渐复工后不会有另一轮的疫症爆

发。 

1. 求主医治患病者，让医护人员有足够的防备物资，避免受感染。截至 4 月 9 日，已

有 8 千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106 位医生牺牲，护士 28 位。 

2. 为意大利的经济复苏代祷，封城付上很大的经济代价，很多工人面对失业的危机，

各行各业都需要复苏。 

3. 求主安慰所有丧亲者，赐智慧和爱心给意大利的神父、牧者去安慰、辅导，帮助丧

亲者有勇气面对新的生活。 

4. 求主记念殡葬业的工作者，保护他们免受感染，他们的服务能使丧亲者得安慰。 

 

 

沈灵风牧师代祷 

让我们在哀悼与悲痛中仰望天上的主： 

 

耶和华慈悲的主啊，求你怜恤这个世代，怜恤我们这如尘土一般的人；在泛滥的疫症中，

许多人罹难，他们当中有被感染的病人，有抢救病人的医护，有抗疫的工作人员……无

论他们是否认识你，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因为是按着你的形象所造的，也是蒙你所

爱的，因为“神爱世人……”（约 3：16）他们在灾难中也表现出许多的美善—勇敢、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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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公义、博爱、责任、担当……这正是你的形象，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求你记念！ 

 

主啊，安慰他们的家人亲友，对他们的心说恩言，赐下平安的意念！更求主你使活着的

人看到生命无常，便转而举首望天，寻求永生！ 

 

掌管生命的主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

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

畏晓得你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

90：10–12） 

 

至高者啊，“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们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

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诗 51：16–17）在这患难中，我

们来到你面前自卑，我们撕裂衣服，更撕裂心肠，我们认罪悔改，切切求你的恩。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你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

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哀 3：22–23） 

 

爱我们的神啊，“我们要歌颂你，称赞你可记念的圣名。因为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 30 ：4–5） 

 

愿“你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好叫我们的灵歌

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诗 30：11–12）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稣给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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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韵合唱团 

作曲：徐世贤  

作词：叶薇心  

 

这世界虽有苦难  

主耶稣是避风港湾  

他要给你 他要给你平安  

源源涌流不断  

 

耶稣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 源源涌流不断  

哦 耶稣给你平安  

 

注释 

[1] 〈肺炎疫情：没有亲人的意大利逝者葬礼，入殓师能做和不能做的〉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015674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01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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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7 日 

22. 意大利：华人信徒活出爱 

阮一心 

意大利受新冠肺炎严重打击，接近 3 万人死亡。截至 5 月 6 日，累计确诊 213,013 例，

29,315 例死亡。当国家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危机时，华人信徒联合起来，一

起以行动对意大利人说：“Gesù ti ama ”（耶稣爱你）。今天和明天我们为意大利的教会

代祷，分享他们怎样在疫症中关心社区，传扬耶稣的爱。 

 

 

直击意大利 

 

从 3 月底开始，已有华人信徒在意大利街头免费赠送口罩，向途人打气说：“加油中国，

加油意大利”、“耶稣爱你”（Gesù ti ama），每一个袋子里 5 个口罩，里面用中文和意大

利文写着经文：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 11：28）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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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也帮忙发口罩       把口罩放在蓝子上吊上楼  

 

意大利华人教会得到中国教会信徒的大力支持，在疫症爆发初期，最缺乏口罩的时候，

中国信徒从各省寄出防护物资给远方的亲人，使华人教会有足够的物资在社区开展爱心

行动。 

 

教会同心、彼此服侍—四川高弟兄 

首先感谢所有参与爱心行动事工的主内家人们，这次行动让我更深体会到教会同心合一

的重要。同时也看到主在中国教会及海外华人教会所作其妙的工作，就是让中国教会联

系所有华人教会一起同工，彼此服侍，用主的爱去爱那些疫症严重地区的人，并传福音

给他们听，让他们因信耶稣而有盼望，不再惧怕。 

 

我们四川尼西社区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弟兄姊妹看到疫症在欧美国家地区蔓延，除了代

祷，我们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途径，联系疫症严重地区的教会，并购买各类防疫物资，

捐给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英国等教会。 

 

 

我们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教会或弟兄姊妹，呼吁他们一起以奉献来参于支持这

项事工。目前我们团队共向海外捐增各类防疫物品 3 万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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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购买物资到国际物流，都是耍耗费很多的时间，并且要学习了解各类防疫物品的性能、

标准、质量等相关知识。如果对这些物资不了解，很容易买到假货，甚至会被骗。 

 

请家人们为我们代祷：求主给我们供应足够的经费和资源，让我们有行善的力量，能帮

助更多人。也让我们作主中心的管家，存圣洁敬虔的心作工，特别呼吁家人们为疫症严

重的意大利祷告，求主医治那里的感染人群。 

 

华人教会的爱心行动 

普拉托（Prato）华人教会  

 
 

普拉托华人教会，与意大利 80 多间教会一起合作，在不同的地区派发口罩和福音

单张。 

 

弟兄姐妹很积极参与，普拉托华人教会建立了好邻舍事工群，有计划地一步步拓展

事工范围。从邻舍的关怀开始，每人领取自己小区所需的口罩，在各自的区域内挨

家挨户进行分发，再到所有大小型的超市，到市政府的各个公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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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遍跑了普拉托所有大大小小的机构，包括警察局、民防局、运输公司和晚

期病患的颐养院等，争分夺秒的派发口罩，只为在这个黑暗的时刻里将福音传递出

去。他们甚至有机会在监狱门口和狱长们分享福音。电视台采访了教会捐赠口罩给

医院，让更多市民了解教会的爱心行动。“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

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箴 3：27）  

 

 

庞贝华人教会 

 

 

3 月 16 日，意大利庞贝华人教会和旅意华人将１万只口罩赠送给了镇政府（7,500 个）、

警察局（500 个）及当地华人（2,0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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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症中庞贝华人教会仍然传播爱，见证爱，来荣耀神。弟兄女儿亲手包装爱心口

罩，不怕危险出来分发口罩。意大利的基督教牧师和信徒也纷纷志愿加入他们的队

伍中，领取福音单张和爱心口罩，在第一时间将这些爱心物资分送到身边每一位邻

里的信箱。 

 

 

代祷需要  

1. 为意大利 80 个华人教会献上感恩，为教会发放口罩的事工代祷，需要物资和人手

长期进行。  

2. 为意大利的各民族基督教会感恩，求主使用不同民族的教会传扬福音。 

3. 为网络聚会的牧养和危机祷告，目前教会全部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会众之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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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接联系，牧养面对挑战。异端、邪教东方闪电等在网络很活跃，求主保护弟兄姊

妹不受迷惑。 

4. 为留学生事工祷告，求主的救恩临到年轻人。 

 

卉语代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着现在意大利的疫症在你面前切切祈求。 

 

主啊，你是那位经历过死荫幽谷却胜过死亡权势的复活之主，你是救拔你百姓脱离黑暗

死亡权势的大能君王。我们求你在疫症中亲自来抢救生命，医治病患，扩张他们的肺部

功能，吹进你生命的气息。  

 

求你保守意大利的医疗系统能够承载救治的强度，医疗物资得到及时供给，求你给那些

竭尽全力在前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加添体力与心力。他们许多人身体疲惫不堪，精神也处

在耗尽的边缘。主啊，求你兴起你的子民来切切为他们祷告，用祷告托起这些医护人员，

让他们健康安全、不至感染病毒，在苦难中靠主得力。  

 

 

我们也特别为意大利的老年人群来祷告，求主特别保守看顾这些老人家，远离病毒的侵

袭，安慰他们的心，赐给他们平安与喜乐，挪走他们心头的惊慌无助。  

 

主啊，感谢你为我们受难并从死里复活，我们祝福意大利的决策者拥有来自天上的眼光、

智慧与策略，祝福意大利的民众愿意积极有序地配合抗击疫症。祝福那地要成为蒙神重

建秩序之地，一切的惶恐混乱要止息，神的次序和稳妥在那地掌权。虽走过死荫幽谷，

但你与那地的百姓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成为他们的倚靠与安慰。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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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爱》 

曲词：盛晓玫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的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 

心中熊熊爱火 

我们一起向世界 活出爱 

 

耶稣的爱激励意大利华人信徒，以行动去活出爱，向意大利人表明“耶稣爱你”（Gesù ti 

ama）。明天我们会继续分享意大利华人教会的爱心行动，为他们加油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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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8 日 

23. 意大利：复工第一天排队去教会？ 

阮一心 

5 月 4 日是意大利复工的第一天，当天教会门外有长达几公里的人龙，他们在等候什么

呢？让我们为逐步复工的意大利代祷，继续分享意大利华人教会在疫症中的爱心行动。 

 

 

直击意大利 

 

里雅斯特胡传道 

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一个靠近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城市，共有 20 万人，确

诊人数有 7 百多人，情况令人担忧。 

 

来自浙江的胡传道从 2 月初中国疫症发生后不久，每天晚上在网络上带领 20 来位弟兄

姐妹一起学习灵修和查经，大家分享与回应，目前还在每天带领 40 多人。 

 

他所属的“基督教意大利华人教会联合总会”在全意大利有 50 多间教会，分北部、中

部与南部 3 个牧区。从意大利疫症爆发至今，中国教会一直不断地有运口罩和一些防护

服过来，特别在罗马和其他一些城市，将口罩送到意大利的社区内，甚至意大利电台也

有正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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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的喜与忧 

书店、文具店和童装店等小型商铺早在 4 月中已优先启业，为恢复经济铺路。但是，部

份店主和员工认为局部解封的做法操之过急，防疫之路恐怕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重启商业活动的代价可能高于收益。 

 

在重新营业期间，商铺要遵从严格指引，如每日定期清洁两次，市民购物时亦须穿戴口

罩和手套，并保持安全距离。 

 

罗马西区华人教会的爱心行动 

5 月 4 日意大利复工的第一天，罗马西区华人教会在教会分发口罩，现场有几公里的人

龙排队领取口罩。愿神使用福音单张和口罩，让神的名得着荣耀！ 

 

在逆境中显出基督的爱—罗马西区华人教会柯执事 

自从疫症开始以来，意大利及欧洲的灾情有目共睹。意大利的华人教会基于神的慈爱与

基督的教导为出发点，基督教意大利宣教中心在国内疫症严重阶段已捐献许多救灾物资，

并且在意大利目前环境艰难时期，基督教罗马西区华人教会在近月福音事工里，已经向

罗马市政府机关部门、市警察局及宪兵总部，与罗马市民共发放了超过 20 万个口罩，

4 千多件防护服，以及相关救灾物资。 

 

此举引起社会极大反响，意大利国家安莎社以及众多的媒体相继报导，在意华人教会的

爱心及人道主义精神给社会带来帮助。这一切都是神特别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特

别的环境里面显出基督的爱，来传递福音的本意。相信神也是藉着我们这些神手中的器

皿，来成就他的拯救计划，让更多的人藉此得到神的祝福！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三一真

神！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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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需要  

1. 为复工的企业做好预备工作，能买到所需物资，把感染风险减到最低。 

2. 为意大利教牧领袖代祷，在疫症中能在教牧策略方面作出及时合宜的应对。 

3. 为意大利华人教会能够在意大利和欧洲开展宣教训练和神学教育代祷。  

4. 为意大利众教会能够因着疫症而深入悔改、合一联结、经历复兴祷告。 

 
意大利语 Andra tutto bene（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安徽苏牧师代祷 

满有荣耀与能力的主啊，属你子民的呼求，是你恩典的应许，眷顾的慈心彰显。今

日为意大利献上在疫症中的陈明，意大利的疫症情况相当严重，患者感染而逝。因

避免疫症的蔓延，意大利是欧洲最早采取封城策略的地方，目前虽然疫症有所缓和。

但仍担心后续会有疫症感染再次爆发，故此，恳求主赐政府英明决策部署，防疫物

资储备充足，民众能够理解与配合政府措施法令。使疫症早日摆脱，经济逐渐恢复

动力，人们生活趋于稳定和安康幸福。也感动意大利这个天主教比例很大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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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在神的面前，重新归正信仰，在疫症的需要时刻展现有信仰的价值。求主安慰

逝者亲人，化悲痛为坚强。如此祈祷，奉主名求，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我们今天为着传道人祷告： 

 

恩主啊，我们为着你的仆人、使女们守望，因为疫症给传道人的事奉带来了很多的改变、

很大的挑战，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自己在主面前有美好的领受，从主的话语中得力量，在祷告中遇见你，得以听

见你的声音，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自己先站立得稳，更有亮光传讲你的话语，有能力

牧养你的群羊，在这场疫症中为你打美好的仗！ 

 

 

帮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善用网络、媒体、社交软件来带领聚会，传讲信息，坚固肢

体，更藉着最新的技术，可以把福音传得更广、更远，让更多人得听神的话语，心灵得

安慰，生命得拯救！ 

 

帮助我们有怜悯的心，在艰难的时期能够体恤人的软弱，靠着主的恩典供应弟兄姊妹身

心灵的需要。也带领弟兄姊妹用爱心服事邻舍，服侍社区，服侍我们所处的城市与国家，

在黑暗中为主发光，作主美好的见证人！ 

 

主啊，“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路 17：10）我们恭敬将自己

的生命全然奉献给你，摆放在你的手中；我们所能向你献上的甚少，如同五饼二鱼，但

求你使用，求你擘开，藉着我们祝福更多的人，改变更多的生命，在这末后的世代中完

成你所托付的使命！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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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yer》（祷告） 

今天再次分享意大利歌曲《The Prayer》（祷告），是由席琳迪翁（Celine Dion）和意大利

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ocelli）合唱，现场云上版加入了 John Legend、钢琴家

郎朗和 Lady Gaga。意大利华人教会在疫症中已有美好的见证，他们的爱心行动表明，

他们与受苦的人一起，努力关心社区，向邻舍传扬和平的福音。 

 

 

 

《The Prayer》（祷告） 

曲词：Carole Bayer Sager and David Foster 

意大利文歌词：Aberto Testa and Tony Renis 

中文歌词：基甸 

  

愿你作我双眼 

看顾我们去向 

赐给我们智慧 

当我困惑迷茫 

 

这是我的祷告 

当我徘徊彷徨 

引导我们去向 

恩典赐我身旁 

 

去到安全之地 

赐给我们亮光 

我愿能见真光 

应许记我心上 

 

持守心中不放 

愿我永记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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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星光隐藏 

我仍祈祷盼望 

 

你是明亮之星 

如此我祷我想 

阴云密布之时 

多少信靠仰望 

 

引导我们去向 

恩典赐我身旁 

去到安全之地 

赐给我们亮光 

 

世上再无强暴 

满有公义盼望 

握住邻舍之手 

和平友爱传扬 

 

赐给我们力量 

生命充满善良 

天上看顾我们 

这是我的愿望 

 

众人寻见真爱 

无一灵魂失丧 

关怀周遭世人 

让爱注入心房 

 

这是我的祷告 

这是我的盼望 

好像幼小孩童 

需要找个地方 

 

恩典赐我身旁 

赐下平安信仰 

信心照亮我心 

得救属天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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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9 日 

24. 意大利：父母的祷告、游子学信靠 

阮一心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有一句顺口溜说：“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留学生打全场。” 

目前 160 万中国留学生中，大约有 140 万还在国外。对父母来说，孩子一个人在海外面

对不断蔓延的疫症，心里一定是忐忑不安，牵肠挂肚。留学生路加弟兄从意大利回了中

国过春节，之后回到意大利面对更严重的世纪疫症，作为基督徒父母，有什么不一样的

回应呢？路加又如何面对每天的生活呢？今天我们为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在中国的学生

代祷，他们都是父母的心肝、国家的未来，求主施恩保护他们。 

 

 

直击意大利 

 

母亲的心愿—海伦姊妹 

感谢神！我现在说的“平安”，是心里真有平安！ 

 

2 月 20 日，意大利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大区确诊了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在后来两周多

的时间里，确诊人数竟然达到 2,500 多人，但崇尚自由的意大利人依然不采取任何疫症

防控措施，自己上街不戴口罩，把戴口罩的人还视为异类分子，辱骂甚至殴打。我家儿

子路加也只能不带口罩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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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看着意大利每天飙升的确诊人数，都不能入睡。感谢主刚好我们教会的 40 天

同心祷告开始了，每天操练祷告中与主亲近，心里就越来越有平安。 

 

 

 

我所倚靠的神让我经历了他垂听祷告的凭据：3 月 5 日意大利终于有了举措，所有学校

停课，路加可以在家上网课了，出门戴口罩也合理合法了。在路加停课的第 2 天，他们

学校兽医学科的一位教授被确诊，第 3 天这学科的另一位教授又被确诊。 

 

这么近的距离，当时让我们对路加很担心，生怕间接接触到过病毒。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真的是什么都帮不了路加，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 

 

原本网课到 3 月 19 日结束，后来延长到 4 月 3 日。路加告诉我说 4 月复活节有假日，

大概在 4 月 20 日前都能宅在家。现在我求告神使学校停课的时间能再次延长，最好到

疫症结束。 

 

当然这一切在神的手中，我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位非常顺服的儿子，求神藉着这样的机会让路加更深经历神的同在，

能凡事求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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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感恩—马可弟兄 

儿子路加是过了春节，年初六回去意大利。自从 2 月意大利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我

就一直关注着那儿的情况，从开始几个人发展到现在将近 4 万人，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发展的速度惊人，总之意大利太不安全了。 

 

我曾经考虑要不要让儿子回国，能回到中国我们就放心了。但想到这一路上坐飞机、坐

火车，在拥挤的人群里等待登机、过海关等等，势必存在感染病毒的风险，我们心就纠

结了，唯有向神祷告：神啊！我相信凡事出于你的允许。 

 

一祷告就看到很多恩典：正当国内疫症严重的春节期间，路加是坐上了最后一班飞往意

大利的飞机去的，当时还为了路加平安到达意大利，我们都非常感恩。 

 

现在，他既然能每天待在家上网课，我们也就应该感恩；我们让儿子采购储备一个月的

食物，叫他管理好自己，既不要耽搁学习，又要避免外出。儿子非常顺服，对我们的话，

一一照做，这让我们更是感恩。 

 

这期间，对儿子的牵挂一定是有的，但我们心里平静安稳。每天的视频通话，我们鼓励

儿子多读圣经和祷告，学习凡事交在神的手中，并且一起为他的处境感恩祷告。我们相

信神能让路加顺利到达意大利，他也肯定会负责到底，哈利路亚！ 

 

 

儿子的心声—路加弟兄 

我是路加，现在正在疫症蔓延迅速的意大利攻读医药学。由于时差的关系，请原谅我不

能和大家进行连线实时交流。真的很感恩神能给我这样好的爸爸妈妈，他们教会我为自

己的平安祷告，要我直面疫症，而不是慌张地催我想方设法赶快逃回国。 

 

我在这里都好，每天按时上网课，食物储备足够，生活规律，有保障。房间不大，十几

平米，是我唯一的活动空间。但是，一张书桌，几本教科书，每日与家人通一下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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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疫症祷告，我就能很快的度过这段足不出户的时光。我不会觉得乏味，是因为之前在

这里的 3 年，我也通常是宅在家里翻译并研读、记诵教科书度过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区

别。 

 

感谢主能赐给我一颗自律的心，也感谢主为我预备这样一个这么安静的城市，让我能够

静心的读书，在我学习的路程中陪伴着我的，还有父母敬虔的祷告。我真真切切的希望

镜头前的爸爸妈妈们不要那么焦虑，咱们藉着祷告的力量，与孩子们一起面对疫症，希

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迎接复工以后的新生活。 

 

 

 

大使馆全力支援留学生 

中国非常关注留学人员的身心健康和安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表示，留学生现在基本上

非常安全，也配合执行当地政府发出的要求，大部份待在家里。 

 

使馆已经把 2 万个口罩和 4,500 盒莲花清瘟胶囊，打成爱心包，寄给全意大利 40 多个

学联会，请学联会向有需要的同学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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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会确保在意大利留学生的身心健康，制定了一些预案，包括： 

1. 设立了工作专班。一旦有确诊病例，力争让确诊的学生得到最好的治疗。 

2. 明确流程程序。第一时间了解到确诊学生的信息、收治医院，还有他们在中国家属

或者朋友的联系方式。 

3. 加大与意大利各部门和高校的联系，帮助中国留学生解决面临困难。 

4. 使馆会和确诊留学生保持一对一沟通，定期了解治疗进展、身体状况等，提供有针

对性帮助。 

5. 所有学生最好的防护就是居家不外出，减少恐慌、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代祷需要  

1. 为已回国的留学生代祷，跟得上网课的进度，不影响学习。 

2. 为留在当地的留学生代祷，在疫症中有平安，有足够的食物、防疫物资，安心在家

学习。 

3. 为家长代祷，求主让他们学习倚靠主，把儿女交托给主，相信主会照顾远方的儿女。  

4. 为意大利教会的留学生事工祷告，教会能关心和为留学生提供适当的援助。 

5. 为中国的学生复课祷告，各省市的大学、中学、小学学生陆续复课，学生做好防疫，

有健康的身体。 

 

陕西贾姊妹代祷 

主啊，华人基督徒在意大利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祈愿主不弃不离的继续恩佑他们，并

坚固他们手所做的工！为他们在疫症之中传福音的事工多多扩展疆界，将你在创造世界

以前就命定救赎的人，天天加添给意大利 80 间华人教会！ 

 

祈愿主在这段利用网络聚会的特殊时段里，为意大利的教会把门、把关，不允许异端邪

教趁虚而入，搅扰、破坏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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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意大利华人教会有更稳固的牧养体制和专心牧养的神的仆人使女献上祈祷，愿他们能

够按真理牧养，用基督的爱来关顾，用充满基督馨香之气的生命，来吸引失丧的灵魂归

回到神的国度里，并影响、喂养新生命步入丰盛更丰盛之地！  

 

亲爱的主啊，在那里还有各国的留学生，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在这疫症中，他们的生

活和安全就倍加令人担心。祈求主眷顾各地各处的留学生，愿他们享受到神的大爱与人

的帮扶，让他们没有恐惧，因为有神的看护！让他们不要忧虑，因为还有神的儿女随时

随地都能够帮助到他们！也因为有这样的帮扶和爱，让他们的家人大可放心的把孩子交

托给神和神的儿女！  

 

感谢赞美守约施慈爱的阿爸天父！愿你的荣光遍满全世界！愿你的恩典传遍全人类！愿

人人都来颂扬神的大爱和大能的恩典！哈利路亚！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耶和华我们

的神！  

 

如此祷告都是奉主名求告的！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最近中国的学校逐步复课，我们为着孩子们来守望： 

 

恩主啊，我们继续为着中国祷告。感谢你恩待中国，使疫症渐渐得到控制，各地的学校

也逐步复课；我们把孩子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施恩，保守他们，眷顾他们！ 

 

主啊，保护他们不被病毒感染，赐给他们有健康和平安；求你安慰他们的心灵，除去里

面的焦虑恐惧，赐下喜乐的心。我们更求你使孩子们能够有机会听闻福音，藉着这场灾

难反思生命的意义，寻求那创造生命也掌管生命的主！ 

 

恩主啊，我们为着基督徒的父母祷告，求你藉着他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传承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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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们带到主面前蒙恩。 

 

我们为着基督徒的老师祷告，求你藉着他们活出的美好见证，在学生们心中播撒福音的

种子，有机会引领学生归主。 

 

求你大大复兴、使用教会，使用有负担的同工，为孩子们祷告，教导孩子们真理，陪伴

孩子们成长，建造、祝福孩子们的生命。 

 

主啊，良友电台也制作了许多儿童、亲子类的节目，我们全然交托在你手中，如同五饼

二鱼，但是求你擘开，喂养更多灵魂，改变更多生命！ 

 

万军之主啊，孩子是中国的未来，求你得着他们，祝福他们，藉着他们祝福中国。耶和

华啊，求你兴起，为我们争战，赐下奇妙的救恩，将你的作为彰显在中国！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意大利的重生 

意大利经过新冠病毒一疫，伤亡惨重，超过 21 万人确诊，近 3 万人死亡。他们经过死

荫的幽谷后，盼望经历重生，再次有新的生命。请大家继续为受重创的意大利祷告，让

更多人转向呼求赐生命的主，悔改相信耶稣为主，经历神所赐的重生，有胜过死亡、永

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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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ascerò, Rinascerai》 

（我将重生、你将重生） 

曲、唱：Roby Facchinetti 

词：Stefano D’Orazio  

 

我将重生 

你将重生 

当这一切都 

结束 

我们将再次见到那 

星辰 

我将重生 

你将重生 

这席卷我们的风暴 

使我们弯下了腰，但是不会将我们打倒 

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命运而战 

而且每一次我们都将会胜利 

这段日子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但是这次我们将学到更多 

我将重生 

你将重生 

我将重生 

你将重生 

拥抱这浩瀚的天空 

我们将再次拥有对神的信念 

在寂静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但是我的城市使我感到恐惧 

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命运而战 

而且每一次我们都将会胜利 

我将重生 

你将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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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2 日 

25. 非洲：面对生存威胁的非洲 

阮一心 

非洲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警告，新冠肺炎将对非洲造成“生存威胁”，截至 5 月

11 日，整个非洲已经有 64,890 人确诊，2,291 人死亡。在撒哈拉以南城市，疫症

将对约 5,300 万名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们造成严峻挑战。今天我们为整个非洲代

祷，求主供应粮食及医疗设备，施恩保护非洲人民，周四我们会分享教会对非洲进行的

爱心行动，援助他们的粮食危机。 

 

 
 

直击非洲 

非洲总人口 13 亿，自 2 月 15 日埃及出现首例病例以来，非洲疫症正在加速发展，大爆

发的风险性非常高。非洲确诊感染个案最多的国家分别为南非（10,015）、埃及（9,400）、

摩洛哥（6,063）、阿尔及利亚（5,723）等；中西部的岛国如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亦首次出

现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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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丁香医生”APP） 

 

非洲有机会成为疫症的“震中”，主要有 3 大原因： 

 

1. 作为全球最贫困的地区，各国贫民窟遍布，人口居住密集，缺乏隔离条件，普遍缺乏

口罩等必要防护物资，一旦出现疫症，感染的机会很高。 

2. 医疗条件全球最差，目前非洲百万人只有 346 人可以做病毒检测，大量人群根本没

有机会得到检测，即使确诊也没有条件治疗和隔离。据英国帝国理工大学估计，非洲

未来感染人数可能将达到 1.22 亿，甚至达到 12 亿，世界卫生组织对非洲疫症也表

现极大的担忧。 

 

 

 

 

 

 

 

 

3. 非洲急需医疗设备支援。470 多万人口的赖比瑞亚（Liberia）没有呼吸器；500 万人

口的中非共和国（CAR）只有 3 部呼吸器；4 千多万人口的苏丹（Sudan）只有不到

80 部呼吸器；奈及利亚人口多达 2 亿，据报导呼吸器不足 500 部。有的国家全国只

有 20 几个 ICU 病房，4 台呼吸机，毫无办法应对可能爆发的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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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的问题 

新冠病毒将暴露非洲都市化管理不善和长年的疏失。在过去的 11 年中，非洲已大规模

都市化，依附于都市的贫民窟也以惊人速度增长。非洲现在有 13 亿人口，到 2050 年将

增加一倍，其中 80％的人口增长将出现在城市中，尤其是贫民窟。 

 

贫民窟的贫困、拥挤、公卫规划不善等问题，加剧民众患病风险。房屋用废建材堆迭而

成，几乎没有水电，也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或卫生设施。在大流行爆发之前，部分贫民窟

居民的健康早已被生活环境给拖垮，有爱滋病、疟疾、霍乱、肺结核等病状。 

 

当一个容纳 2 万人的贫民窟只有 380 个厕所时，要求民众多洗手、规定患者自我隔离几

乎是不可能的；家里没有冰箱可储存食物，禁足令等于是要他们饿死。 

 

 

疫症迅速增长 

非洲已开始爆发疫症，于 3 月底至 4 月初，非洲两周内确诊数字增加了 5 倍至约万宗。

到了 5 月 11 日，整个非洲已经有 64,890 人确诊，感染的快速增长令人担心。非洲的穷

人根本无能力接受检测，加上医疗设备参差，实质确诊的数字可能远超想像。 

 

穷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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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医疗设备普遍较落后，若连西方的医疗系统也负荷不了，疫症一旦在这些国家爆发，

可想而知死亡比例必然很高。此外，要求贫民地区的人彼此隔离是没可能，而且贫民“手

停口停”，若国家经济受损，最无力自保的穷人必然成为牺牲品。 

 

疫症期间，抢购物资的情况十分普遍，非洲物资短缺，问题将更加严重。而且被停工的

贫民根本无力去“购”，为了生计，可能会去“抢”。 

 

为未得之民代祷 

全球两个最大的未得之民群体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他们大都在第三世界地区。当地物

资短缺、质素参差，即使有口罩，也别期望有发达地区的质素。 

 

把物资寄到在较偏远地区服侍的同工，随时需要一、两个月，现在更没有探访队可以把

物资带到当地。一些同工以中医或其他医疗专业服侍当地人，在欠缺口罩、未有足够防

疫措施的情况，不少服务被逼暂停；教育中心亦随政府政策，暂停教学。 

 

以往中国人在穆斯林国家，颇受欢迎和尊重，但今天有些当地人见到中国人时会退避三

舍，等车被拒载，探访被拒绝。一些已回本国的宣教同工，一直未能返回工场。有些就

因为签证问题不能入境，有些村落已被封锁。部份华裔宣教同工被歧视，姊妹同工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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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局势比较危险。 

 

代祷需要  

1. 为非洲各国的抗疫代祷，各国同心抗疫，制定有效的措施阻止疫症扩散。 

 

2. 为医疗人员、设备代祷，海外的医疗队、设备、防疫物资能顺利到达，医治拯救病患

者。 

 

3. 为穷人代祷，求主供应他们足够的食物，海外的援助可以及时送到各个地区。  

 

4. 为教会祷告，教会能关心社区，提供适当的援助，把握机会传福音。 

 

5. 为宣教同工祷告，保护他们的安全，被当地人接纳，可以开展社区发展和福音工作。 

 

 

天津林姊妹代祷 

慈爱的耶和华神： 

 

每逢我们来到你面前祈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你的名配受万物的

感恩和万有的赞美。因为是你创造了天地万物，是你差遣爱子耶稣完成了救赎之工，也

是你差遣圣灵成为我们明白真理的保惠师。 

 

此时此刻，我们这些蒙你拣选和救赎的儿女们，要同心合意竖立在你面前，继续为中国

以及世界的“新冠肺炎”疫症祈祷。求你垂听和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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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啊！求你用你爱子的宝血和真道洁净这片土地，洁净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习俗、

制度，尤其是人的灵魂，让我们的心灵、家庭、社会都能回归你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耶和华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怜悯和眷顾，看顾正蔓延在世界各地的肺炎疫症，使疫症早

日得到防范和遏制。 

 

耶和华神啊！求你救治所有在疫症中受到感染的个人或人群，解救他们脱离疾病的挣扎

和困境。 

 

耶和华神啊！求你保守所有加入此次疫症防控、救治的医务人员和后勤人员，保守他们

的身心健康。 

 

耶和华神啊！求你引导所有基督徒群体，能带着爱和怜悯为整个疫症的进展代祷，使我

们真正成为时代有使命感的守望者，做出好见证，能以真诚藉基督的爱使人心灵得温暖。 

 

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殷言老师代祷 

神啊！想起诗人在急难中是这样求告你：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

害过去……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因为你的慈爱，高及

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诗 57：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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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今日我们就在急难之中，让我们仍然以坚定的心来到神面前，不但为我们自己求，

更为众多的异教徒来求告你，求你在患难中用你的脸光照耀他们；以你的慈绳爱索环绕

他们，让他们得见你的荣光，使他们在你的慈爱当中得到怜恤！ 

 

求主叫各国在抗疫的时候，不忘这些被遗忘的国民，让他们在各项缺欠，包括医疗设备、

人手、物资等都得到供应。求神不叫病毒在这些地方扩散，并让这些地区的政府及志愿

组织及早教育及帮助民众学习防疫知识。 

 

主啊！让这些异教的地方不会错过经历主恩典的机会，在抗疫的过程中藉着宣教机构、

同工和各地教会所展示的爱，他们能认识创天造地，并赐下怜悯与救恩的神。 

 

主啊！5 月是他们异教的特别日子，盼望也是他们反思信仰，寻求真神的时刻，求主让

他们觉醒及早回转！愿主亲自记念他们！拯救他们！愿我们同心祷告，蒙主悦纳，奉救

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主啊，求你侧耳听》 

曲词：葛兆昕 

 

我们站立在你殿中 

谦卑自己 来到你的面前 

主耶和华 我们举手向你呼求 

 

为这百姓 为这土地 

谦卑自己 来到你的面前 

主耶和华  我们举手向你呼求 

 

主啊 求你睁眼看 求你侧耳听 

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主啊 从天上垂听 赦免我众罪 

求你来医治这地 

 

  



情系世界(上) 

200 

2020 年 5 月 14 日 

26. 非洲： 

受蝗虫、肺炎和饥饿三重打击的肯尼亚 

阮一心 

比新冠病毒更危险的蝗灾正攻击非洲东部，第二波蝗灾的规模比前一波大上 20 倍。数

十亿只年幼蝗虫正从索马里涌出，让非洲原本就已贫弱的数百万人民再陷危难。今天我

们为受蝗虫、肺炎和饥饿三重打击的肯尼亚代祷，求主消灭蝗虫，阻止新冠病毒的散播。

透过各国的爱心援助，为非洲提供粮食，减低饥饿的威胁。 

 

 

（图源：CP／达志影像） 

 

直击肯尼亚 

 

肯尼亚位于非洲东部，全国总人口有 5140 万（2018 年）。全国共有 44 个民族，还有

少数印巴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人口的 45%信奉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占 33%，伊斯

兰教占 10%，其余信奉原始宗教和印度教。 

由于索马里、苏丹等周边国家仍处于内战状态，为爆炸事件和小武器流入创造了可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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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加上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肯尼亚治安差，首都内罗毕为全国犯罪率最

高的地区。 

 

新冠肺炎蔓延 

2020 年 3 月 13 日，肯尼亚确诊首例输入新冠肺炎病例，也是东非的首例确诊病例。肯

尼亚决定从 3 月 17 日开始，除本国人及有工作签的外国人外，所有有确诊病例的国家

的人不得入境，已入境需自我隔离或到政府指定地点隔离两周，学校全面停课。截至 5

月 12 日，累计确诊已增至 715 例，36 例死亡。 

 

医疗设备严重不足，全国仅有832张ICU 床位，可用于安置新冠病人的床位只有202 张，

全国仅有259 架呼吸器，其中104台被占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间大学医院只有简单

的设备。 

 

 

蝗虫铺天盖地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指称，这波一部份是由气候变迁所引起的蝗灾，对食物安全及

生计带来“前所未见的威胁”。东非当前情势依然极度令人担忧，新的蝗虫群落正在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南部及索马里等地形成，数量日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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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正侵袭东非地区，群落数量庞大前所未见。肯尼亚官员指出，肺炎疫症衍生的旅行

限制导致跨境行程变慢，延误杀虫剂运送，使得对抗蝗灾增添难度。 

 

蝗灾疫症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东非、也门以及海湾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联合国

称，3 月初，应对蝗灾疫症需要 1.38 亿美元。 

 

 

 

中国加紧防范蝗虫 

面临步步逼近的蝗虫大军，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蝗虫监测防控预案，要求各地加强预警、

排查隐患。沙漠蝗虫入侵中国风险大大加剧。一旦爆发，将直接威胁农业生产、破坏生

态环境，影响正常生活秩序，甚至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公共事件。 

 

饥饿的挑战 

比蝗虫、肺炎疫症更可怕的是饥饿。非洲有 2 亿人常年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每年

有超过 400 万人死于饥饿。受肺炎疫症影响，食物短缺将更加严重，特别是失去收入

的人群，他们马上面对饥饿的挑战，非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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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援助行动 

4 月，香港和内地弟兄姊妹筹集了少量善款，通过当地主内机构援助非洲的家庭，向他

们派发食物。求主供应事工的需要，帮助面临蝗虫、肺炎和饥饿三重打击的非洲贫困群

体。 

 

代祷需要  

1．为肺炎疫症：医治确诊的患者，为失去亲人、家庭破碎的人求神预备听福音的机会，

使他们在苦难中归向真神。 

2．为蝗灾：求主止住即将到来的第二波蝗灾的侵袭，各国有效消灭蝗虫，看顾肯尼亚的

穷人，保护他们的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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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经济：灾难之下的经济崩塌，生活无法维持，农业经济、花卉业等日薪群体难以生

存，容易引起犯罪事件。求主赐智慧政府扶助农业，供应人民的粮食。 

4．为政府治理：止住贪腐，预备物资供应困苦百姓，求神赐下智慧治理遏制罪恶和暴

行，照顾边缘化、贫穷的难民人群。 

5．为医护人员：肯尼亚医疗水平极其落后，使得医护人员严重缺乏防护服、试剂盒、口

罩等防疫物质，求神预备并保守他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6．为肯尼亚教会：求神复兴肯尼亚的教会，回应时代的需要，帮助他们成为走在穷人

中间的宣教教会。 

7．为教会事工：求主赐智慧并赐福与教会支持南苏丹难民教会及贫民窟的项目。 

8．为爱心行动：求主供应各国救援组织的需要，粮食、防疫物资能及时发放到灾民手

上。  

 

 

 

陕西贾姊妹代祷 

亲爱的救赎主啊，我们为非洲的疫症向你举手祈祷！ 

 

拥有 13 亿人口的非洲大地，现在也发生疫症的蔓延。由于那里的人口数量众多、居住

环境极差、卫生医疗设备极其匮乏和落后，国家政策虽然颁布禁足，但老百姓因为缺衣

少食又失业，难以安居家中，又无钱购买生活必需品，结果出现街头商铺遭到破坏的恶

性事件。而且那里的人们因着疫症曾经在中国传播而歧视、躲避华人，这也给华人向以

穆斯林和印度教传福音带来极多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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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知道非洲百姓在穷困、饥饿、疫症等事情的重压之下的痛楚，祈求你在你的仆

人使女中间，赐下更多怜爱和奉献的恩典，开通各种渠道，将基督徒准备好各样食物、

衣物、防护物资、医疗设备送到非洲的各个国家里，并为非洲国家的人们尽快控制、战

胜疫症、断开黑暗势力在非洲大地的工作而多多献上祷告。  

 

主啊，赐福各个国家的救援队伍，帮助他们尽快进入非洲地区，开展贫民窟里的疫症阻

击战，让那里的老百姓得以加强防范意识，共同抵挡疫症造成的危害与损失！  

 

父啊，祈求你继续赐福在非洲做宣教士的你的儿女，虽然他们现在面临无法深入非洲传

福音的窘境，祈求开辟道路的父神，帮助宣教士尽快重新开展工作，并保守他们不遭灾

害。  

 

父啊，赐给非洲缺衣少食的人们更多的食物和物资，不仅帮扶他们度过这段日子，还为

他们疫症过后的生产恢复留下宝贵资材！更要赐福医护人员的安全，有足够的人力替换

休养。  

 

如此祷告都是奉主名求告的！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今天求主赐给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代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亲爱的主耶稣，你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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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 

 

主耶稣啊，这世界实在是充满了苦难，瘟疫、蝗灾、火灾、地震、饥荒……股市、石油

暴跌，经济停滞！但你是全能者，你是得胜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王！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啊，求你眷顾我们，保护我们！ 

 

“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投靠你。我们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等到灾害过去。”（诗 57：1） 

 

主耶稣啊，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坚定相信你的慈爱、你的同在、你的应许，相信你

所赐给我们的永生！ 

 

主耶稣啊，保守我们心里的盼望，使我们真实地盼望福音要传遍地极，盼望万膝要向你

跪拜，盼望天上的荣耀、天上的冠冕，盼望你回来的那日，盼望我们身体复活，“盼望新

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后 3：13） 

 

主啊，吸引我们的眼目，不再定睛这世代的动荡，不再定睛这苦难黑暗，乃是将焦点放

在你的身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 12：2），向着你这标竿直跑！ 

 

我们的救赎主啊，赐给我们在这不平安的世代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愿“基督的平安在

我们心里作主”！（西 3：15）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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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充满这地》 

词：杨家宁 曲：李宗唐 

唱：陈雅玲 

 

喔主感谢你 创造这土地 

以永恒话语 赐下无限生命 

用恩典的馨香气息 祝福这地 

让我们全心 跟随你带领 

 

喔主感谢你 创造这土地 

以慈爱浇灌 以喜乐耕耘 

用无数的白昼黑夜 孕育这地 

顺服的人情 感恩的心情 

现在都只愿 以基督的心为心 

 

主求你充满我们 来医治这地 

痛苦疾病要过去 神迹在运行 

主求你充满我们 来转化这地 

黑暗权势要离去 

 

主求你充满我们 来医治这地 

全地看见你荣耀 你复兴降临 

主求你充满我们 来转化这地 

全地尊荣你圣名 为你而站立 

 

一生祝福 永不停息 

世代因你爱延续 呼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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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5 日 

27. 日本：齐心为京都和东京宣教代祷 

阮一心 

日本的新冠疫症从“钻石公主号”邮轮开始，至 4 月中大爆发，截至 5 月 14 日，累计

确诊新冠肺炎 16,815 人，死亡 709 人。东京的确诊最多，约 5 千宗，感恩最近每天新

增的个案已逐步回落，防疫已见成效。 

 

今天我们从在日本宣教的同工的分享认识日本，为宣教士家庭和日本代祷，求主使用他

们的事奉，把福音带给京都和东京的居民和大学生。下周二我们会分享海外弟兄姊妹对

日本的爱心援助，为社会和教会带来祝福。 

 

 

直击日本 

日本人口1.27亿，主要民族为大和民族，居民多信奉神道和佛教。福音派基督徒占人口

比率0.5%。教会约7,907间，10年内教会增长1.2%。信徒和教牧同工的年龄偏大，50岁

以上的牧师占70%以上。 

 

文化因素影响防疫—京都张牧师 

可能由于日本人太习惯面对天灾，也很讲究抗菌。3 月时京都的日本人似乎不太紧张，

只是有一段时间抢购过卫生纸，之后都生活照常。戴口罩的人比平常少很多，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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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买不到口罩。日本人不热情打招呼的文化的确有助防疫。 

 

日本政府的防疫政策很倚重国民一直以来的自律，初期没有强制停业封城，只是停课及

要求巿民周末没必要就不要出门，巿民仍没有太大的危机意识。 

 

 

 

奥运会决定延期一年后，感染数字就大幅增加，政府继而很积极地呼吁巿民不要外出及

外游，但没有欧美等地那么严厉执行。希望放下了奥运的包袱，日本政府可以更专心防

疫。 

 

政府已表明不会有足够病床应付大爆发，而日本人口有三分之一是 60 岁以上，倘若有

大爆发，死亡案例会很多。 

 

日本人很重视工作的态度和表现，身体不适也会吃成药后如常挤进车厢赶上班。有些人

很紧张防疫，是怕因病失去工作，多于失去健康和生命。上班族不容易争取到在家工作，

大大增加感染扩散的机会。 

 

教会聚会人数比较少，至 3 月底大都维持实体崇拜，但其他的活动都暂停了。由于信徒

中不少长者仍未转用智能手机，较难实施网上崇拜，不易作停止崇拜的决定。有些教会

也没有要求人人要戴口罩，求主保护这些教会，赐他们智慧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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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京及鲍弟兄家庭代祷 

在东京参与大学生事工的鲍弟兄和艾美姊妹，一家 5 口多年在日本事奉，向大学生传福

音和牧养教会。艾美姊妹除了参与事奉，近年进修神学，学习非常忙碌，也要照顾 3 个

儿女的成长。 

 

大女儿雯雯去年到美国念大学，今年遇上美国的大疫症，他们评估过风险后，让女儿留

在美国继续学习。学校已转网上上课，大部份的学生已回家，只有约 50 位留学生仍在

校园。现在她宿舍的楼层只剩两个学生，可以想像甚是孤单。 

 

感恩神保守雯雯在美国有健康的身心灵，稍后会有期末考试，现在也要完成不同的功课、

作业报告等。求主保守她有好的健康及时间管理，办事能有效率。她在暑期会继续留在

美国，因她不能入境日本，求主保守她的心情。 

 

受疫症影响，东京学校的中小学生没有老师在网上授课。有些学生终日在家玩耍，无所

事事，令不少家长感到头痛。感恩两个儿子熙熙及谦谦有机会上网课，求主保守鲍弟兄

和艾美姊妹在东京有健康，能继续各样网上的工作、会议、带领查经等。 

 

感恩教会的网上崇拜及儿童事工进一步上轨道，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一同配搭，同心

事奉。教会决定把暑期圣经班以网上形式举行，需要制作不同的短片，也会在网上跟孩

子们有互动时间。求主预备充足的弟兄姊妹一起将福音带给更多日本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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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需要  

1. 日本于 4 月 7 日宣布 7 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呼吁民众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要求居

酒屋及夜店停业，学校停课。现时仍有 16 个都县府在紧急状态，虽然确诊数字有回

落趋势，祈祷日本人及在日本的外国人能继续留在家，同心抗疫，不跌落诱惑，外

出游玩，能等待零确诊早日实现。 

 

2. 在这次疫症中，和很多国家一样，日本社会也有更多人离婚、家暴或虐儿个案。求

主怜悯日本人，让他们能真见到自己的有限，需要仰望创天造地的主，在这不安的

景况中能有真正的平安。更祈祷他们能在非常的情况下，以非常的待遇彼此相待，

特别是把平日的高要求大幅度下调，能在每天 24 小时连续的相处中有无限的包容和

体谅。 

 

3. 在疫症期间就读本地国立或市立的学校没有网上上课的中小学生祈祷。祈祷家长能

帮助他们仍能在不同层面的学习，而不至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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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前线医护人员及所有照顾病人的自卫队员及公务员祈祷，求主保护他们不会被感

染，身心灵有力照顾病人。 

 

5. 为已感染及在康复中的患者祈祷，由于有很多后遗症，需要长时间复原，求主医治

他们。 

 

 

6. 日本政府在这次肺炎的防疫中做的经济救援很有限，虽然已是日本 GDP 的两成，疫

症后将会有不同的食肆及各行各业的倒闭潮，也会有很多人失业。为小商户及其员

工祈祷，在疫症期间生意大受影响，他们面临倒闭，求主怜悯他们，叫他们在主里

有盼望，而不会造成新一轮的自杀潮。 

 

7. 教会成立了援助基金，求主帮助弟兄姊妹能在这不安的时势中，对神有信心，仍然

乐意捐赠，也求主兴起更多教会能以实质行动，将主耶稣的爱带到有需要的人当中。 

 

8. 为大学生事工代祷，学生能逐步承担为日本祷告的负担，他们发起了 40 日接力祷告

链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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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谦牧师代祷 

慈悲仁爱的主： 

 

让我们同心为日本，此东亚岛国面对新冠疫症，在此向你祷告！ 

 

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疫症已在全球燃烧，首都东京确诊最多，背后渐见人心恐慌，

求主垂怜无助的心灵，让国民在忧患中，能向主你仰望，归向真神。  

 

相比疫症早爆发邻国南韩疫症渐得控制，确诊且有递减趋势，然而日韩新确诊者或有黄

金交叉互为影响，求主拯救垂怜！ 

 

为日本有效更认真作出检验、且见检验能调整至阳性率标准向主祷求，为医护在此艰难

时刻能保持健康，求天父加能赐力，得到有效服务，民众生命蒙福。 

 

为国家管制入境见有发烧咳嗽不适者，求主施加医治。为民众依指示配戴口罩从速就医

能够主动配合，得及时诊断祷告你！ 

 

主啊！日本国民因多次面对地震，或已较高建立自律习惯，但求主次疫症中叫国民及政

府官员，勿骄纵抱轻视心，能同心抗疫成功祷告。 

 

求主拯救日本，在此新冠抗疫过程，当生命面对考验极大之时，能灵性大有突破，早日

归向你是那创天造地三一真神，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贝名求！阿们！ 

 

 

《主你是我们的太阳》 

词、曲：长泽崇史 

中译词：孙瑞恩、周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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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主 你是我们的太阳 

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 

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 

属于你的百姓 

因你恩典 得美好奖赏 

 

喔主 你是我们救赎主 

你的仁义公平 

掌权在这地 

你将你的荣耀 

倾倒在你大能百姓 

使我们单单敬畏你 

 

在天上 配得所有尊崇 

主你的荣耀 临到全地上 

在黑暗中照亮 你是世界的真光 

是永远都不会 下沉的太阳 

 

来颂扬 主你至圣尊名 

高举全地上 万民都歌唱 

我们不再悲伤 因你是唯一盼望 

我们同心宣扬 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 

 

独白： 

白天太阳必不再作你的光 

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 

耶和华却要作你永远的光 

你的神要作你的荣耀 

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 

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 

因为耶和华要作你永远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必要终止 

（赛 60：19–20《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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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9 日 

28. 日本：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阮一心 

大家还记得当武汉爆发肺炎的时候，日本人在送赠口罩时所写的诗句吗？“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就是其中一句，是出自《诗经·秦风·无衣》，意思说：“怎能说没有衣裳？我

愿和你同穿一件衣裳。天子让我们出兵打仗，且修好我们的盔甲兵器。我愿与你一同前

进！” 

 

今天我们分享中国和日本在面对疫症中互相送赠口罩的故事。口罩虽小，但大家一起戴

起口罩，共同抗击新冠病毒这个共同敌人。求主使用中国弟兄姊妹对日本的爱心援助，

为社会和教会带来祝福。 

 

 

 

直击日本 

截至 5 月 18 日，日本累计确诊新冠肺炎 16,340 人，死亡 756 人。东京最严重，累计

5,055 宗确诊。随着新增个案减少，日本政府 5 月 14 日宣布全国 47 都道府县当中有 39

县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东京、大阪等 8 都道府县仍维持紧急事态。东京都政府放宽

歇业吁请的标准，有些大型百货公司准备恢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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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消耗量大 

日本人已习惯出门戴口罩，因为约有四分之一人口都对花粉过敏，普遍患有花粉症。根

据富士经济的数据显示，2019 年日本口罩年产量约为 55 亿个。除了医用外，日本家庭

用口罩的销量不断上升，数量将是整个亚洲口罩消费数量的总和。2019 年全日本创下了

370 亿日元的口罩销量。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今年１月疫症在武汉爆发时，日本的药妆店的口罩几乎全被在日华人买断寄到中国去，

日本基督徒也尽力筹款筹物资帮助中国。 

 

日本捐赠给武汉的抗疫物资箱上写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

何曾是两乡”，“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诗句，让我们陪感亲切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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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传爱心 

到了日本疫症爆发，进入紧急宣言时，市面上已是一罩难求。日本疫症最严重的日子，

很多人不带口罩出门，因为确实是买不到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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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弟兄姊妹看到了日本的需要，就发动赠送口罩的爱心行动。他们把口罩寄给华人

教会，再分发给日本人教会和不同的医院。他们把口罩和福音单张一起送给医院，跟他

们说明这是中国基督徒捐的，大家都很感谢来自中国的爱心奉献。 

 

 

有一位日本牧师来信感谢说： 

赞美主的圣名！ 

亲爱的中国的弟兄姊妹们。 

这次，在世界性的新冠病毒浩劫中，依然心系我们日本教会，并寄来贵重且甚多的口罩

物资，由衷的感谢大家。在与看不见终点的未知争战中，造成的口罩缺乏，却因各位超

越国籍的深情厚意，得以预备，真是何等恩典。愿每一枚口罩都能被有效的使用。  

 

我发自内心的祈祷，愿上帝无限的祝福能浇灌在你们所有人身上。献上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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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一间日本人教会的地图上写着“为中国宣教祈祷”。患难见真情，希望中国和日本

的信徒透过共同抗疫，建立友好的关系，日后在宣教事工上也可以一起配搭事奉。 

 

代祷需要 

A.为日本的教会祷告 

1．求主挑旺日本教会传福音的火热，勇敢的传讲福音，在疫症中迫切代求，活出基督的

爱，成为有影响力的金灯台。 

2．求主供给教会人力和物力的需求。 

3．求主兴起年轻肢体全然献身，改变教会高龄化问题。 

4．求主使用日本华人基督徒，联合日本教会，彼此激励，谦卑配搭，同心合意，兴旺福

音。 

 

B.为日本政府祷告 

1．求主怜悯政府，使他们看到人的有限和无能，谦卑的来到真神面前求帮助。 

2．求神赐力量，做出正确的果敢的抗疫决策，尽快落实现金补助。 

3．破除国中偶像，取缔色情行业和低俗的媒体。 

 

C.为一线的医护人员、警察和患者等祷告 

1．求神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防疫物资。 

2．求神赐下听闻福音的机会，使他们的心归向主。 

 

D.为日本人和家庭祷告 

1．求圣灵动工，开启人们属灵的心眼，得以认识真神。 

2．保守生活所需，减少在困境中的自杀率。 

3．恢复父亲在家庭的权力和义务，拣选父亲，全家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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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苏牧师代祷 

全地之主耶稣，你的爱广大，你的恩深厚。今日为日本这个民族也处在新冠疫症的遭害

中，首先求你伸手止住疫症的扩散，给予这民族患者医治之恩，使他们身体早日复原。

亦使政府部门重视防疫措施，使国民生活恢复正常状态。 

 

为日本的教会在这次疫症中，展现基督徒的精神，表达基督福音的力量，让日本之民能

够感受基督徒信仰之光，悔改弃绝偶像归向基督。 

 

为日本的学校及学生现在不能上学，但相信会随着疫症的减退，给予这些学子早日读书

的快乐。如此祈祷，奉主名求，阿们。 

 

陕西贾姊妹代祷 

亲爱的主，在你那里没有难成的事！现在我们同心为日本岛国的现况向你发出呼求！  

 

日本国内的基督徒数量极少，其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因疫症参与教会崇拜的人更少了，

老年人又不会利用手机参与网上崇拜，祈求恩主在日本人中继续你拣选拯救的工作，帮

助日本教会在这场疫症中有刚强、怜爱、奉献、传递基督之爱的美好见证，愿日本教会

越来越复兴！  

 

主啊，你看到日本许许多多的人防范意识并不强烈，他们内心的恐惧与压力也是日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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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祈求主帮扶基督徒在他们中间活出在基督里有真平安的生命影响力来！也赐福疫症

前沿阵线上的医务工作者，在照顾病人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主啊，在日本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祈求主在他们所需的任何事情上多多恩待赐福保

佑他们。也赐福他们在其他国家学习、生活、工作的亲人们，身心灵都安康！尤其鲍弟

兄一家人和他们手上的工作以及他们想拓展的网络事工，都祈求主来一一带领使之完全

成功！归荣耀给神！  

 

主啊，疫症造成了一些家庭的破裂，和虐童事件的发生，这不单考量着家人们之间的信

任感和责任心！撒但乘虚捣乱，也给社会增添了不安定因素。主啊，挽救这些濒临瓦解

的家庭，让基督的爱成为每一个家庭的纽带！  

 

主我们的神啊，你是全人类的主宰和救主，祈求主在日本岛国里复兴你的教会，奋兴基

督徒祷告的热忱，激励他们传福音的热情，冲破撒但的营垒，多多建造有神同在的教会

和基督化的家庭！愿日本全国归主！ 

 

如此祷告都是奉主名求告的！阿们！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赞美之泉 

曲词：游智婷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 

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虽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唱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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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1 日 

29. 泰国：经济受重创、居民缺粮食 

阮一心 

虽然泰国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例不算很高，截至 5 月 20 日，泰国累计确诊 3,033 人，死

亡 56 人。但十分倚赖旅游业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在城市的贫民和在山区的少数民族

更缺乏粮食。今天我们分享泰国的需要和教会的爱心行动，求主挽救泰国的经济，供应

日用的饮食给贫穷的人。 

 

 

直击泰国 

泰国人口超过 6,900 万，泰族占 75%，华族占 14%，马来族占 2.3%。其余的少数民族

包括高棉、蒙族等、越南人、还有一些住在山上的部落，如巴通族、嘎良族、拉祜族、

苗族、瑶族等，接近缅甸的山区有少数掸族人，这些人口大约为 788,024 人。 

 

在破产边缘的航空业 

疫症蔓延使全球航空与旅游产业因为防疫封锁措施，纷纷暂停航班与活动，使近年严重

亏损的泰国国际航空的经济加速恶化。 

国营公司泰国航空向破产法庭提交重整计划，在法律的程序下，泰航可以一步步有效率

执行重整计划，暂时不会解散、不会清算，也不会宣布破产。泰航的货运和客运业务仍

会正常运作，希望可以持续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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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管制口罩 

在疫症中全球口罩供应紧张，泰国早前限制口罩出口海外，但本地仍然供不应求。泰国

政府全面接管口罩的生产，口罩工厂的控制权收归国家。若任何个人、卖方或法人持有

的口罩多于被允许数量，必须向国内贸易部上报，否则将面临最高 7 年的监禁，并根据

《商品和服务价格法》最高罚款 14 万泰铢（近人民币 3 万元）。 

 

 
 

重开商场和餐馆 

由于疫情趋缓，5 月 17 日起放松防疫管制，重新开放商场和室内餐馆，并将宵禁时间

缩短１小时。第一天解封是周日，首都曼谷的各大商场涌入大批人潮，大街上到处是逛

街群众。戴着口罩的顾客排队等着进入暹罗百丽宫购物中心的商店，大家仍要遵守每人

相隔 1.5 到 2 米的社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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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来关心年青人和失业大军—曼谷黄姊妹 

从香港到泰国参与青少年事工的黄姊妹，在曼谷经历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和宵禁，与我

们分享她的深刻体会。 

 

经济艰难 

泰国 3 月 22 日突然宣布商场关闭到 4 月 12 日，餐厅不设堂食，只可外卖。很多商户

来不及反应，有点混乱。又因情况主要在曼谷，很多由外省或邻近国家来打工的劳工，

大多是日薪，一旦停工接近１个月，根本无法负担曼谷的生活费。 

 

大部份劳工漏夜收拾行装，赶在封关前回家，长途车站情况混乱。经济陷入非常严峻的

情况。很多人失业，或由月薪变成日薪，有工开才有薪酬。确诊人数每日均有上升，有

医护人员表示医院也没有足够的口罩。 

 

5 月 17 日商场、餐厅重开，但仍然有很多措施要跟从，人流也不多。餐厅的经营更加困

难，每桌只能坐 1 人，或要隔着胶片隔一个空位坐，一家 3 口要分 3 张桌。很多人本

来想外出吃饭，但都因为这些措施，宁愿留在家。 

 

教会派粮食 

教会方面，比较多资源的大堂会都纷纷改为网上聚会，但没有资源的小教会，继续进行

聚会。泰人教会不论大堂会还是小堂会，都尽力地派发各样物资，有的派发口罩、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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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有的派干粮。 

 

有一间资源比较丰富的教会，地区需要比较大，每周派饭 2 次，每次 400 份。对一间

教会来说，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黄姊妹向香港友好筹款买食物，他们已派了 4 次，需

要真的很大。 

 

学子生活难 

4–5 月是泰国暑假，所以不用上学。但政府已延迟到 7 月才可以实体上学。5 月中陆

续开学都用网上教学，但只有一半的学生有电脑，可以负担上网费。曼谷以外有些乡村

地方，用电视上课。 

 

但也反映社会贫富不均非常严重。有学生因为不用到学校而没饭吃，因为贫困学生在校

内可以吃饭和喝牛奶。不能上学校的日子，根本没饭吃。 

 

今年毕业要投身职场的年青人，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陆续都有年青人因找不到工作而

自杀的新闻。 

 

 

代祷需要 

1. 在经济严峻情况下，很多人自杀。求主怜悯，为失业者开出路，供应日用的饮食。 

2. 贫民区居民因不符合政府资助的条款，无法领取援助，每天靠捐助度日。记念他们

能有足够的粮食，及能够找到谋生出路。 

3. 很多教会及社会人士都有做派饭或派干粮活动，记念更多人能伸出援手。 

4. 为政府祈祷，能有智慧地推出有效的防疫措施和挽救经济的方案。 

5. 为泰国人祈祷，他们一般都不太害怕疫症，反而对于经济状况感到非常忧虑。求主

带领他们离弃偶像，相信真神，经历神所赐的平安。 

 

清迈的爱心行动 

疫症期间泰国清迈山上一些少数民族正忍受着饥饿，正常情况下他们每天的生活靠每天

的劳作挣来，每天的收入也仅仅够每天的生活所需，几乎都没有存款。面临这场疫症，

所有家庭的生活都受到影响。他们要在家隔离两到 3 个月，很多人没办法出去打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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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工作。当中很多孩子营养不足，缺乏时无人供应。现在几乎所有少数民族村庄的

人都失业。 

 

 

清迈华人教会发起“爱心行动”，为他们募集 100 份爱心物资。每一份爱心物资可以买

到：5 公斤大米、2 瓶食用油、1 箱速食面条、1 瓶鱼露、2 块香皂、6 瓶鱼罐头。每份

物资可以供应他们 3 到 4 周的生活食用。教会还资助清迈地区因为疫症而陷入困境的 10

位教会传道人。 

 

当教会弟兄姊妹带着粮食物资进到山上少数民族中，村民和传道人都非常欣慰，及时解

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拉祜族的信徒都唱诗赞美神，感谢主丰富的供应。求主感动更多

弟兄姊妹参与爱心行动，把神的爱带到山区的少数民族。 

 

北京王姊妹代祷 

仁慈又怜爱的天父，我们满怀敬意向你仰望与献上感谢，求你垂顾泰国的弟兄姐妹还有

很多在贫困中生活的人，看顾他们的需要，在疫症期间赐下你丰盛的怜悯，赏赐祝福他

们各样的供应，让他们欢喜领受。 

 

祈求天父保护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分发食物时有从你而来的喜乐，更是祈求你藉着

这样的善工引人归到你自己的面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降临到这世界拯救罪

人的。 

 

天父，我们还要向你祈求，恳求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众人因着蒙受你巨大不配的恩

典，而能够加倍发奋，用我们的时间、祷告、金钱以及各样的能力，记念受苦中的人，

因为你已为我们脱去麻衣，穿上喜乐的衣裳。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效法你的心，让我们甘

愿为你来摆上。 

 

恳请你祝福泰国的疫症能够得到控制，保护祝福当地的妇女、小孩能够更多信靠你、爱

你、欢喜传扬你的圣名，祝福教会能够成为明灯照亮所在的地方。愿你的旨意成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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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如同成就在天上，愿你赏赐我们众人有彼此相爱的心，让众人因着我们彼此相爱，就

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愿你的名被高举，让众人都知道唯有你是再来的君王，是被杀的羔羊、是这世界的光，

照亮在黑暗中坐在死荫幽谷中的众人，因为万膝必向你跪拜、万口必称颂，口称耶稣基

督是主，荣耀归于父神！ 

 

祈求你怜悯泰国的政府，赐下智慧，能够有合理的应对疫症的方案，怜悯生活在偶像崇

拜阴影下的国民回转归向真神，寻求真理、爱慕真理，生命因着认识救主耶稣得到翻转、

罪过得以赦免。 

 

恳求你不断激励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有合一的心，荣耀颂赞全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

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至尊的名祈求！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发出光来： 

 

亲爱的主耶稣，你曾对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

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太 5：14–16） 

 

主啊，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与败坏，若没有你，我们的生命发不出光来！但你就是光，

你就住在我们里面；求你在我们心里居首位，掌王权，亲自塑造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

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能活出你的美善，越来越能活出美好的行为，

越来越能彰显你的荣耀！ 

 

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黑暗的世代中，在这个充斥着瘟疫、疾病、死亡的世代中，

活出更多的爱、更多的怜悯，活出福音的大能，活出舍己的生命，给沮丧的人带来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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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恐惧的人带来平安，给痛苦的人带来喜乐，给缺乏的人带来帮助，给失丧的灵魂带来

永恒的生命！ 

 

主耶稣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你大大使用我们，作你恩典流通的管道，祝福更多的生命；

你的大光藉着我们照亮更多黑暗的人心，使更多的人“不在黑暗里走，得着生命的光。”

（约 8：12） 

 

主啊，你经上的话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 2：17）求主赐给我们真实的信

心，帮助我们活出好行为，使世人可以看见、认识你这位住在我们里面至善至美的主，

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抬起我的头》 

生命河灵粮堂 

曲词：施弘美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 

不止息的爱将我拥抱 

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 

使我活出神的尊荣 

 

不灰心 不丧胆 

依靠主必无所缺 

全能神 慈爱主 

你用笑脸帮助我 

我的力量 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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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山寨和高台 

有谁像你 扶持我 

应允我的呼求 

 

我要抬起我的头 

仰望主耶稣基督 

荣耀君王 我四围的盾牌 

我要抬起我的头 

高唱哈里路亚 

大声宣告 一生靠主得胜 

 

独白： 

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 

灰心丧胆的时候 

要记得你的神 他认识你 

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 

帮助你 

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 

仰望你的神 

因为他仍然是你四围的盾牌 

是你的荣耀 

你要大声来宣告 

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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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2 日 

30. 印尼：为挚爱的巴布亚人牺牲的女飞行

员 

阮一心 

新冠肺炎延烧印尼，截至 5 月 20 日，境内新增 693 起确诊病例，创下单日通报

确诊的新高纪录，累计确诊 19,189 人，死亡 1,242 人。飞行宣教士林才欣姊妹（Joyce 

Lin）为了运送防疫物资至印尼巴布亚省偏乡部落，途中不幸坠机身亡，把她年青和优

秀的 40 岁的生命献上为主，服侍她所挚爱的巴布亚人。今天我们分享印尼的需要和林

才欣姊妹的生命故事，求主医治印尼的病患者，兴起更多神的使者去关心各族各民，与

人分享基督舍命的爱。 

 

 

（图源：《黑門》）  

直击印尼 

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国土由1万7千多个岛屿所组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

家，是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门户。 

 

印尼作为世界第4人口大国，有超过2.7亿人（2020年）。印尼是一个多元民族和语言的

国家，有超过300个族群散落各地。其中爪哇族人口占45％，巽他族14％，马都拉族

7.5％，马来族 7.5％，其他26％。民族语言共有200多种，官方语言为印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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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方面，约8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6.1％的人口

信奉基督教，3.6％信奉天主教，其余信奉印度教、佛教和原始拜物。 

 

（图源：《香港 01》）  

 

比较落后的巴布亚省 

巴布亚省（印尼语：Provinsi Papua）位于西纽几内亚，是印尼 4 个特区之一。巴布亚

省与邻近的西巴布亚省同属于基督徒占绝大多数的省份，当地基督宗教的教会林立，与

大部份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尼省份不同。 

 

爪哇人作为印尼最大的族群，在社会经济及政治方面占主导地位。巴布亚人聚

居在印尼最东边的省份，新畿内亚岛上的西巴布亚，经济活动较单一，只占全

国总 GDP 约 1.9%，比起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 3 大主岛，社会发展和

居民生活素质都比较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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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飞行旅程 

印尼巴布亚地区由于地形崎岖高耸，加上天气极端多变，本来就是世界上最难飞

的地区之一。这趟飞行原本的目的地是印尼东部一个名叫“马米特”（Mamit）的偏

远小村庄，为了给那里的巴布亚村民提供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书籍、食物、工具

包等物资。 

 

综合 CNN 及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按照最初的计划，当天这趟飞行大概需 1 个

小时的航程。林才欣 5 月 12 日清晨 6 时半左右独自驾驶大棕熊 100 小型飞机，从印

尼巴布亚省森塔尼机场（Sentani Airport）出发前往马米特村庄时，起飞后仅仅 2 分

钟便遇上技术故障，飞机坠落邻近的森塔尼湖。 

 

据报林才欣曾发出求救讯号并要求折返机场，但其后与控制塔失去联络。救援队伍 2

小时后，才在 43 呎深的湖底打捞起她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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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使命、情系巴布亚人 

是什么原国驱使一个 40 岁的麻省理工（MIT）高材生，放下高薪厚职，从美国移居印

尼的穷乡僻壤，最后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长眠在巴布亚人的偏远小村里呢？ 

 

是神的使命和对巴布亚人的负担使林才欣以飞行员和电脑专家的身分，来到印尼

人道组织航空宣教使团（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MFA）的基地。 

 

“成为飞行宣教士”这是神对林才欣特别的呼召！她说：“我最激动的莫过于分

享耶稣基督的爱！”她在 2010 年前往印尼的巴布亚岛在那里进行暑期实习，她在

后来的一份通讯中分享：“10 年前我离开巴布亚岛时，坚信自己应该追求航空

飞行，不过没有任何保证我是否能走到这一步……” 

 

经过一项项严格的测试、体验和训练，2015 年林才欣终于拿到了相关的飞行执

照，并在 2017 年正式加入 MAF，她的托付是：“我感谢神，他让我对未来充满

期待！并坚定地走上通往巴布亚的道路。” 

 

她回应了神的呼召，来到这个世人看不起的遥远角落，为当地的教会和山区村民

提供帮助。当有人恶意毁谤宣教士时，她会站出来勇敢回应：“在基督教宣教士

到来之前，巴布亚并不是热带天堂。巴布亚的各部落活着就是为了互相残杀……

人们一直生活在对其他部落和神灵世界的恐惧当中。” 

 

到了今天仍然有不少印尼其他种族的人轻视巴布亚人，但林才欣愿意把生命献上

给主，忠心地服侍巴布亚的村民。  

 

当新冠肺炎病毒使此地被迫进入禁闭状态后，她开着载满物资的飞机，降落在那

些偏远部落时，人们会洋溢着笑脸，朝着她跑过来迎接她。“眼前的困境”不仅加

强了她参与事工的使命感，也加深了她与村民的关系。  

 

她很清楚自己的使命：“虽然我对于能够驾驶飞机和在电脑上工作感到很兴奋。

但我最激动的莫过于分享耶稣基督的爱，并透过服侍帮助其他人，使气馁和忧伤

变为喜乐。” 

 

当地人的悼念 

林才欣因救助他人不幸罹难之后，当地人在她本该降落的跑道上摆上了玫瑰和卡

片，感谢和怀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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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才欣的葬礼近日在印尼举行，由于受到疫症的限制，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妹未能

到现场参加葬礼，“Lin 的家人却做出了美好的见证，他们选择与主同行。我相

信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在这期间支撑着他们……” 

 

让我们透过下视频回顾林才欣的生命故事，激励我们更勇敢地回应主的使命。 

 

林才欣的表弟洪先生的追思文（节录分享） 

 

她是令我敬佩的表姊 

Joyce 毕业于 MIT 麻省理工学院，她是飞行员、美国空军高阶军官、资深电脑工程师、

空手道黑带、传教士、人道主义者，她是来自台湾裔美国人，她是我表姐。 

 

熟悉之后，我对表姊 Joyce 不但感到愈来愈亲切，而且发自内心感到敬佩。 

 

她高中毕业后获得美国国防部空军全额奖学金，进入 MIT 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学士与硕

士。因为兴趣之故 Joyce 于就学期间取得私人飞机驾驶执照，毕业后进入美国空军担任

网路安全部门的高级军官。退伍后以极佳的薪资在大企业担任高阶主管，并在工作期间

取得神学院硕士学位，同时花费数年自费进行飞行员训练，学习飞机维护保养知识并累

积飞行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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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她想加入非营利组织 MAF，到偏远的世界角落进行人道

援助工作，希望可以为贫困地区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她成了我永远追不上的典范 

 

她非常和蔼可亲，乐观积极，风趣幽默，神色间总是充满自信与笃定。每次跟她对话都

可以看到她自在与睿智的笑容，同时又带有一份难以言喻的潇洒。 

 

对我来说她就像是一个总是走在我前面，但是却又令人感到温暖的背影。我不是一个喜

欢竞争的人，但是我总是希望我做的事情可以有一点点跟上她的脚步，至少在自我价值

的实现，或者是对大我的奉献。 

 

她认为这个世界有比个人幸福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她去做，因此她在 10 年前加入非营利

的 MAF 组织实习，并于 2 年前放弃优渥的生活，正式飞到地球另一端的印尼巴布亚省

偏远山区进行医疗救援与人道物资运送。这次她为了运送新冠病毒的试剂到一般人到不

了的大大小小的原住民村落，没想到就此与世永隔。 

 

“她一生致力于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到巴布亚区域中一般人难以到达的地区。”巴布亚省

警政署发言人卡玛勒表示。 

 

她叫 Joyce Lin，中文名字林才欣，她把她的生命永远奉献给了印尼山区的偏远部落，

也成了我永远追不上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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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冠冕 

求主耶稣亲自安慰林姊妹的父母和家人，林才欣已忠于托付，完成使命，安息在

主的怀里，有公义的冠冕为她存留。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 4：7–8） 

 

林才欣不单是表弟的典范，也是每一位基督徒学习的榜样。愿我们都舍己为人，把基督

的爱和福音与所有人分享，特是关心那些被忽略、在困苦中的人。短暂的生命过后，我

们还有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定睛仰望基督，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主。 

 

 

沈灵风牧师代祷 

让我们同心敬拜赞美神： 

耶和华至高的主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

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惟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诗 102：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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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们的生命本来如草上的花、早晨的云雾一般，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你却恩待

我们，使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岁月里面能够认识你这位永生的神，能够藉着耶稣基督的代

赎而进入永恒！主啊，我们的生命已经脱离了罪恶与死亡的辖制，“凡活着信你的人必

永远不死” 。（约 11：26）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举手敬拜你，将一

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 

 

我们的救赎主啊，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惧怕，病毒、瘟疫、疾病都不能夺去我们心里的

平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永生，有了天上的盼望，我们要与你永远同在，这是好的无比！ 

 

主啊，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中举首望天，仰望那将要回来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仰望那

将要赐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

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 21：4）我们要在那里永远地敬

拜你，我们要永远活在你荣耀的光中！ 

 

《为挚爱的土地》 

把以下的印尼语诗歌《为挚爱的土地》送给在前线抗疫的印尼医护人员，为他们加油打

气，求主保护他们，尽心竭力抗击病毒。普通话版的诗歌是送给林才欣的家人，为他们

有一位忠于使命、热爱印尼和巴布亚人的女儿感到骄傲和感恩。我们渴望看见林才欣

所爱的国家—印尼从一切患难中得拯救，行走在神完全正直的道路，将来有更多属神的

子民，为主发光，来彰显主的荣耀。 

 

谨以两对挽联记念林才欣姊妹： 

 

才华出众服侍人 

欣然献上荣耀神 

 

才女电脑飞行皆强 

欣赏忠心委身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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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挚爱的土地》 

曲：Sari Simorangkir 

词：高安妮、周巽光牧师 

 

感谢你对我国家奇妙带领 

渐渐成就你荣耀计划 

我们再次同心合一的站立 

成为你国度忠心的大使 

 

我要看见祝福 临到我的国家 

愿你荣耀完全彰显 充满这地 

 

为挚爱的土地 我们要站立 

向你献上我们最恳切的祷告 

我们必能看见 你成就大事 

来转化恢复我们国家 

唯有你圣名 喔主 将被高举 

超乎全地之上 

我们渴望看见我所爱国家 

从一切患难中得拯救 

行走在你完全正直的道路 

为你发光 来彰显你荣耀 

 

我们知道你心意 确实在这个国家 

 

明天是穆斯林斋戒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继续为印尼的疫症需要代求。 

 

参考资料 

〈40 岁华裔女飞行员，因运送抗疫物资坠机罹难：她用生命，见证基督的爱！〉《黑门》 

https://mp.weixin.qq.com/s/MBdqSZDsrWYdPj9R4Oss7Q 

〈福音使者宣教士林才欣 Joyce Lin 〉《台湾海外网》 

http://www.taiwanus.net/news/press/2020/2020051601492413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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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3 日 

31. 印尼：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阮一心 

今年穆斯林要在抗疫隔离限制中度斋戒月（4 月 23 日至 5 月 23 日），我们在“情系世界”

特别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尼等地的穆斯林祷告。今天（5 月 23 日）日落

后将会结束斋戒月，以往各国的穆斯林都会与亲朋好友尽情庆祝开斋节，享用丰富的晚

宴。 

 

可是新冠肺炎在印尼不断扩散，累计确诊已破两万宗，截至 5 月 22 日，共 20,162 病

例，1,278 人死亡。全球穆斯林人口数最多的印尼，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也要下

令劝喻大家请勿回家，禁止今年的斋月“返乡潮”。今天我们继续为印尼的疫症需要代求，

也分享弟兄姊妹对飞行宣教士林才欣姊妹的怀念，求主差派更多基督工人去关心各族各

民，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直击印尼 

 

禁止回乡 

印尼约8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全球约有10亿多的回教信仰者，印尼就占了2亿多的

人口。由于印尼幅员广大又多岛屿，经济活动却又高度集中在爪哇岛的“大雅加达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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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因此每逢斋月，从雅加达返乡的本土劳工，会有千百万人流量的交通高峰期。但在

疫症流行期间，这种好比“中国春运”的人流移动，不仅会暴增感染风险；在大规模停工

状态下的食物券、防疫补助与救济物资发放，也会被返乡潮给打乱，所以今年政府禁止

居民回乡，印尼人可以在家或有限度去清真寺参与开斋活动。 

 

齌戒月的意义 

斋戒是伊斯兰教要求的“五功”之一，五功指的是念、礼、斋、课、朝，分别是念清真言、

谨守礼拜、斋戒、固定捐献、一生至少一次到麦加朝圣。斋戒月（Bulan Puasa）指的是

伊兰历的第九个月（Ramadhan）。在每年为期 30 天的斋戒月期间，除了老人 、小孩、

病人、孕妇、月事来潮的女性，所有成年男女（男 11 岁，女 9 岁）穆斯林在日出后到

日落前，不饮食、不吸烟、禁止亲密关系。 

  

斋戒月禁食的原意是作赎罪，白天的不吃不喝、克制私欲，让自己完全沐浴在宗教信仰

中，洗去身心的污秽与罪恶。这段期间穆斯林更专注的阅读可兰经及祷告，透过自我反

思与领悟，接受阿拉的教导。 

 

齌戒月结束后的第二天为开斋节(Idul Fitri)，以往大部份穆斯林都会赶回自己的家乡和

家人一起过节。很多到了年纪需要接受割礼的穆斯林儿童，也会在斋戒月或者开斋节这

段时间接受割礼，完成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洗礼。 

 

 

疫症中的齌戒月 

这座东南亚最大的清真伊斯蒂柯拉清真寺去年斋戒月每天涌进近万穆斯林，今年清

真寺配合防疫，自 1968 年对外开放后首次在斋戒月关闭，礼拜大殿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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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蒂柯拉清真寺外卖即溶咖啡的小贩苏里亚蒂（Suliyati）说：“少了集体祈祷、

一起吃开斋饭的斋戒月，我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不像是在过斋戒月，我觉得很伤心。” 

带着孙子做生意的苏里亚蒂说，去年斋戒月她一天可赚 30 万印尼盾（约人民币百多

元），今年有时一整天都没生意，她说：“要吃饭都很难，只能靠路过的好心人救济”。 

 

 

防疫设备不足 

印尼是东南亚受疫症影响较大的国家，首都雅加达是国家的疫症中心。西爪哇省几个大

城市已实施大规模社会限制措施，但由于疫症造成的高失业率，贫穷人民的反抗造成限

制措施以外的小城市仍在展开各自的工作，加速了病毒的传播，造成越来越多的确诊病

人。 

 

印尼医院防护物资极度紧缺，媒体报道已有超过 88 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超

过 40 位牺牲于新冠病毒，医护人员只能用布、雨衣、垃圾袋当防护服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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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需要的爱心行动 

疫症造成许多贫困地区的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有些中国基督徒发起为印

尼筹募防疫用品和食物的爱心行动，送赠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和食物等不同物资，供

应给当地的贫困户、医院或诊所的医护人员和当地的教会。感谢神使用主内家人通过有

限的能力，捐赠大米、日常用品和祷告来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 

 

 

 

中国弟兄姊妹所募集的奉献已购买 500 副护目镜、8 千个医用外科口罩及 300 件无菌防

护服，不单已到达雅加达，更发往偏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加里曼丹的医院和诊所。求

主保守医护人员身体健康，也藉着这批医疗用品和基督徒医护人员给其中的穆斯林做美

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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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需要 

1. 为印尼的医院及诊所祷告，求主赐给他们足够的医疗用品：防护服、面罩、护目镜

等，赐给医护人员强壮的身体，成为他们的盾牌来抵抗所有的压力和病毒。 

2. 为印尼疫症祷告，因为试剂盒的缺乏，贫困地区的百姓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而无法确

诊，实际感染人数一定会比官方公布的确诊人数多，求神怜悯医治病患者。 

3. 求主给政府智慧控制疫症，有效执行禁止“开斋节返乡”令。有很多车辆试图闯关离

开雅加达，在检查站被拦截并劝返。5 月 24 日是开斋节，印尼版“春运”在假日的

返乡与复工潮会引发人口的大流动，会给控制疫症带来很大挑战。 

4. 为印尼的安全祷告，疫症使很多人失业，基层百姓吃饭也成问题，更可怕是失去生

存的希望，大家担心会发生排华事件和社会动荡。 

5. 为教会的福音事工祷告，弟兄姊妹在贫困地区或街上给需要的人发放口罩及生活用

品，求主给他们加添力量、信心，保守他们的身体，不被病毒所侵害。 

6. 求主兴起弟兄姊妹承担福音大使命，带领当地人认识唯一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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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林才欣姊妹的榜样 

昨天分享了林才欣姊妹为爱巴布亚人而牺牲的见证，很多弟兄姊妹都留言，愿意学习她

的榜样，关心那些被忽略、在困苦中的人。我分享了两对挽联记念林才欣姊妹：  

 

才华出众服侍人 

欣然献上荣耀神  

 

才女电脑飞行皆强 

欣赏忠心委身事主 

 

吉林孙姊妹也写了一对挽联： 

 

敬林才欣姊妹 

忠心侍主 

圣爱的激励  心灵与天命齐飞 

慕神的敬畏  心动与行动齐驱 

 

 

永远后继有人—陕西贾姊妹代祷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深深知道你在掌管着一切，一切的事情一定会在你的旨意里发生，

也会在你的旨意里成全！只是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正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优秀、

年轻有才的 Joyce Lin（林才欣），早早的收回她的生命在你怀抱里。 

 

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

意念！我们实在相信，在你里面满是恩典！ 

 

父啊，虽然林才欣姊妹离我们而去，但她的事迹却会在印尼和整个世界激起千层浪！愿

沉醉在安逸生活里的信徒，重新思量做主门徒的意义与价值！愿在罪恶生活里彷徨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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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能够通过林才欣姊妹的事迹，重新思量活着究竟要追求与获得什么！愿那些虔

诚拜偶像的人，重新思量“拜什么样的神”才是最值得投入一生，甚至为此牺牲生命而

在所不惜！ 

 

父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你旨意被召的人。今天，林才欣姊妹

的殉道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时的激动，而是你在我们的大使命的遵行力度上再次敲响

的警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走出自己狭窄的空间，进入到福音未及之地，用神的

爱来与他们同甘共苦，在他们当中种植救恩之种，用基督的生命来影响他们的生命，来

改变他们罪污的生活模式！ 

 

父啊，不要让我们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大使命的遵行，不是口号喊出来的，而

是脚踏实地一步步跪着行出来的！ 

 

父啊，愿你牵拉着我们的手，在这条奔跑天国的道路上，永远后继有人！ 

 

如此祷告都是奉主名求告的！阿们！ 

 

湖南王姊妹代祷 

慈悲的天父、爱我们拯救我们到底的主耶稣、赐圣灵安慰者的神啊！我们感谢你的救赎

之恩、怜悯之心！主啊！我们需要你！在这广泛的疫症中，主啊！我们最需要的是你！ 

 

神啊求你施恩全世界上的人们，在这心情紧张恐惧当中。神阿！求你伸出大能的圣手，

祝福医治他们，让他们抬头仰望天上的救主耶稣！你是全人类唯一拯救者。主啊！我感

谢你！ 

 

耶和华神啊！有许多你的仆人使女愿意摆上自己，奉献服侍神、服侍人。主啊求你记念

他们所作的工，坚固众人的信心，赐福给你的仆人！感谢赞美主！ 

 

亲爱的主啊！感谢你拣选林才欣姊妹，是你的使女，为了工作的缘故，摆上自己的生命，

为你国度殉道。主啊！你是知道的，为了福音摆上自己牺牲生命！我相信在你那里得着

荣耀的冠冕！求你安慰亲爱的林才欣姊妹家人们，平安健康！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

父神，和坐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耶稣基督！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广东邓弟兄代祷 

亲爱的天父： 

为你的儿女、你所拣选的基督精兵林才欣姊妹的生命献上感恩和赞美！求你记念她为你

所摆上的服侍，她对巴布亚人的爱，以及她在你面前的忠心！谢谢你藉着林才欣姊妹的

生命来激励你众多的儿女，也来激励我。求你藉着她激励更多的使者去关注、去服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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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被这个世界遗忘的角落的各民族的人！使更多被你所打发差派的使者在各个地方荣耀

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 

 

亲爱的主耶稣，你曾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你的见证。”（徒 1：8） 

 

我们的救赎主啊，你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你的门徒，是因着你十架受难而蒙赦罪，是因

着你死里复活而得永生，也是因着你的同在可以在这灾难的世代中活出勇气！感谢主奇

异的恩典，“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林前 15：10） 

 

主啊，求你大大地兴起我们，使用我们，使我们可以作你忠心的见证人，见证你的真实，

见证你的恩典，见证你的十架，见证那能救人出死入生的福音！给一切绝望的人带来盼

望，给一切痛苦的人带来安慰，给一切恐惧的人带来平安！使“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

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赛 9：2） 

 

圣灵啊，求你感动众圣徒的心，使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中“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

顾别人的事”（腓 2：4），能看见无数生命的需要，能听见失丧灵魂的呼声，更能体贴神

的心意，使我们成为你手中赐恩的管道，为更多人带来属天的祝福！ 

 

圣灵啊，我们也求你大大充满我们，将能力赐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信仰的真

实，使我们的口能够传讲福音的真理，使我们带着基督的权柄行事为人、生活事奉，“将

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林后 10：5） 

 

愿主的心意全然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主在我们身上得着至高的荣耀！愿主在这世代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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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拯救！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回应主呼召 

弟兄姊妹，你看到穆斯林世界的需要吗？你关心外邦人的得救吗？主已经向我们发出呼

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盼望我们都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

我！”（赛 6：8）求主打碎我们心中的偶像，使我们甘心放下心中所爱、所牵挂、不舍的，

放下一切缠累我们专一跟从主的障碍。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无怨、无悔、永

不回头地跟从主。让我们领受圣灵所赐的能力，到主所差派的地方作见证，使万民作主

的门徒。 

《HE–NE–NI》（我在这里） 

我心旋律 

词：潘刘玉霞 

曲：叶邵家菁 

 

耶和华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放下心中 放下心中所爱 

耶和华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打碎心中 心中偶像 

 

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 

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 

无怨无悔我在这里 

Hi–Ne–Ni Hi–Ne–Ni 

 

烧我 差我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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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Ni Hi–Ne–Ni 

烧我 差我 Hi–Ne–Ni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 

 

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 

我在这里 Hi–Ne–Ni 

我在这里 Hi–Ne–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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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6 日 

32. 韩国：同心抗疫、警惕新天地的祸害 

阮一心 

韩国的新冠肺炎由新天地邪教引爆大规模社区感染，期间疫症曾一度受控，最近又出现

群组感染。截至 5 月 25 日，韩国累计确诊 11,206 人，死亡 267 人。今天我们分享韩国

的需要，特别邀请在韩国宣教 20 多年的周广亮牧师为教会代祷，求主遏止病毒和邪教

的传播，带领更多人回归真道。本周四我们会为韩国的儿童代祷，欢迎弟兄姊妹在留言

区写下祷告文。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疫症最高峰期间走访重灾区大邱市  

（图源：Getty Images）  

 

直击韩国 

韩国人口5,143万，是单一民族国家，绝大多数人口为韩民族，只有少数华裔和日裔等。

1991–2009年间，共有67,008名来自中国的华人加入韩国国籍。95%以上的汉族韩国华人

来自中国山东。 

 

宗教方面，根据2015年的统计，27.6%的韩国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占全国19.7%，天主教

7.9%），15.5%信奉佛教。其他宗教包括儒教、伊斯兰教和各种新兴宗教比如甑山教、

天道教和圆佛教。韩国本土原始宗教是萨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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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督教宗派有长老会（60%）、浸理会、监理会（卫斯理）、圣洁会等福音派为多

数，纯福音等五旬节系统（10%）为少数。2018 年在海外有约2.7 万注册宣教士（世界

第二），主要在非洲、东南亚、中东等地服侍。 

 

 

 

新天地引爆的疫症 

今年 1 月 20 日来自武汉的旅客确诊为最初病例以来，一个月累计确诊病例控制在 30 

例。可是 2 月 20 日在第３大城市大邱的新天地邪教场所发生了大规模传染，至 4 月 3

日全国确诊个案已急速上升至破万宗。 

 

虽然 88 岁的教主李万熙在 3 月 2 日的记者会当场下跪、磕头道歉，表示并非故意造成

大批信徒确诊，希望能得到大众原谅，可是他被不少在场的民众破口大骂。 

 

 

 

 

新天地被吊销法人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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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教在 2011 年 11 月在首尔成立法人，当时名为“永远的福音耶稣传教会”，此后

改为“新天新地证据帐幕圣殿耶稣教传教会”。该法人地址在江南区，代表为新天地教

总会长李万熙。 

 

首尔市文化本部长 3 月 3 日表示：“我们认为新天地法人有害于公益，决定吊销新天地

法人执照，就此我们将召开听证会。新天地教有责任积极配合政府及防疫部门的工作，

但在提交信徒名单时不断拖延、伪造，并有组织地回避调查，且据我们了解新天地目前

也在各种地下场所进行传教和聚会”。 

 

大邱市新天地教引发最大的群组感染，占全国病例总数 47%。韩国检察人员近月突击搜

查新天地教在全国各地的分支，调查与创办人李万熙相关罪嫌的证物。 

 

新天地教场所被防疫人员封锁 

再有社区感染 

本来韩国已在 4 月 19 日初次出现 0 新增确诊，至 5 月初成功把每天新增确诊控制在低

水平。可是京畿道龙仁市 1 名 29 岁男子于 5 月 6 日确诊新冠肺炎，确诊前曾经到首尔

梨泰院的 3 间夜店，其后出现夜店感染群组，相关个案增至最少 207 宗。 

 

卫生部指传播已受控，当局至今已为 4 月底至 5 月初到过梨泰院夜店的人，进行超过 7

万 7 千次测试，最近还有零星的群组感染。政府虽然下令全国娱乐场所暂停营业，但未

包括卡拉 OK。仁川市 5 月决定向卡拉 OK 实施两星期的限聚令。 

 

最近再有社区感染，包括首尔一名 5 岁幼稚园学生，据报他是被日前确诊的美术科教师

传染。他就读的幼稚园及附近两间小学已关闭消毒。而当地高中生上周率先重返校园，

虽然当局担心病毒或于学校传播，但仍计划本周展开下一轮复课。求主保护韩国的学生

不受感染，学校做好防疫措施，阻止病毒的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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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新天地对中国的祸害 

李万熙 1931 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1984 年 3 月 14 日，他自称按照神的旨意与启示，

创立了“新天地耶稣教见证帐幕圣殿”。 

 

他自比摩西，强调他是神特别呼召和拣选的人，神要藉着他创设新以色列，就是得胜

者的 12 支派。他把自己神化为“圣灵保惠师”、“再临基督”、“上帝指派的牧师”、

“天上总统”。[1] 

 

2014 年，韩国“基督教监理会”第 31 次大会，认定新天地是个以基督教为幌子的邪

教。2016 年韩国基督教联合会发出公告，已经将新天地定为异端邪教。各个正统教会

的门口都贴了提防新天地异端的公告，以及禁止新天地信徒进入教会的规定。[2] 

 

从 2002 年，韩国邪教新天地就开始渗透进入中国。目前在中国，差不多有其 100 个分

会和近 5 万名成员。而被新天地变相诱骗、蛊惑、坑害的人及其家属，已经突破了 10

万人！ 

 

虽然在 2019 年的 10 月份，新天地在大连的大本营被解散，但疫症期间，新天地一直

借着网络讲道、网络课程，迷惑了很多弟兄姊妹。在 Zoom 会议室中不仅出现了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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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线上视频课程，他们还在微信大肆拉人，建自己所谓的“为疫情代祷群”。[3]弟

兄姊妹必须互相守望，提高警惕，小心分辨网上资讯，不要掉入邪教的网罗。 

 

 

代祷需要 

A、为韩国教会祷告 

1. 感谢主使信徒更渴慕公众礼拜，也感到信徒之间交通及服侍的重要性。 

2. 感谢主使韩国教会重新认识教会跟社会的互动关系，教会不能跟社会隔离的福音的

真理。求主使韩国教会眷顾在疫症中身心灵受伤的邻舍，在社会中积极作好盐和光

的作用。 

3. 求主使用教会传扬真理，抵挡异端邪教的侵扰，带领更多被迷惑者回归真理。 

 

B、为韩国宣教士及宣教使命祷告 

1. 求主保守在全世界疫病重区服侍的宣教士，带领韩国宣教机构对非洲和东南亚教会

的抗疫事工，以爱心行动见证福音。 

2. 求主赐下韩国教会信徒活力，恢复对使命的负担，继续承接宣教的使命。 

3. 求主怜悯朝鲜的弟兄姊妹，用主的权能打开传福音的大门，保守求告主名的教会。 

 

马贵老师代祷 

天父阿，求你怜悯这个世界，新冠肺炎疫症下，世界各个地方都受到影响，确诊和死亡

的人数不断在增加，求你医治大地，赐我们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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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特别为韩国的需要祷告，求你赐福给政府和医护人员有智慧和能力继续的应

付疫症。早前韩国疫症大爆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一间异端教会没有做好防疫的措施，

造成多人感染。后来大家都做好个人的护理，情况改善，确诊没有大幅度的增加，群众

的生活可以慢慢的恢复，感谢主的保守。 

 

可是最近又出现第二波的情况，一个源头出现就感染许多人。求主继续施恩，群众不要

掉以轻心，克服困难。一些专家说，新冠肺炎可能要与人类共存，求主看顾我们，继续

彼此守望，帮助韩国的教会仍然忠心的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奉主的名求，阿们。 

 

周广亮牧师代祷 

1. 为生活更新祈祷 

日子一天要新似一天；教会要一年新似一年！ 

我们为韩国教会，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付出的各种形式的爱心宣教感恩；也愿主保

守看顾，使在韩国留学、工作的华人，体验基督徒的爱心和见证。 

 

2. 为健康教会克胜异端问题祈祷 

疫症期间，异端教会（新天地）所带来的集体和极端宗教行为，成为社会人士的诟病。

求主怜悯，让健康的圣经教导能在信徒群体中出现。 

 

3. 我们都能谦卑，一齐承认自己的有限祈祷。 

“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 27：1）。这句经文的重

点不是不要计划，而是不要太自信于精密的安排，以致骄傲。 

 

雅各的警告：“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雅 4：14、

16） 

也求主保守朝鲜，免于疫症的灾害。 

 

4. 为主内一体一家，齐心宣教面对将来的盼望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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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以斯拉 

曲词：HONG JIN HO 

译词：张汉业 

主耶稣走过的十架路 

我也愿跟随 

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 

我要跟随到底 

 

险峻的山岭也无所谓 

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 

为了拯救失丧的灵魂 

我愿舍弃宝贵生命 

 

父啊求你差遣我 

我要奔走十架路 

不惜牺牲我宝贵生命 

求你差遣我 

 

世界虽无理的仇恨我 

我仍然以爱相待 

拯救世界灵魂的十架 

甘愿走上这路 

 

甚至为了我牺牲生命 

你爱我竟爱到底 

求你接纳这微小的我 

献上我的爱情 

 

注释 

[1]〈“新天地”聚会爆发新冠，是狂热分子“群众运动”的狂欢！〉《生命树婚恋》 

https://mp.weixin.qq.com/s/TY4nWS7sVQ5SpzE5qj0ECw 

[2]〈我曾被邪教「新天地」盯上，却因为一句话当场识破，成功脱身！〉《黑门》  

https://mp.weixin.qq.com/s/9UWmmfT-2PdibhFmFL5vpA 

[3]〈小心！害惨韩国的「新天地」邪教，也正在中国为非作歹！〉《黑门》  

https://mp.weixin.qq.com/s/zH3lB-RZMaE4kXPpnDRcyQ 

 

  

https://mp.weixin.qq.com/s/TY4nWS7sVQ5SpzE5qj0ECw
https://mp.weixin.qq.com/s/9UWmmfT-2PdibhFmFL5vpA
https://mp.weixin.qq.com/s/zH3lB-RZMaE4kXPpnDRc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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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8 日 

33. 韩国：在疫症中欢度儿童节 

阮一心 

韩国的新冠疫症仍有反复，截至 5 月 27 日，累计确诊 11,265 人，死亡 269 人。韩国安

排全国约 45 万名高中三年级学生率先在 5 月 20 日复课，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在 5 月

27 日复课。可是复课一开始就因为有学生确诊而受挫，煞停了 75 间高中的复课安排。

今天我们为韩国的学生和儿童代祷，看看韩国儿童怎样在疫症中欢度儿童节。本周我们

会关心世界各地在疫症中的小孩的需要，欢迎大家留言为他们代祷。 

 

 

直击韩国 

75 间高中紧急再停课 

隔了 80 天后，高中三年级学生首先在 5 月 20 日复课。可是当天仁川市有 2 名高三学生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结果仁川有 66 间高中要紧急再停课，让学生回家。 

 

政府推测仁川市 2 名确诊学生是在卡拉 OK 感染病毒，他们曾在 5 月 6 日去过仁川市一

间投币卡拉 OK，该卡拉 OK 已另外有 5 宗确诊病例，包括一名曾去过梨泰院夜店的确

诊补习老师的学生。 

 

在安城市，新增 1 名 28 岁男确诊者，由于尚未掌握确诊者的完整移动路线，有 9 间高

中在最后煞停复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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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复课的中学都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清毒课室、图书馆，在课室、图书馆、食

堂增加胶片间隔，以保障学生的安全。 

 

幼儿园及小学复课的隐忧 

 

首尔 1 名 6 岁的幼儿园学生 5 月 25 日确诊新冠肺炎，确诊学生最近在美术补习班上

课，该补习班一名 20 来岁的女老师在 5 月 24 日确诊，与老师有过接触的学生和家

长，多达 96 人，目前正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为防范疫症扩散，确诊学生就读的幼儿

园及附近两间小学已关闭消毒。韩国幼儿园 5 月 27 日线下开学，有学生确诊的消息一

出，令家长们很担心，不一定会带孩子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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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韩国儿童节 

韩国的儿童节开始于 1923 年，是从“男孩节”演变过来的。每年的 5 月 5 日儿童节是

韩国的公众假日，家长们通常会在这一天带孩子去公园、动物园或者其他游乐设施，让

孩子开心地度过假日。韩国政府也会免费开放故宫、宗庙、王陵、国立现代美术馆等主

要旅游景点，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 

 

可是今年因为新冠肺炎流行，韩国的小朋友只能乖乖地留在家中过儿童节，不能到青瓦

台总统府、故宫、博物馆等地方参观欢度节日。韩国总统府在儿童节前，制作了一部虚

拟导赏动画，由文在寅总统及夫人声音导航，带小朋友参观虚拟的青瓦台。这部虚拟导

赏动画制作很精美，由总统伉俪声音导航，带小朋友游览总统府的不同地方，也为小朋

友打气，为他们能忍受在家隔离而感到骄傲。谢谢他们一起克服新冠病毒，称赞他们都

是英雄。大家可以详看这个动画视频，以下有韩语配音的中文翻译。 

 

青瓦台儿童节虚拟导赏动画视频 

 

请柬来啦！儿童节快乐！你被邀请来青瓦台参观。 

 

 

我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我是第一夫人金正淑。儿童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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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都盼望着想要见到你，但是因为新冠病毒（COVID–19）的爆发，今年，我们

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邀请你。 

 

你一定已经厌倦了整天戴着口罩，对吗？所以，我们想要你拿掉口罩，让你和你的朋友

们能一起到处开心的奔跑。 

 

这些天你一定在家里呆的很无聊。我打赌，你也很想念你的朋友和老师们。 

 

你一定感到有点无聊，因为你看不到你的朋友们。你可能想要和你的朋友们在操场上一

起玩。 

 

 

你不习惯在开学前都必须在网上上课，对吗？在屏幕上见到你的老师和朋友们，一定让

你感觉很奇怪。我也听说，你们有很多的家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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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春天，学校会有开学典礼。你可能很想要知道，谁是你的新同学，还有教室看起来

是啥样的。 

 

我想你一定很期待，见到新的朋友们，并和他们一起玩耍。当然，你现在肯定很失望，

因为今年你都不能做这些事情了。 

 

感谢你的耐心，我们正一点点地抗击新冠病毒。正如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很多医生、

护士，还有一些隐形的“英雄”们，都在与新冠病毒做斗争。或许，你们的妈妈，爸爸，

祖父母和老师们也在援助这场战斗。 

 

请记住，大人们正在努力地克服这场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当然，抵抗新冠病毒

的重要方式包括：外出戴口罩，以及勤洗手。让我们都尽我所能，共度难关。 

 

我肯定，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变得更强壮，你也会实现你的梦想。让所有正在看这段视

频的人都能高兴起来！ 

 

我们一起进去吧！ 

 

这个建筑物是工作以及接待客人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你们来这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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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你们在这新冠病毒肆虐的艰难时期内所付出的忍耐，感谢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是

如此勇敢，如此乐观。我为你能顺利度过这段时期而自豪。 

 

我也听说很多孩子都向那些医生和护士们寄去了激励信，或者捐出他们的储蓄金。你的

支持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所有人，所有一起抗击新冠病毒的人都是英雄！ 

 

让我们记住，今天我们都是英雄！ 

 

真诚的祝愿你们，儿童节快乐！ 

 

大家好！儿童节过的愉快吗？ 

 

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很高兴今年能和你们中的许多人在网上相聚。 

 

我为你们能忍受现在这种情况而感到骄傲。谢谢你帮助我们一起克服新冠病毒。 

 

我爱你们所有人，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都是英雄。 

 

儿童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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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需要 

1. 为患病的儿童和学生代祷，求主医治他们早日康复，保守他们的家人、同学、朋友不

受感染。 

2. 为学校的复课代祷，学校做好防疫工作，学生学会保护自己、同学和老师的安全。 

3. 为老师代祷，无论是可以复课或预备网课，求主赐智慧和爱心，让学生愉快地学习。 

4. 为家长代祷，如何兼顾工作和照顾家庭，有更多时间和耐性陪伴和教导儿女。 

5. 为教会代祷，求主使用各类亲子课程，带领更多小朋友从小认识福音。 

 

 

陕西贾姊妹代祷 

亲爱的主，我们为韩国的疫症和异端邪教向你祈祷！  

 

主啊，韩国的疫症起起伏伏，都是出于对疫症的轻视与自我私欲的膨胀！为韩国政府更

有权有力的管理国家和国民，祈求恩主的帮扶与怜悯！  

 

主啊，韩国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曾经一度成为许多教会纷纷效仿的楷模！也因此导致异

端邪教趁虚而入，尤其中国！他们步入到我们中间，将歪理邪说蛊惑教会领袖，还出钱

出力帮助他们到处拉羊……韩国新天地教会在我身边有他们的场所，他们张狂的样子和

做事的方式，令我们唯恐避之不及，甚至不敢随意接待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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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教会原本是影响社会的神的家，如今教会出现撒但的座位，这种可恶之事是神人

共愤的！祈求恩主加添给我们胆量和智慧，在基督里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并在教会

里兴起一群守望者，为纯正的信仰和永生生命，勇敢与邪恶之势力奋战！  

 

主啊，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你就无人能到父神那里去。祈求主在韩

国教会中继续坚固信徒的基要信仰，在至圣的真道上向下扎根，造就自己！从而能够将

纯正的福音在本国乃至世界传扬，结出丰盛的果实！归荣耀给神！复兴韩国教会，使他

们重新成为在这个时代里明光照耀的金灯台！继续在圣灵里祷告，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怜悯，直到永远！阿们！  

 

主啊，韩国教会是世界差传第二大国，祈求主继续在韩国教会里拣选、呼召、栽培奉献

己身为主所用的宣教士，差派他们到世界各地，传纯正的福音、植堂、牧养、栽培直到

万代！  

 

如此祷告都是奉主名求告的！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我们今天为着孩子们祷告： 

 

恩主啊，感谢你为我们建立家室，感谢你赐我们子孙后代，“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你所给的赏赐。”（诗 127：3）你所赐的都是最好的，我们将一切的感恩颂

赞归给你！ 

 

主啊，疫症期间，我们有了更多和孩子相处的时间，但也可能有了更多的矛盾冲突。求

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家，使我们在你的爱里彼此相爱，彼此理解，彼此饶

恕，彼此接纳。让我们的老我在基督里一起被破碎，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一起被建造！ 

 

主啊，求你斥责那恶者远远离开我们的孩子，保守我们的孩子远避试探，砍断魔鬼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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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电脑、世俗、情欲、一切背道的思潮对他们的引诱、捆绑，使他们一生活在神的

心意里面，与主的圣洁有份！ 

 

主啊，赐给孩子们有受教的心，也赐给父母有智慧的心，“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

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弗 6：4），“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箴

22：6） 

 

主啊，保守我们的孩子真正认识你、爱你、渴慕你、敬畏你；也使他们一生的年日切切

保守自己的心，时常读你的话，求告你的名，亲近你的面，多做你的工，使他们“像一

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诗 1：3）

也使他们在他们所服侍的世代作主美好的见证人！ 

 

至高者啊，我们按着你赐的权柄为我们的孩子祝福，愿他们的生命、生活、学习、工作、

事奉、婚恋、家庭都蒙福，一生饱尝耶和华的慈爱与恩惠！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任何环境不要惧怕》 

曲：현석주 

词：张汉业 

 

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 

아무것도 두려워 말라 

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 

주 나의 하나님이 지켜주시네 

你不要惊惶更不要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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놀라지 마라 겁내지 마라 

全能的上帝保护你 

주님 나를 지켜주시네 

 

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 

내 맘이 힘에 겨워 지칠지라도 

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 

주님 나를 지켜주시네 

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 

세상의 험한 풍파 몰아칠 때도 

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 

주님 나를 지켜주시네 

 

主你是我的盘石 主你是我的山寨 

주님은 나의 산성 주님은 나의 요새 

主你是我的盼望 

주님은 나의 소망 

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 

나의 힘이 되신 여호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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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9 日 

34. 你送什么礼物给来自星星的儿童呢？ 

阮一心 

你能想像把活泼好动的小孩留在家里，足不出户几个月是何等的困难吗？特别是有需要

的自闭症小孩，这群来自星星的孩子需要更多的关心和接纳。今天我们为各国的儿童代

祷，更多了解自闭症小孩和家长的需要。 

 

 
 

直击环球 

西班牙放宽儿童出门限制 

要小朋友在家隔离，不能上课也不能出门，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好受。随着西班牙新冠

疫症的死亡个案减少，4 月 26 日起放宽儿童出门限制，全国 630 万名 14 岁以下的儿童，

获准在每天上午 9 时至下午 9 时，在离家 1 公里范围以内活动 1 小时。这是实施封关措

施 6 周以来，儿童次踏出家门。他们出门可骑单车、玩滑板等，儿童非常兴奋雀跃，纷

纷出门在街上尽情跑跳。 

虽然新型肺炎威胁未解除，西班牙可能在 6 月 7 日紧急状态届满后再次申请延长，以保

障社区安全。截至 5 月 28 日，西班牙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8 万宗，共 283,849 宗；死亡

病例累计达 27,118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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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香港经济日报》） 

 

 

 

意大利开放公园照顾自闭症小孩 

如果要一般的小孩留在家中已那么困难，对于有特殊需要的自闭症小孩，他们更需要到

户外的空间自由地走走跳跳。意大利一个小城镇特别关心自闭症小孩的需要，在公园关

闭的情况下，每次安排两个家一起到公园玩，既合乎社交距离的要求，又可以满足小朋

友好动、爱玩的需要。 

 

从以下的视频可以更多了解自闭症小孩的家长的心声（附件视频） 

 

来自星星的孩子 

新型肺炎疫症改变许多人的生活习惯，对照顾患上自闭症小孩的家长来说有更大挑战，

因为很难向自闭症小孩解释为什么要长时间留在家里、不能出门又不能上课，要他们配

合戴口罩、勤洗手等防疫措施更困难，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不容易适应

改变。 

 

很多人形容自闭症小孩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与生俱来的社交能力，不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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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表情或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甚至在人多嘈吵的地方，他们就会显得

紧张。他们好像来自地球以外的星星，很难与活在地球的人沟通和交朋友。他们对陌生

的环境会有焦虑和恐惧，反映在表情和行为上，会令人觉得他们很怪异，难以靠近。但

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需要从学习、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也需要跟朋友分享自己的心情

和感受。 

 

 

世界自闭症日 

每年的 4 月 2 日是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希望提醒全世界提高对自闭症的认识程度，

更加关注自闭症患者。香港的协康会提倡把每年 4 月第一周定为“自闭症关注周”，鼓

励市民关心自闭症者的需要，承诺了解和接纳自闭症儿童。 

自闭症又称为孤独症，又名孤独症谱系障碍（ASD）。自闭症是先天脑部功能受损伤而

引起的发展障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于 2020 年 3 月公布之最新数

据发现，每 54 名儿童中就有一名患有自闭症。[1] 

 

自闭症常见特征 

1. 社交困难：难以察觉其他人的存在、需要和感受；较难明白对方讲说话的语气，例如

不明白笑话、嘲讽等；缺乏主动与人分享或交往的动机和能力，难以同朋辈建立社交

关系。 

2. 沟通困难：缺乏恰当地使用身体语言，语言理解及表达能力较弱，或会经常鹦鹉式重

复一些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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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兴趣及行为模式较偏狭：拒绝接受改变、出现刻板式或固执的行为。 

4. 难以掌握事物的重点和关系：较难将以往的经验运用在不同的情况。[2] 

 

代祷需要 

1. 为各国的儿童代祷，保守他们在家善用时间学习和玩耍，与家人有良好的关系。 

2. 为复课的学生代祷，学生做好防疫措施，学会保护自己、同学和老师的安全。 

3. 为自闭症儿童代祷，他们及早得到诊断，及早接受言语、社交、情绪的训练，可以愉

快地学习和交朋友。 

4. 为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代祷，得到更多社会的支缓，更有智慧、爱心和忍耐教导儿女。 

5. 为社会人士代祷，希望大家增加对自闭症的认识，更多关心和接纳自闭症儿童及家

长。 

 

陕西贾姊妹代祷 

亲爱的主，是你的爱敦促着我们也去爱异国他乡的人们，现为韩国的孩童献上祷告！ 

 

主啊，父母是孩子人生第一位教师，我为韩国孩子的父母们首先祈祷！愿他们都能够接

受基督教纯正的信仰栽培，有美好的生命为孩子树立属灵的榜样！教导孩童走当行的路，

父母的责任是首当其冲的！ 

 

主啊，后现代社会的教养模式有弊有利，再加之社会与家庭给父母所加以的压力，更是

让家庭教育推给了教会与社会！教会里的主日学就担负起了诸多的教育使命和责任。 

 

主啊，祈求你在教会里呼召更多的主日学教师，帮扶引领他们谦卑接受更好的教育，在

主日学的事工上多多积累事奉经验，一方面去栽培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接棒人，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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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与环境里，都为孩子打下坚实的信仰根基，使孩子一生都不

偏离真道，在任何环境下都去寻求那位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他们的耶和华！ 

 

主啊，根据韩国目前的疫症，许许多多的孩子还需要蜗居在家，他们活泼好动的本性被

严严的压制着，希望学校、教会主日学的各样网课，令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寓教于乐，并学会各项防疫知识和自我防护意识，能够在开学后配合学校的防疫措施。 

 

主啊，我们还祈求你眷顾那些被疫症侵害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愿他们在主恩里逐步康

复，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和人群中！尤其失去孩子的家庭里，祈求恩主用各式

各样的方式将基督的爱倾注给他们，重新复燃他们对人生的盼望和对主仰赖！ 

 

如此祷告都是奉主名求告的！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今天为着我们的家庭来守望： 

 

耶和华天上至高的神啊，你也是我们家的主，感谢你为我们建立家室，感谢你常保守眷

顾，愿你的恩常与我们一家人同在！ 

 

主啊，求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家，充满我们一家人的心，医治我们过往的伤痕，化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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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矛盾冲突，使我们一家人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彼此饶恕，彼此接纳！但愿

我们的家能够彰显主的荣耀！ 

 

主啊，求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家，拯救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人，将他们的石心换成肉

心，使他们早日悔改归向神！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些作你儿女的，能够在家中为你活出美

好的见证，用百般的智慧传讲福音，高举十架，使主你的祝福藉着我们临到我们的家！

主啊，求你为我们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因为疫症，我们一家人有了更多相处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有更美的交通，有更亲密的

关系，更帮助我们建立家庭祭坛，使我们可以一家人一起敬拜，一起读经，一起祷告，

同心追求你，与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你必亲自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家！巴不

得我们的家永远活在你真理的光中，活在你美好的心意里！ 

 

主耶和华啊，我们恭敬地将家庭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倾福于我们，愿你用篱笆四面围

护我们，愿你大大使用我们，藉着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

事奉耶和华！”（书 24：15）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来自加拿大的祝福 

我邀请了几位加拿大的小朋友为受疫症影响的小朋友送上儿童节礼物，小朋友果然有创

意。 

 

9 岁的 Amelia 姊妹画了一幅彩色图画，上面有一颗红心，写着“愿神每天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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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岁的可诗姊妹对妈妈说：“想把我的蓝色毯子送给疫区的小朋友，希望他们不要冷着，

祝福他们能信耶稣。” 

妈妈说：“可是他们没听过耶稣啊！他们的妈妈也不知道耶稣啊！” 

她说：“…那…我去告诉他们！” 

 

多多和乐乐的祷告和唱诗 

8 岁的姐姐多多和 4 岁的弟弟乐乐为小朋友祷告，还合唱了一首诗歌《云上太阳》。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谢谢你永远爱我们，永远不改变！ 

我们是你的孩子，你会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 

我们爱你！ 

 

小孩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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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太阳》 

曲：巫婧茹 

词：吴幸肃 

 

无论是住在 美丽的高山 

或是躺卧在 阴暗的幽谷 

当你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 

虽然小雨洒在脸上 

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 

哈 它不改变 

 

注释 

[1] 协康会：〈自闭症关注周〉 

https://www.heephong.org/autism-awareness-week 

[2] 协康会：〈自闭症常见特征有边几种？〉 

https://www.facebook.com/heephong/photos/a.114628938595895/2104324636292972/?type=

3&theater 

 

 

  

https://www.heephong.org/autism-awareness-week
https://www.facebook.com/heephong/photos/a.114628938595895/2104324636292972/?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heephong/photos/a.114628938595895/2104324636292972/?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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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30 日 

35. 非洲：为非洲儿童送上真诚的祝福 

阮一心 

非洲的儿童不单面对新冠病毒的威胁，更要活在饥饿、天灾和动荡不安的生活中。今天

我们为非洲各国的儿童代祷，邀请了中国的小孩为非洲儿童送上充满创意的儿童节礼物，

也有弟兄姊妹为他们献上真诚的祷告。 

 

直击非洲 

 

埃塞俄比亚的饥饿问题 

埃塞俄比亚的人口有约 1.1 亿（2019），共有 80 多个民族，45％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40％信奉埃塞俄比亚正教，5.5％的人口信奉新教，1％的人信奉天主教，还有近 8％的

人信奉原始宗教。 

 

由于埃塞俄比亚民族宗教众多，经济发展落后，文化教育水平较低，与邻国的领土纠纷

和国内分离主义活动长期存在，导致在埃塞俄比亚面临着政治局势动荡、民族宗教冲突、

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社会治安等多方面的风险，多年面对粮食不足的问题。 

 

截至 5 月 29 日，埃塞俄比亚只有 968 宗新冠病毒确诊，8 人死亡，个案少明显与检测

不足有关。该国儿童面对最大的危机是饥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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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岁的约瑟为要照顾年幼的弟弟莫诺巾，被迫辍学。尽管约瑟多努力，家里仍然缺乏粮

食，以致莫诺巾患上严重营养不良。 

 

（图源：世界宣明会） 

受四重打击的肯尼亚 

情系世界（廿六）曾为受蝗虫、肺炎和饥饿三重打击的肯尼亚的代祷，最近肯尼亚遭受

第四重打击：洪水。自 4 月暴雨以来，截至 5 月 27 日，肯尼亚洪水已致累计 285 人

丧生，约 81 万人受到洪灾、泥石流及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作物面积、

灌溉及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人们将面对更大的粮食危机。 

 

肯尼亚 8 个月大的婴孩患上严重营养不良，幸好被送到医院，正接受治疗。 

 

（图源：世界宣明会） 

天津林姊妹代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为非洲受蝗虫、肺炎和饥饿三重

打击的肯尼亚向你祈求怜悯，献上祷告。  

 

慈悲荣耀三位一体的圣天父，你的眼目眷顾全地，你知道非洲这片土地正在面临的灾难

和生存威胁，主啊，请恩佑受灾的人民吧！请让这个时候，这个灾难的时候，治安能够

稳定，救助粮能够迅速发放到非洲每个国家每个人手中，让活下来的人不要再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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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愿你怜悯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主耶稣你是至高的主宰，求你赐给非洲执政掌权

者能够顺服你的旨意，停止索马里、苏丹等周边国家的内战，让非洲人民能够一心一意

的抗击疫症。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

不至断绝。（哀 3：22） 

 

求主复兴肯尼亚的教会，让教会能够回应时代的需要，做金灯台，切实帮助看顾当地的

穷人，也向他们宣讲主你的大能。 

 

主啊，求你止息你的忿怒，蝗灾肺炎和饥饿不在蔓延在这片疮痍的非洲土地上，赐给他

们日用的饮食，满足他们抗击肺炎疫症的所有需求，让全世界其他有能力的国家同心合

意的帮助非洲。 

 

主啊，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是怜悯人的独一真神，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

这原是好的。（哀 3：26）求主你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 求你垂听非洲人民在苦难

中的呼求，也垂听你众儿女的代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尼日利亚的孩子想念妈妈 

尼日利亚 2 亿多人口中，截至 5 月 29 日，已报告有 8,915 例新冠病毒感染，259 人死

亡。该国进行的检测比其他人口较少的国家还少，相比之下，人口仅 3 千万的加纳报告

了约 7,616 例，南非报告了 27,403 例，埃及 20,793 例。 

 

疫症发生后，世界各国基本处于封城状态。14 岁的奥佩米坡作为病毒学医生的女儿，她

很思念在前线的妈妈，希望她可以回家煮好吃的菜给她。妈妈每天的工作非常忙碌，她

在电脑视像通话中对女儿说：“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我想你），她说１千

句“我想你“也不足以代表她对女儿的牵挂，她千叮万嘱女儿要“Stay safe“（注意安全），

妈妈一定会完成任务，平安回家与她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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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祝福 

6 月 1 日是国际儿童节，我邀请了 3 个内地家庭，共 6 位小朋友为受疫症影响的小朋友

送上儿童节礼物。小朋友不单祷告、画图画、做手工，更自弹自唱诗歌祝福非洲的小朋

友。 

 

浙江叶家 

马太哥哥说希望捐出自己的零用钱给非洲小朋友，希望他们至少不要饿肚子。哥哥画了

两幅图画，第一幅有一个大熊猫手上拿着一盒礼物，画上写着 Jesus Loves You（耶稣爱

你）。第二幅是一只在乌云密布，闪电和打雷的风雨中，在海上航行的方舟，方舟中有一

间房屋，屋顶有一只飞鸟。 

 

 

灵宝妹妹睡觉前为非洲小朋友们祷告说：求主给非洲小朋友很多东西吃，也不要感染病

毒。灵宝妹妹在黑色的画纸上用彩色的笔，在中间画了一个大心，心里的中央有一个十

字架，心里的左右写着上帝爱你。大心的左右各有一个十字架，大心下面还有 3 个小心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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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罗家 

讲到送礼物给疫区的小朋友，乐乐姐姐想送圣经和绒毛娃娃，她和亮亮弟弟用纸黏土做

了他们心爱的寿司和生日蛋糕，亮亮的小伙伴妹妹弟弟也做了可爱的麋鹿。 

 

 

乐乐姐姐代祷 

主耶稣，求你保守在疫区里贫穷的小朋友能度过艰难的时刻，赐给他们健康，让他们能

认识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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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家 

江哥哥和江妹妹都说会每天向天父为所有小朋友祈祷，他们用彩色的腊笔把祷告写在图

画上。 

 

江哥哥代祷 

儿童节快乐！亲爱的天父，我为世界各地在疫症中的小朋友向你祈祷，求你赐粮食给他

们，使他们都能尽快正常上课，并让他们都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奉主耶

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江妹妹代祷 

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在疫症中贫穷的小朋友，有食物吃，能安心的生活，给他们，开

心度过每一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祝儿童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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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广东何姊妹 

亲爱的天父，求主保守看顾世界各地的儿童，赐每一个孩子有管理时间的智慧，保守他

们身心健康成长！特别施恩看顾那些自闭症儿童，使他们的父母有更多的爱心和耐心去

养育他们。求主兴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自闭症儿童的事工。 

 

主啊，赐给孩子们有受教的心，也赐给父母有智慧的心，“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

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弗 6：4），“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箴

22：6）  

 

主啊，保守我们的孩子真正认识你、爱你、渴慕你、敬畏你；也使他们一生的年日切切

保守自己的心，时常读你的话，求告你的名，亲近你的面，多做你的工，使他们“像一

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诗 1：3）

也使他们在他们所服侍的世代作主美好的见证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陕西贾姊妹代祷 

亲爱的主，过两天就到了国际六一儿童节，我们将每一位你所创造并赋予使命的孩子向

你仰望！尤其在这个疫症当中的孩子，他们因生活与学习模式的变迁，多有不适，甚至

因此引发父母的情感冲击，至终伤害更深于他们的孩子。祈求恩主多多赐下爱和饶恕，

在体谅与包容中陪伴孩子度过他们人生的第一场熬炼！愿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主恩主

爱！  

 

主啊，面对每一个有残疾、有病患的儿童，我只有在泪水中充满感恩的说：主啊，你的

美意本是如此！如今长大的我，知道残疾不是耻辱，而是恩典！自闭症的孩子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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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相信，你的眼目一刻不离的看护着这些孩子，你的手也随时随地环顾着他们！

虽然这些孩子的思想行为模式没有按着我们固有的方式发展，但在他们的世界里，相信

也有不一样的快乐！但是这个残酷的社会不会全然屈就于他们，所以他们还需要方方面

面的改进和成长，将来好有自食其力的生活！  

 

主啊，祈求恩主在自闭症孩子父母的身上，多多加添给他们好的体力和精力，因为孩子

需要他们全方面的照顾！也祈求恩主在他们父母的爱心与耐心上，多多赋予他们恩典和

怜悯的心肠，因为自闭症孩子需要一点点的、反反复复的练习、复健！ 

 

主啊，帮助带领他们走出自我的伤痛，有勇气带着自己也带着孩子融入到这类的人群里、

整个的社会里，更是投入到有基督大爱的教会里！主啊，求你在你拣选的教会里，建造

有这类孩童的关怀事工，让人们从教会的服侍里看到生命的新希望！  

 

如此祷告都是奉主名求告的！阿们！ 

 

 

浙江蔡传道 

慈悲怜悯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对人类有美好的设计。 

你按你的形象创造人，并赐福给人， 

使人繁衍众多，遍满全地。 

 

我们感谢你， 

因你在至高之处， 

却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你做孤儿的父，你做寡妇的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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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弱者的力量，你是贫穷者的倚靠。 

 

我们向你恳求， 

求你怜恤第三世界粮食缺乏的孩童， 

他们虽小，却仍有你的形象； 

他们虽穷，却仍是宝贵的生命； 

他们虽被藐视，你却不藐视。 

天空的飞鸟与地上的花草，你尚且看顾护理， 

更何况是你所造所爱的孩童呢？ 

 

求你感动更多的人 

看见他们生命的需要， 

为他们预备食物， 

使他们饥饿的肚子可得饱足； 

为他们筹集衣物， 

使他们赤裸的身子可得温暖。 

求你赐他们眼中有盼望， 

求你赐他们心里有力量， 

求你听见他们生命的呼喊， 

因你的慈爱搭救他们。 

 

求你使用在第三世界属你的百姓， 

就是在他们中间的教会， 

因教会在地上就是光，是盐，是你的见证。 

求你使教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实践爱人的使命， 

使这些孩子得到实际的帮助， 

使他们在灵魂上得着救赎。 

 

父神啊，求你睁眼看，侧耳听， 

因为疫症使人只顾自己， 

拉远了人与人的距离； 

还有人类的罪恶常常拦阻地上的善行， 

求你使瘟疫止息， 

求你破碎社会中结构性的罪。 

求你除去世上的不公， 

搭救地上饥饿的人， 

安慰心灵贫穷的人， 

奉耶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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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爽姊妹代祷 

《长夜的牵引》、《燃亮的一生》主持人 

 

亲爱的天父，我为世界上所有的儿童向你献上祷告。 

 

当年门徒还不明白的时候，阻挡小孩来到你的面前，你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

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

孩子，断不能进去。” 

 

主啊，你爱小孩子，但在这个地球上，有许许多多的小孩子处在危险之中：有的处在身

体安全的危险中，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吃不饱饭，被疾病威胁；有的孩子处在心灵世

界的危险之中，自私，骄傲，叛逆，犯罪…… 

 

主啊，世界各个地方的孩子需要你格外的同在、格外的保护看顾。不！应该是这个世界

需要你格外的同在和怜悯，求你保守所有的小孩子宝贵的单纯信靠的品质，不随着岁月

的增长而流失，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求你宝贵的同在唤醒我们的心，悔改归回的心，把你要的小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来，能将

从你而来的爱心、诚实、谦卑带给我们的小孩子，因为这些从你而来的品质，才是一个

被你造的人真正的聪明智慧、真正的创造力的源泉，才能够在长大成人后，将你的名继

续传承，真正有从你而来的能力，使无变有，使更多的人认识你的名。 

 

天父，祝福所有的小孩子身体和心量，在你的里面一拼的成长。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

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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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父世界》 

10 岁的湖南心心姊妹想为疫区的小朋友弹唱一首《这是天父世界》，告诉他们这是天父

世界，虽然现在疫症中，天父仍然在掌权。愿他们在家里也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学

习。 

 

《这是天父世界》 

曲：Franklin L. Sheppard 

词：Maltbie Davenport Babcock 

 

这是天父世界 

孩童侧耳要听 

宇宙唱歌四围响应 

星辰作乐同声 

这是天父世界 

我心满有安宁 

树木花草 苍天碧海 

述说天父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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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 日 

36. 香港：关心富裕社会中的贫穷儿童 

阮一心 

我们继续关心在疫症下的儿童的需要，今天分享在富裕的香港中贫穷儿童的学习和生活

困难。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 2018 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显示，在香港 770 万人口中，

贫穷儿童数字高达 23.5 万人，儿童贫穷人口及比率持续高企，每 4 名儿童之中，便有 1

名生活在贫穷境况。弱势家庭中的学童在疫症中打击最大，社会各方必须针对性地为他

们提供适时的支援。今天我们为香港的学生和儿童代祷，周四会分享教会为弱势社群所

付出的关怀行动。 

 

 

 

直击香港 

香港的新冠肺炎疫症从１月下旬武汉旅客过境香港确诊开始，中间经历了很多输入个案，

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从旅游团、从世界各地回港的居民和留学生，到本地各类型

的群组感染，包括火锅家族、佛堂、酒吧、卡拉 OK 群组感染等。经过香港市民 4 个多

月的全民戴口罩，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地同心抗疫，香港的确诊人数维持在 1 千宗左右，

只有 4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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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本地感染 

4 月 20 日至 5 月 12 日期间，香港连续 23 日录得本地 0 感染个案。可是 5 月 13 日 1 没

有外游纪录的 66 岁妇人确诊，之后丈夫和孙女也确诊。在相隔 10 多天后香港再出现本

地确诊个案，最近两天再有 4 宗货仓群组感染，更有 1 名救护员确诊，引致几十人要隔

离检疫，两幢屋村楼宇的居民纷纷去做检测，大家又担心病毒会在社区感染。截至 6 月

1 日，香港确诊 1,088 宗，4 人死亡，最近确诊的 34 岁货仓女工情况危险。求主拯救她

的生命，市民继续努力防疫，阻止病毒在社区蔓延。 

 

 

防疫措施 

香港是全世界中少数没有下令封城和禁止市民出门的城市。香港政府的主要防疫措施是

限制入境、强制检疫、限制部份行业的经营和限制羣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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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入境 

由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直至另行通告： 

1. 所有非香港居民从海外国家或地区乘搭飞机抵港不准入境。 

2. 从内地、澳门和台湾入境香港的非香港居民，如在过去 14 天曾经到过任何海外国家

或地区，亦不准入境。 

 

强制检疫措施 

1. 由内地、澳门或台湾抵港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内地居民及其他地区旅客），除了

在《若干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下获豁免的人士外，必须在指定地点（家居或其

他住所）接受强制检疫 14 天，6 月 7 日再检讨措施。 

2. 抵港前 14 天曾到任何海外国家或地区的香港居民，除了获豁免的人士外，必须接

受强制检疫 14 天。 

 

（图源：《香港经济日报》） 

限聚令 

限聚令禁止于公众地方进行多于 8 人的羣组聚集，至本月 4 日再检讨。崇拜地点教堂、

庙宇、清真寺内的宗教活动可获豁免。 

 

在任何餐饮处所内同坐一桌不可多于 8 人，桌子之间最少有 1.5 米距离，除饮食时

外须佩戴口罩等。派对房间、卡拉 OK、浴室和夜总会已在 5 月 29 日重开。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政府会考虑社区是否有突然爆发的可能，本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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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从没间断，亦无法完全杜绝，社会需有心理准备长期有少量确诊个案。 

 

 

 

分阶段复课 

5 月 27 日  初中三至高中一、二，包括特殊学校：群育学校、视障及听障学

校，跟随主流中小学分阶段复课。  

6 月 8 日  小四至小六、初中一、二、轻度至中度智障学生的特殊学校。  

6 月 15 日  幼稚园高班、小一至小三、严重智障及肢体伤残学生的特殊学校

及医院学校。 

幼稚园初班及中班，由于年纪较小，自理能力较低，本学年可能不宜复课。  

 

 

 

学校可以根据原先的安排放暑假，也可根据学生的需要，在暑假的安排上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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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安排补课。  

 

提供非本地课程的私立学校（包括国际学校），可由 5 月 20 日开始，按校本情况

就中、小学年级分两至 3 个阶段复课。 

 

 

 

跨境学童  

大约有 27,000 名跨境学童每日要过关入境香港上学，比较多经过罗湖、落马洲、

皇岗或深圳湾口岸入境，下课后即日回去内地。港方需要就跨境学童与内地有关

部门和学校详细讨论，希望他们可以在适当时候来港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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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措施对基层儿童的影响  

疫症对基层家庭和儿童带来什么影响呢？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儿童权利关注会在

今年 3 月公布《新冠肺炎疫症措施对基层儿童的影响问卷调查报告》，内有很详细

的分析和建议。[1] 

 

 

 

疫症当前全港市民的生活及经济均受影响，基层更是受重撃，一方面缺乏防疫资

源，一方面失业、开工不足情况严重。特区政府先后推出各项防疫措施，并设立

300 亿的防疫抗疫基金，为各行各业及低收入家庭提供短期支援，但似乎都是杯

水车薪。 

 

香港学童停课期长达 4 个多月，涉及影响学生人数超过 122 万人，当中超过 72.1

万为中小学生，当中包括超过 21 万贫穷家庭的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童。   

 

社会比较关心防疫，却很少检视贫穷家庭儿童在疫症下生活上的挑战。例如：缺

乏儿童口罩等防疫物品、没有公共文娱及康乐设施使用、家中网上学习困难，以

至因疫症带来身心健康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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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不停学谈何容易  

学校参考政府建议“停课不停学”，试透过网上教学支援学童家中学习，但基层学

童处处碰壁。香港社区组织协在今年 2 月曾向近 400 名基层市民进行调查，当中 75.3%

受访者便表示子女因停课，家中学习出现问题。 

 

 

 

1. 网上学习设备差，拉阔贫富学习距离。 

在网上学习方面，大部份基层家庭学童仍没有智能手机，没有上网功能；就算有手

机，但流量有限或没有上网，难以应付大量的网上学习，或家长外出工作谋生，未能

定时提供手机予学童学习。 

2. 市场电脑价格难负担，二手电脑寿命和速度都不好。 

3. 上网津助额不足，软件问题缺援手。 

4. 做功课欠缺人教导，打击贫童学习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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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疫症困扰基层家庭及儿童身心健康，劏房家庭面对更大压力。 

基层家庭购买不到和负担不起个人防护及消毒物资，有基层家庭因缺乏口罩而未能

外出，甚至多次清洗口罩重复使用。基层劳工被迫面对失业或就业不足困境，工作

收入被大幅削减。他们大部份住在非常狭窄的房间，如劏房（在一个单位分割出多

间迷你型房间）、板间房、床位等，住所冲厕设备及通风效果差，大大增加了基层儿

童感染传染病的风险。加上长时间处于抗疫状态，基层儿童有极大精神压力，出现

负面情绪包括：忧虑、抑郁、情绪受困扰、食欲不振，以致失眠等征状。 

 

 

 

6. 检视现行网上学习津贴，提供功课辅导支援 

面对基层学童的困难，当局更应订立特别扶助措施，检讨现行网上学习津贴，除了

上网费外，更包括支援购买电脑硬件及更新电脑软件费用。此外，当局及民间团体

可策动专业人士或义工，支援疫症期间有学习困难的学童；在人流较少时段，为学

童安排有益身心的康体活动，例如远足、 缓步跑、球类活动等，帮助贫穷孩子共度

疫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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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有以下十大建议，很值得不同地区作参考。 

1. 以儿童权利为本，制定协助清贫家庭及学童抗疫防疫政策。 

2. 应有学校为本扶贫政策及资源支援。 

3. 改革购买电脑资助及上网费津贴计划，为全港清贫学童提供电脑及相关配套学习。 

4. 学校应分流安排困难学生回校用设施学习。 

5. 学习不应止于网上，应分流户外学习。 

6. 学校应辅导未能跟上学习的学生。 

7. 有限度开放公共文娱康乐及学习设施，强化停课期间对学童的支援。 

8. 针对有特殊学习需要及患有长期疾病儿童及其家庭提供适时支援。 

不少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如过度活跃、自闭症、专注力不集中、学习障碍等，

因疫症停课期间，他们长期留在家中而不能外出或与他人交往，情绪和健康会受负

面影响。患有长期疾病的儿童亦同样面对以上的困难，当局应为他们提供特别支援，

处理停课期间衍生的生活、照顾和医疗需要。 

9. 推行楼宇清洁大行动，鼓励业主定期进行消毒清洁工程。 

10. 订立足够儿童防疫物品储备，订立不少于 3 个月的社会需求储备。 

 

 

广东王姊妹代祷 

世界的人们和儿童是那样的不幸，我们过得生活幸福美满，不能忘记他们还在患难中，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生活，生在福中，都是神的恩典！感谢赞美神赐给我们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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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我们不能无动于衷，该帮助的，要伸出援

手的双手，让神的爱在他们身上彰显！ 

 

我们要怜悯他们，爱他们，就要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为世界受患难

的人们和儿童，向主求告，愿主怜悯他们，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让他们也过幸福美满的

生活！让世界的教会都复兴，让世界的人们和儿童都得救！ 

 

亲爱的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愿你能听我们的祷告，施恩给受苦受难的朋友和儿童，让他

们都能远离贫穷和痛苦的生活，享受你赐给的爱，过上快乐幸福健康平安的生活！让天

真烂漫可爱的孩子们都能感受到你的爱！ 

 

 

 

求主拯救他们，出苦海进入你给预备的天堂生活！求主赐给世界上受伤害的孩子们都能

享受像中国的孩子们所能享受的一切！愿主赐福并保守他们，脱离一切的苦难，求主怜

悯并帮助他们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我把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和儿童完全恭敬地交托在主你的恩手中！愿伟大的天父，爱我

们的主，能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的祷告祈求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

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活出爱来： 

 

恩主啊，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感谢你舍命流血的爱！你在爱中创造了我们，拣选了我

们，救赎了我们！愿一切的感恩颂赞都归给你！ 

 

主啊，你是爱的源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壹 4：19）求你的爱充满我们，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自私、自利、自我，巴不得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器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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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爱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 

 

圣灵啊，帮助我们活出爱来！帮助我们在家中活出爱来，成为家人的医治与安慰，使我

们的家更和谐，更和睦；帮助我们在教会活出爱来，成为弟兄姊妹美好的同路人，使我

们的教会更合一，更复兴；帮助我们在邻舍、在公司、在学校，在这个充斥着黑暗、病

毒、恐惧的世代活出爱来，成为更多人的光，更多人的鼓励，更多人认识基督的渠道！

主啊，帮助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使人看见那住在我们里面满有慈爱的救主！ 

 

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实在活在一个艰难的世代，但我们确实地知道，没有什么可以使我

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愿你帮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

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 1：20–21）也愿主藉着

我们，使更多的人得到永生，活在神的爱中！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寻求你面》 

建道神学院新你呈敬拜队 

曲词：Connie Woo 

 

看 城有瘟疫 

蝗虫灾害 雨水不降下 

我 求告天父 

怜悯我们 你恩典临近 

 

你 侧耳听 

你 眼睛察看 

这遍地发出哭泣声 

你施恩赐下你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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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谦卑 祷告 

寻求你的面 

你会从天上垂听 

律例典章谨守 

回转归向你 

赦免众罪 医治我们 

 

信靠仰望 荣耀你名 

 

注释 

[1]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儿童权利关注会 :《新冠肺炎疫症措施对基层儿童的影响

问卷调查报告》(2020 年 3 月)https://soco.org.hk/pr20200316-3/ 

 

 

  

https://soco.org.hk/pr20200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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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4 日 

37. 香港：教会在疫症中与基层市民同行 

阮一心 

最近两天香港再出现本地确诊个案，货仓群组感染已有 9 宗确诊。截至 6 月 3 日，香港

确诊 1,093 宗，4 人死亡。上次分享了贫穷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困难，今天我们为香港的

基层社群代祷，访问了 3 位牧师分享教会如何身体力行去关心基层市民，在疫症中与民

同行。今天精选了很多弟兄姊妹为儿童的祷告，作为“情系世界”关心儿童专题的总结。

明天我们关心疫症不断扩散，成为世界第二位最多确诊个案的巴西。 

 

直击香港 

社区仍有隐形传播链 

沙田沥源村禄泉楼已有 4 个住户确诊，其中 2 人住在同一层楼，不排除电梯内部交叉感

染，或者透过电梯按钮传播，或经开合信箱、推拉大门时感染。这次病毒不是与大楼本

身的结构问题有关，而是在公共空间传播。由于尚未找到确诊个案的病毒源头，专家说

香港仍然存在多条隐形传播链。目前，清洁工人已经在走廊、楼梯甚至外面的空地都做

了全面消毒。两幢屋村楼宇 1 千多名居民已做检测，希望不会有更多人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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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聚令延长至 6 月 18 日 

 

食物及卫生局长表示，考虑最新情况后，限制食肆处所营业及限制聚集的规例有效期，

延长两个月至 8 月 31 日，因应现时疫症，限聚令再延长至 6 月 18 日，有需要时可以再

收紧。 

 

限聚令禁止于公众地方进行多于 8 人的羣组聚集，在任何餐饮处所内同坐一桌不可多

于 8 人。 

 

 

（图源：《香港经济日报》） 

 

限制入境及强制检疫延长至 7 月 7 日  

由内地、澳门或台湾抵港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内地居民及其他地区旅客），及抵港前

14 天曾到任何海外国家或地区的香港居民，必须在指定地点（家居或其他住所）接受强

制检疫 14 天。  

 

行道证信 

从春节到现在，香港教会一直在抗疫的路上与市民同行，以行道来见证信仰。各区教会

以具体的关怀行动与人分享基督的爱，服侍基层市民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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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爱人的精神去服侍基层市民—基恩社区服务中心谭牧师 

谭牧师的教会在比较多基层人士的深水埗老区，她看传福音和社会服务是相辅相承，以

基督爱人的精神去服侍，祝福邻舍及见证主。教会和社区服务中心透过以下的行动服侍

基层市民。 

 

关心区内儿童 

他们在疫情前已办不同的兴趣班、乐器班、英文会话班、小学功辅班，也有开办中学生

自修室，定期在节期进行家庭探访。 

 

在疫症后所有兴趣班被逼暂停，传道同工举行 Zoom 儿童聚会、生日会等，与他们一起

玩游戏，继续关心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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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分享计划 

 

 

 

教会在网上呼吁收集口罩，把收集到的口罩及防疫物资和邻舍分享。弟兄姊妹尽力捐口

罩和防疫物资，参与包装、派发及接待邻舍、人流管理。在区内派防疫物资给长者、清

洁工、保安员等，协助派好餸菜包给基层家庭。教会转介失业妇女用衣车制作布口罩，

让她们既可以赚取生活费，布口罩也可以卖给市民，补充外科口罩供应的不足。 

教会有两次大型的派口罩行动，不须街坊来排队等候很长时间，只要先在网上登记，按

时候到教会领取，共派出超过 12,000 个口罩，解决了街坊的燃眉之急。 

 

由于市面上比较缺乏儿童口罩，教会举办了与你“童”行爱心活动，为教会及邻舍的儿

童，在复课前每人送 1 盒儿童口罩，共派出接近 100 盒，对家长来说这是最好的开课礼

物。 

 

街坊十分欢迎这些关怀行动，很感恩收到合用的口罩和防疫物资，欣赏教会的付出和分

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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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学校，走进社区服侍社群—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岑牧师 

我们教会是坐落在沙田区一个老化的公共屋邨。香港第一个新冠肺炎本地个案就在沙田

区旁的马鞍山发生，之后我们中间也有怀疑确诊个案。最近疫症反复也发生在沙田小沥

源，期间一些大厦也有出现确诊的住客。所以由 2 月 16 日开始，我们已经停止聚会直

至 5 月 31 日才恢复实体聚会。我们一共停了 14 次现场崇拜，但长者信徒却差不多没有

停止在网上聚会。 

教会主要透过学校去服侍基层家庭，其次是进行社区接触，认识他们的生活面貌，关心 

 

他们的身心社灵和家人的需要。由于在疫症期间，教会需要自顾也尽力关顾邻舍，所以

在服侍之间，彼此比之前的感情更加密切和团结。 

 

对街坊来看，别的团体是要他们来求助、排队取用品。教会是较为主动出去接触，送物

资、派饭劵，还与他们聊天，关顾他们的心灵。 

 

我们只是一间小型堂会，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互相代祷。有长者和年青人，主

动走进社区，接触清洁工人和街市小贩。回顾过去的服侍，我们在圣灵引导下，藉着言

语和行动的结合，去见证耶稣的福音（帖 1:5）。因为单有说话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只有服务而没有讯息，福音便毫无特色。所以我看话语和非话语的见证是福音的两面！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注重宣教、办学教育和社会服务三者的结合，在香港有 25 间教会，

开办了很多间中学、小学、幼稚园、社区服务中心、牙医诊所、老人中心等。以下的视

频总结了各教会、学校和社区服务中心在 4 个月抗疫中怎样以爱心行动，走到人群中，

关心各区的居民，特别关心一些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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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热食饭堂，将爱感染他人—荃葵崇真堂李牧师 

荃葵崇真堂位于荃湾区的闹市，交通方便，他们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借出场

地开办热食饭堂。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在职的低收入人士，包括做散工的长者。热食饭堂

服侍了很多居民，他们很喜欢在教会用餐，也能互相建立友谊。 

 

 

 

最初协办热食饭堂也会为教会带来场地运用的张力，或会友对开放自己的家仍有保留，

但也有个别信徒会做义工。后来藉着节期活动，让会友与来吃饭的朋友见面和接触，会

友会多了接纳，学习主动关心街坊。 

 

抗疫快闪行动 

在疫症期间，特别是 2、3 月时口罩供应非常紧拙时，教会有“抗疫快闪行动”，出队向

区内清洁工或拾纸皮的街坊派口罩和洗手液，送上问候。派口罩时，街坊都很乐意接受。

我们少少的分享，就带来窝心的祝福。 

 

社区关怀的神学理念 

李牧师参与社区关怀有什么神学理念呢？她认为教会参与社会服务是实践福音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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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福音不是一套理论，而是生命被神的爱感染，而将爱感染他人。香港地价楼价昂

贵，公共空间少，消费主义强。机构要找地方做社会关怀的成本也高。 

 

教会大多数不是朝 9 晚 5 有聚会，而且普遍教会也买了或租了物业，是神的恩典。堂会

虽然是私人物业，但不应将它“私有化”，只招呼“会员”，反而应善用教会缔造多一点

“公共空间”，善用不同时段的地方，也是关爱世界的信心行动，对比世俗以自己为先

的价值观。 

 

 

天津林姊妹代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为香港的贫穷儿童献上祷告。 

 

主啊，香港是非常繁华的地方，但是在繁华的背后仍然有许多贫困人口，这些贫困的人

口、贫困的儿童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真正的帮助。尤其在这次的疫症中，对全港市

民的生活及经济均受影响，基层更是受重击。 

 

亲爱的主，求主赐给我们一颗真正的爱心，知道顾念深处苦难当中人们的需求。我们是

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要做好光盐见证，在全世界都有基督的教会，愿香港的教

会做好光盐见证，顾念身处贫困当中的人，见证主的大爱。 

 

“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所受的蹂躏，因为穷乏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

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诗 12：5） 

 

也求主赐给香港特区领导人敬畏神有智慧的心，应从住房、教育、食物等方面着手解决，

如增建公屋、提供租金津贴、扩大现有资助金额与范围等。愿香港的贫困儿童早日摆脱

贫困，让他们从小活在天父的大爱，良好的社会制度中，愿孩子们的脸上都能洋溢着幸

福的笑脸。 



情系世界(上) 

304 

 

 

主啊，我们把所有属你的儿女都交在你大能的圣手之中，愿主保守眷顾怜悯。愿香港的

学生复课后都能健康的成长。也求主保守香港贫困儿童的心灵健康，让福音广传，让孩

子们都知道，我们都有同一位救赎我们的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 

 

主啊，在圣灵的引导下点燃我们的熊熊爱火，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

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弗 3：

18–19）拥有了这样的爱，就能彰显神的尊贵、荣耀与丰富。 

 

香港啊，大陆的人们愿你们享丰富和平安，也深愿身处平安稳妥环境中的人们都能够珍

惜知足，神的恩典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感谢主，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甘肃李姊妹代祷 

我们为香港的学生和儿童代祷，特别为那些困难当中的孩童祷告。求神怜悯，藉着教会

为弱势社群所付出的关怀行动，使这些孩童得到帮助、安慰、鼓励，让他们的身心灵都

能健康的成长。 

 

陕西贾姊妹代祷 

亲爱的天父，繁花似锦、光鲜亮丽的香港，它的背影里却有着不可轻视的弱势群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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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吃穿住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苦、难、悲、哀！而且每 4 个孩子里就有 1 个孩子生活

在基准线下，他们不单缺衣少食，甚至有的家庭连上网课的基本设备都没有！ 

 

另外，随着孩子们逐步开学，有些家庭为孩子无法预备防护口罩等东西！甚愿香港的各

类学校开展奉献爱心，让爱和平等温暖每个同学的活动。 

 

 

 

父啊，我特为每天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孩子们祈祷！他们如同摆渡船，有着每天两

点一线的生活和学习！他们来来回回的穿梭于两地之间，他们的安全就尤为重要！祈求

父神特别眷顾这些孩子，赐福他们不遇见灾害！不成为新冠病毒的运载、传递者！ 

 

父啊，愿香港的学童都能够安心学习，都能够有健康身体和健全的心灵！ 

 

父啊，香港政府针对疫情制定了多项措施，既想稳定香港时局，又想帮扶香港百姓安然

居住，祈求父神赐福香港政府和香港老百姓的心愿，众志成城，共度难关！ 

 

如此祷告都是奉主名求告的！阿们！ 

 

山东付姊妹代祷 

神爱世人，特别眷顾贫穷的及小孩子，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求神的怜悯临到香港、

非洲及世界各地贫穷饥饿中的孩子们。赐给他们足够的饮食及健康强壮的身体，并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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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奶来喂养孩子们，使他们从小就知道仰望主！倚靠主！在主的看顾和保守里健康地成

长，成为主荣耀的见证。 

 

恳求天父怜悯施恩与他的儿女，在这末后的时代，兴起！发光！使用好祷告这个强大而

有力的武器，为世界和平，消除种族歧视；为身处饥饿困苦中的儿童；为那些被罪辖制

行在黑暗中的灵魂；为神的国度扩展；为神的旨意在地上畅通无阻地行施；为福音传遍

地极而献上我们最诚实的祷告。 

 

愿神的爱浇灌这地，浇灌每个人的心灵。恢复神起初创造天地及一切看为甚好的本来样

式，使神的心意得着满足。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今天为着孩子们祷告： 

 

爱我们的神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你所给的赏赐！”（诗 127：3）

感谢主为我们建立家室，感谢主赏赐给我们儿女！但主啊，这是你自己的产业，求你亲

自保守，亲自看顾，亲自祝福！使我们的儿女一生活在耶和华的面光之中，行在神美好

的心意里面，大蒙恩佑！ 

 

主啊，赐给我们这些作父母、祖父母的有美好的生命，生命影响生命，凡事作孩子们的

榜样，使他们在我们身上看见真实的信仰，“效法我们，像我们效法基督一样。”（林前

11：1） 

 

主啊，也求你赐我们诸般的聪明智慧，晓得如何教导圣经真理，建造他们的生命，如何

按着神的心意教养他们，“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们也不偏离。 ”（箴 22：6） 

 

主啊，疫症期间，许多孩子不能上学，求你带领他们每天做当做的事，不被手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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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合理安排时间，使他们的身心灵都健壮！ 

 

主啊，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儿女被世界掳去，离开了你；在我们周围也有很多不

认识主的孩子；在中国大部份的孩子都没有机会听福音！我们为着他们呼求，求你砍断

他们生命中的捆绑，在他们心里播撒福音的种子，愿你在孩子们当中大施拯救，为着教

会的未来预备敬虔人，预备服侍的同工，预备各行各业美好的见证人，预备传道人，预

备宣教士！使你的国度不断扩张，你的真道代代传承！ 

 

主耶和华啊，你曾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

与我们相争的，你必与他相争，你要拯救我们的儿女。”（赛 49：25）愿你的话语成就在

我们身上！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赞美之泉 

曲词：胡本琳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 

白天太阳不能伤我 

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他会保护我 脱离一切灾害 

他会保护我 脚步坚定 

他会保护我 时时刻刻保护我 

我出我入 从现在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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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5 日 

38. 巴西：愿主祝福巴西，从患难中拯救出

来 

阮一心 

巴西的新冠肺炎个案在 5 月底至 6 月初不断飊升，使巴西成为全球确诊第 2 高的国家。

截至本月 4 日，巴西确诊 584,562 宗，32,568 人死亡。今天我们为巴西的市民和医护人

员代祷，求主医治病患者，遏止疫症的蔓延，把他们从患难中拯救出来。 

 

 

 

直击巴西 

巴西联邦共和国，是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2020 年的人口为 2.12 亿，人口排

名世界第 5。首都巴西利亚拥有 280 万人口。最大的城市是圣保罗，人口超过 1,200 万，

是世界第 12 大城市。 

 

民族包括白人 53.7%，混血（白人和黑人血统）38.5%，黑人 6.2%，其他 1.8%。大部份

人信奉罗马天主教 73.6%，基督新教 15.4%。（2000 年普查） 

 

疫症飊升 

巴西单日新增确诊屡创新高，5 月 30 日新增 33,274 宗，６月 2 日更创下单日新增 3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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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的纪录。世卫表示南美洲已成为全球冠状病毒疾病最新疫症中心，许多国家的确

诊病例数不断攀升，医疗体系面临崩溃。目前疫症最严重的国家是巴西。专家指出，

巴西的检测数量偏低，估计巴西实际数字恐比官方高 15 倍以上，更警告巴西疫症还未

到达顶峰。 

 

（图源:丁香医生） 

 

重灾区圣保罗市 

新冠病毒最初只在巴西大城市传播，如今已波及发展落后的小城镇，而卫生条件较差的

贫民窟也同样令人担忧。目前，约 20 座巴西城市处于“封城”状态，但疫症最严重的城

市圣保罗在 6 月 1 日重开商场，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保持社交距离。截至 5 月 27 日，单

是圣保罗州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89,483 例，其中 6,712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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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GETTY IMAGES） 

 

圣保罗市在 6 月 1 日开始实施 15 天的逐步放宽隔离措施，重启的第一阶段，只允许

民众进行基本活动以及建筑业施工。官员表示如果没有采取隔离措施，圣保罗州的确

诊人数可能达 95 万人，死亡人数可能达 6.5 万。现时圣保罗市公立医院床位已占用

90%，料床位很快爆满。市长警告圣保罗的卫生系统可能会崩溃。 

 

5 月 7 日起，圣保罗州规定所有人员出门必须佩戴口罩。之前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耶稣雕

像穿上了“白大褂”，里约街头雕像也戴上了口罩。近日圣保罗市街头的 16 处雕像也纷

纷戴上了口罩，以时刻提醒处在巴西疫症“震中”的圣保罗市民众要做好防护。 

 

 

 

防疫意识不足 

疫症急速蔓延与官方对新冠肺炎的轻视有关。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

３月时把新冠肺炎称为“小流感”，一直反对采取封锁措施，指保持社交距离只会破坏经

济。 

 

博尔索纳罗说：“现在已经有 70 天封锁了，我们有两个问题：生命和病毒，当然还有失

业。”他呼吁开放经济，称非必要行业的关闭对巴西来说是“可怕的耻辱” ，他希望经济

“再次运转”。 

 

他支持“垂直隔离”，像母亲一样的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留在家里，但允许“年轻人”重返工

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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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染疫死亡人数全球第一 

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巴西成为医护人员死亡最多的国家。巴西已有超过 1.7 万医护

人员感染冠状病毒，至少 157 人丧生。  

专家表示，卫生专业人员之间的病毒传播，主要取决于一般人群的传播情况，但其

他如隔离危险群专业人员、是否充分提供个人防护装备，以及正确观察预防规程

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卫生专业人员的死亡。  

 

 

（图源：REUTERS） 

代祷需要 

1. 求神给政府爱护人民的心和智慧，重视防疫及恢复经济之间的平衡，有效控制疫症

的蔓延。 

2. 求主医治患病者，让医护人员有足够的防备物资，避免受感染。 

3. 为巴西的经济复苏代祷，封城付上很大的经济代价，很多工人面对失业的危机，各

行各业都需要复苏，希望复工后不会有另一轮的疫症爆发。 

4. 求主安慰所有丧亲者，赐智慧和爱心给巴西的教会去安慰、辅导，帮助丧亲者有勇

气面对新的生活。 

5. 求主记念巴西的贫民，供应他们有足够的粮食，保护他们免受感染，有机会接受检

测，一旦患病可以及早隔离和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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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付姊妹代祷 

良院同工们，辛苦了！感谢神使用你们，关怀那些在患难中、疫症中的人们，用神的爱

给予他们心灵的安慰。愿神兴起更多的守望者，为神的家、神的国、神的儿女及所有神

要拣选的灵魂守望！愿神记念你们团队同工们手中所作的。愿圣灵浇灌、充满每个人的

心，赐给你们属天的智慧和能力，祝福你们所作的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慈悲荣耀的圣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是公义圣洁的神！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万军

之耶和华神啊！你应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

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代下 7：14） 

 

感谢神在全地藉着新冠肺炎疫症灾难，唤醒在罪恶过犯中的百姓，使列邦列国从上到下

的子民，都披麻蒙灰跪拜在全能者面前，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祈祷，承认自己的国家及

人民所犯的一切罪。恳求你怜悯你的百姓，怜悯还没有得救的千千万万的灵魂。 

 

恳求你的怜悯临到巴西这个国家，使他们悔改的心蒙你悦纳，赦免他们的罪，医治被感

染的 58 万多人的身体。恳求你照着你的应许，医治这地，除去疫症。让人都看见且认

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全能者—耶和华神！愿你命令这暴虐的疫症灾祸止住。 

 

愿你的圣名在全地被高举，愿你拯救的角高高地扬起。求主十字架上爱的火焰在全地燃

烧，焚烧一切的邪恶罪孽，使咒诅化为祝福。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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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于姊妹代祷 

慈爱的圣天父，感谢你，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我们敬畏你。求神怜悯世人，把救恩赐

给世人，特别是香港人，也求神怜悯美国、巴西！救救他们的灵魂，医治他们的疫病。

特别是各国的儿童，消除他们的贫困、饥饿，赐福与他们，使我们一起以神为乐！也求

神祝福良友电台的每位家人！垂听他们的祷告！担当他们的重担，医治他们的疾病！奉

主耶稣基督的尊名祷告！阿们，感谢神！ 

 

沈灵风牧师代祷 

今天继续呼求神的拯救： 

 

万军之神啊，“你造光，又造暗；你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你耶和华。”（赛

45：7）这世代应当在你面前自卑，世人应当呼求你的名！因为惟有你掌管万有，惟有

你掌管生命，惟有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仰望你！ 

 

主啊，这世代实在遭遇了灾祸，但我们知道，灾祸也是在你手中掌管；我们呼求你的怜

悯，甚愿你止住灾祸，赐下平安！ 

 

但主啊，我们更愿你的名在这灾祸中被高举，你的荣耀在这灾祸中被彰显；我们更愿越

来越多的人悔改，越来越多的人归向你；我们更愿你的作为被人称颂，你的福音传到地

极；我们更愿耶稣基督早日回来，新天新地早日降临！ 

 

主啊，求你大施拯救，求你兴起教会，也洁净教会，大大使用你的众儿女，扩张你的国

度；也求你赐下你圣善的话语，警醒这世代，安慰世人，引领世人，把人带到耶稣基督

的面前蒙恩！ 

 

“求你指教我们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们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们到平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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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耶和华啊，求你为你的名将我们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们从患难中领出来。”（诗

143：10–11）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万国万民的祝福 

送上一首云上大合唱诗歌《The Blessing》（祝福），由世界各地的信徒，用英语和不同国

家的语言唱出圣经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

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民 6：24–26）视频的中间还有各国的小朋

友用经文彼此祝福，盼望我们在全球的疫症中，彼此祝福、彼此代祷，愿神的平安临到

各族各民，医治和拯救巴西人民，让世人得到胜过疾病和死亡的永生的祝福。 

 

《The Blessing》（祝福） 

曲词： Steven Furtick, Chris Brown,  

Kari Jobe, Cody Carne 

 

主祝福你 The Lord bless you 

保护你 And keep you 

用他脸光照亮你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且赐恩与你 

And be gracious to you 

主仰脸 The Lord turn His 

朝向你 Face toward you 

赐你平安 And give you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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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们 Amen 

 

愿祂恩惠 赐福与你 

May His favor be upon you 

上千世代 直到永久 

And a thousand generations 

你的家庭 And your family 

你的孩子 And your children 

他的孩童 And their children 

他的后代 And their children 

 

愿祂同在 在你面前 

May His presence go before you 

在你身后 And behind you 

在你身旁 And beside you 

围绕着你 All around you 

在你内心 And within you 

与你同行 He is with you 

与你同行 He is with you 

 

在众早晨 In the morning 

在众夜晚 In the evening 

你的到来 In your coming 

你的归去 And your going 

你的哭泣 In your weeping 

你的欣喜 And rejoicing 

祂为着你 He is for you 

祂为着你 He is for you 

 

祂为着你 He is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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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6 日 

39. 秘鲁：面对多个无形敌人的秘鲁 

阮一心 

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中心已从美国转移到美洲，巴西 6 月前一周的新增确诊数字超过

15 万，秘鲁新增近 4 万宗，智利、墨西哥的新增确诊数字共超过 5 万。截至 6 月 5 日，

秘鲁确诊 183,198 宗，5,301 人死亡，已成为全世界第 9 位最多确诊病例。今天我们为秘

鲁代祷，求主复兴当地的经济，解决失业和饥饿问题，保守教会在患难中茁壮成长。 

 

 

直击秘鲁 

 

秘鲁名为秘鲁共和国，位于南美洲西部。秘鲁的人口非常多民族化，2018 年人口约 3,255

万，是南美第 4 大人口国家。 

 

全国基督信仰人数 2,820 万，基督教福音派人数 340 万，但增长最快速的宗教是民族信

仰。福音派在动乱的时期依旧茁壮成长，尽管有 750 位福音派领袖殉道，还有多人被诬

告入狱。 

 

天主教会正面临一场危机，只有 5%天主教徒参加教会。许多教友离去，有些加人福音

派教会，另外一些则信奉另类宗派、无神论或古老的安地斯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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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抗疫措施 

秘鲁在 3 月已下令全国实施宵禁及限聚令，总统毕斯卡拉（Martin Vizcarra）实行的抗

疫措施比较特别，把民众按性别分类，限制人们外出，防止新冠肺炎病毒在社区扩散。

只准许所有男性在星期一、三、五外出，女性在星期二、四、六外出，而所有人在星期

日必须留在室内。从事有需要及服务性行业的人，包括在杂货店、银行、药房和医院的

员工不会受约束。 

 

 

 

港人感染病逝 

秘鲁 3 月 16 日紧急关闭航空以及陆路运输，一名 64 岁香港男性游客，早前与太太一同

到秘鲁旅行。两人滞留当地，一直自行隔离，未有到当地医院求医。直至 3 月 27 日丈

夫因病去世，当局化验结果发现死者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港人在秘鲁确诊不治后，89 名滞留的港人向香港入境处求助。到了 4 月初，65 名香港

居民终于可以自费乘搭港府安排的专机回港。他们经检测后共有 5 人确诊，3 宗来自秘

鲁旅行团，曾到过巴西、阿根廷、智利、复活岛、秘鲁。另外 2 宗是自由行旅客，确诊

者在秘鲁感染的机会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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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逃离城市 

在当前的危机中，因封城，许多中产阶级和贫困阶层的家庭决定回到乡村。政府试图控

制这种大规模的移民，要求人家回乡村前进行登记。秘鲁的高速公路上涌现了大量的步

行者，逃离受新冠肺炎影响的大城市，前往乡村。 

 

失业和饥饿 

拉丁美洲各国的卫生系统往往人手不足，资金匮乏。因经济不景气，各国的公共服务系

统薄弱，配套设施比欧美国家少得多。各国劳工市场又多是非正规的“零工经济”，令

许多人只能赚得当日的开销，乃至 3 餐不济。 

 

为管控疫症而采取的封城措施，使成千上万的街头小贩和其他零工失业。秘鲁大部份地

区已经封城两个多月，经济大受影响，近三分之一的秘鲁人失去了工作。 

 

拉美各国甚至要面对窘迫的饥饿问题。联合国更以“圣经式的饥荒”（Biblical famine）

来形容当下各发展中国家的现况。 

 

两个无形敌人 

与此同时，在拉丁美洲许多地区流行的登革热高峰期即将到来，各国要面对新冠病毒和

登革热两个无形敌人。 

 

代祷需要 

1. 求神给政府智慧，做好防疫及恢复经济，有效控制疫症的蔓延，又能解决失业的危

机。 

2. 求主医治患病者，让医护人员有足够的防备物资，有效控制新冠病毒和登革热的传

播。 

3. 为经济复苏代祷，希望复工后不会有另一轮的疫症爆发。 

4. 求主复兴基督教会，坚固信徒的信心，在患难中持守信仰，见证福音。 

5. 求主看顾贫民，供应他们有足够的粮食，给他们有工作的机会以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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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贾姊妹代祷 

亲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我们为巴西这个充满活力与热情的国家祈祷！目前疫症泛滥，令

多少家庭支离破碎，伤亡惨重！又导致医护人员的病亡率达到世界最高指数，而且封城

使得贫苦百姓民不聊生，痛苦连连！ 

 

父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以天主教

和基督教为主体的巴西，它病了，需要天父来全然医治、眷顾！带领他们进入到你医治

的安息里，扭转巴西领导层的不正确的决策，惊醒那些不以为然的老百姓的心灵，抚慰

丧亲家庭中的人们的悲伤心灵，重整旗鼓，开始新的生活。怜爱那些原本就清贫的人们，

保守他们在基督徒爱的帮扶下，能够保证衣食住行的所有需求，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 

 

父啊，巴西医护人员伤亡惨重，祈求天父降下各样的福气给予巴西的医护人员，重新加

强他们的防御与医治的能力，使得在医院救治的战场上得胜再得胜！ 

 

也祈愿我的神，看护巴西的孩子们，在疫症还没有控制好的时间段里，能够安居家中，

每个孩子都能够接受信仰与学业两不误的栽培！保守他们不遇见灾害并有丰富的日用饮

食！ 

 

愿巴西从幼到老人人都尊主为大，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坚定不移的高举基督的救恩之旌

旗，在整个世界里继续遵行作主门徒的大使命！ 

 

如此祷告都是奉主名求告的！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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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林姊妹代祷 

主啊，求你搭救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巴西人民，赐下怜悯。主啊，我们愿巴西的人民都能

够仰望你的怜悯医治。求主赐给巴西领导人智慧和爱护人民的心，把握好防疫及恢复经

济之间的平衡，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使得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能够上下一

致，全民一心，以至于疫症的蔓延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增加他们的防疫意识。 

 

天父，在所有领导之中，你是最高的领导。我们也要敬畏你顺服你。以前没有做好的，

请你原谅赦免我们的罪。也祈求你赐给巴西每位同胞一颗悔改的心；我们请求你在我们

人为努力上，帮忙我们消灭所有的新冠病毒，这是我们的恳求。 

 

大卫为耶和华筑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使全国的瘟疫止息，救百姓脱离苦难。他们愿

意向神奉献，活出倾情奉献的生命，止息瘟疫，给百姓带来祝福。君王真诚悔改，愿意

承担一切的后果，不将责任推卸别人。错而能改，主所喜悦。洁净巴西的教会。 

 

主啊，更求你搭救巴西人民当中的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箴 

14：31）拯救他们免于凶恶，恩赐他们早日平息疫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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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付姊妹代祷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是配得荣耀、配得赞美的真神活神！ 

 

万军之耶和华神啊！我们再次恳求你施恩与这地上的百姓。特别是巴西这个国家，疫症

的蔓延正在飚升，危机四伏。 

 

听祷告的神啊！祈求你的怜悯临到巴西这片土地，怜悯这地上的百姓，求你赐给执政掌

权者聪明智慧和怜爱百姓的心，倚靠你的帮助来应对当前的疫症；求你大能的膀臂保护

那些奋战在医疗前线的医务工作者及所有工作人员。 

 

求你照着你的应许，眷顾巴西那片土地，发出命令除掉那里的疫症，使百姓脱离这大患

难。恳求你怜悯那些失业人员及家庭，作他们的避难所，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 

 

神啊！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求你使用这个大患难，让你的

儿女警醒悔改；让迷失的人被你寻回；让不认识你的人遇见你，信靠你。 

 

神啊！求你快快地动工，拯救巴西，医治这地，祝福人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祷

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让我们同心敬拜赞美神： 

 

至高至圣的主啊，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举手敬拜！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你就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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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林后 1：3–4） 

 

主啊，感谢你永不改变的慈爱，感谢你一切美好的应许，感谢你救我们出死入生，使我

们在患难中大得安慰，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

中，我们必得见光！（诗 36：9） 

 

主啊，兴起我们，使我们这得了大光的人能够使别人被照亮，使我们这得了生命的人能

够使别人得生命，使我们这得了安慰的人能够使别人得安慰！但愿耶稣基督一切的丰富、

话语、能力、救赎，藉着我们祝福这个灾难的世代，祝福更多苦难中的人！ 

 

慈悲的神啊，“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

后有指望！”（耶 29：11）我们的指望在乎你，我们的拯救在乎你，我们的福分在乎你；

愿你平安的意念临到我们，临到一切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临到这个末后的世代！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神真伟大》 

送上一首现场加上云上大合唱的诗歌《How Great is our God》（我神真伟大），是由基

督徒作家克里斯．汤姆林（Chris Tomlin）创作的，以反复的歌词和简单的旋律，成为全

世界传唱的歌曲。这首世界版的《我神真伟大》，由印度、印尼、俄罗斯、西班牙、葡萄

牙和中国等地的知名基督徒歌手，以及祖鲁族原住民演唱。在视频里可以看到世界各国

的景象，包括中国的城市，万国万民都来敬拜赞美神，歌颂我们的神何等伟大。 

《How Great is our God》 （我神真伟大） 

曲词：Chris Tomlin 

 

【印地语（印度）】（Dilip Kurian 演唱） 

啊啊啊... 

 

【英语】（Chris Tomlin 演唱） 

The splendor of a King, clothed in majesty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all the earth rejoice 

尊贵荣耀君王 在全地之上 

愿万民都喜乐 全地都喜乐 

 

【印尼语】（Sidney Mohede 演唱） 

Terang–Nya bersinar, Kegelapan t'lah sirna 

Sujudlah pada–Nya, Sujudlah pad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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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满有光耀 黑暗尽藏 

跪拜我们的神 跪拜我们的神 

 

【俄语】（Roma Kasevich 演唱） 

Наш Бог так велик! 

Пой со мной, наш Бог так велик! 

Пусть видят все, наш Бог, наш Бог, так велик! 

我们的神何等伟大 

跟我一起唱 我们的神何等伟大 

全部的人都要看见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何等伟大 

 

Age to age he stands, And time is in his hands 

Beginning and the end, Beginning and the end 

昔在永在君王 从今直到永远 

你从不曾改变 永存在天地间 

 

【西班牙语】（Marcos Witt 演唱） 

Los tres en uno son, La santa trinidad 

Cordero y el león, cordero y el león 

三位一体 圣洁三一真神 

羔羊和狮子 羔羊和狮子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Marcos Wittc 和 Fernandinho 合唱） 

Cuan grande es mi Dios 

Quão grande é o meu Deus 

Cantemos, cuan grande es mi Dios 

Cantarei, Quão grande é o meu Deus 

Y todos lo verán, cuan grande es mi Dios 

Todos hão de ver, quão grande é o meu Deus 

我们的神何等伟大 

唱，我们的神何等伟大 

全世界都要看见，我们的神何等伟大 

 

【英语和祖鲁语（南非原住民）】 

（Victor Masondo 指导并由祖鲁族合唱团演唱） 

Name above all names,（Nkosi yamakhosi, Baba） 

Worthy of our praise （Sithi uyingcwele, 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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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你至圣尊名 （万王之王 阿爸父） 

配受大赞美 （主你是圣洁 阿爸父） 

全心歌颂 我神 真伟大 

 

You are the name above all names 

（Somandla Somandla, Baba） 

You are worthy of our praise 

（Somandla Somandla, Baba） 

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你至圣尊名 （全能者 全能者 阿爸父） 

配受大赞美 （全能者 全能者 阿爸父） 

全心歌颂 我神 真伟大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我神 真伟大 歌颂 

你圣名 真伟大 全地都 

看见 我神 真伟大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 

我神 我神真伟大 

 

（The whole world sing, the whole world sing） 

（全地歌唱 全地歌唱）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 

我神 我神真伟大 

 

【祖鲁语】 

Yebo Nkosi ye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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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我王 

 

【华语】（孟京辉演唱） 

我神真伟大 

歌颂你圣名 真伟大 

全地都看见 我神真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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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9 日 

40. 美国：疫症中每个人同样宝贵 

阮一心 

从 3 月 31 日起写第 1 篇“情系世界”为美国代祷开始，没想到经过 69 天后，写到第 40

篇“情系世界”再为美国代祷时，新冠病毒仍在世界各地肆虐。美国的确诊个案为全球之

冠，截至 6 月 8 日，已有 1,942,363 宗确诊，超过 11 万人死亡，共有 110,517 人失去了

宝贵的生命。 

 

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生而平等，不论肤色、种族、国籍、阶级和性别，每个人在神的

眼中都看为宝贵。最近因为一名美国黑人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拘捕

后死亡，引发在美国各大城市，甚至不同国家都有抗议活动，再次提醒世人：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今天我们特别关心在疫症下黑人面对的困难，求主医治、拯

救和保护他们。周四我们会分享美国教会怎样在动荡中反思，让白人和黑人走向复和的

道路。邀请你同心合意为美国和全世界祈求平安，在留言区里写下祷文，一起寻求主的

施恩怜悯。 

 
 

直击美国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新冠肺炎种族人口统计信息，截至 5 月 20 日，新冠肺炎死者中有

近 23%是非裔美国人，而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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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均和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不平等，通常会导致饮食不良，以及整体健康状况更差，

这往往会让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更容易受到疫症伤害。 

 

 

（图源：《香港经济日报》) 

穷人死亡率高 

纽约市政府健康部门的数据显示，当地的贫富差距令各区死亡率最多可相差 15 倍之多，

其中黑人、拉丁裔、西班牙裔的聚居地，更是重灾区。 

 

布鲁克林是纽约 5 大区中，人口最多的一区，位于曼哈顿（Manhattan）东南部，东连皇

后区（Queens）。在曼哈顿，每 10 万人就有 31 人死；在邻近的皇后区，有超过 40%黑

人人口以及 25%拉丁裔或西班牙裔人口，每 10 万人中，就有 444 人死，死亡率比曼哈

顿高出 15 倍。 

 

（图源：《香港经济日报》) 

 

美国有线网络电视（CNN）报道指，非洲裔美国人死亡率高企，有 3 大原因： 

1.居住环境挤迫 

黑人多住在城市，较少住在近郊等空旷地区；居住环境挤迫狭窄，有利病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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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裔健康保障较少 

与白人相比，非洲裔美国人的健康保险覆盖率较低，难享用医疗服务，即使怀疑确诊也

难以负担检测费用。非裔美国人比其他种族更容易患上糖尿病、高血压和哮喘，而这些

病症更可能导致患者死于新冠肺炎。 

3.较少机会在家工作 

封关、居家令等措施令基本业务普遍关闭，非洲裔和拉丁裔工人在家工作的可能远低于

白人。工人过着手停口停的生活，即使在疫症爆发期间，仍要继续工作，增加感染机会。 

 

 

黑人失业率高 

美国就业人口中有 12.3%是黑人，约 1,960 万人。很多黑人从事餐饮、杂货店、服装店、

加油站、干洗店、旅游业等最受疫症打击、较低收入的行业，使黑人失业率不断上升。  

 

新冠疫症暴发后，到 4 月，美国的失业率上涨到 14.7%。其中黑人失业率涨至 16.7%，

超过全国水平；白人失业率为 14.2%。 

 

失业导致缺水缺粮 

黑人经营的小型企业很难申请政府援助贷款，很多小商店面对经营困难。最近的一项调

查显示，与其他群体相比，非洲裔美国人比较少有额外存款来支付 3 个月的费用。所以

当他们突然失业，就会面对缺乏粮食、没法交水电费等基本生活开支。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美国每年有 1,500 万户面对停水问题，其中以密歇根州的

底特律（Detroit）的断水数字高企。穷人付不起水费，就要面临被停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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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有非牟利组织为基层市民提供食物，被停水的人中，比例最高是黑人女人。曾有

个案全家 11 口同住一屋，家中停水，又不敢出门取水，因为女儿有新冠肺炎的症状，怕

传染给其他人；她又拒绝组织为他们送水，因屋内断水无法清洁打扫，已臭气熏天，不

好意思让人进来。 

 

代祷需要 

1. 求神给政府智慧，在贫穷地区做好防疫及检测，让受感染的居民可以早日隔离和医治，

穷人也可以得到妥善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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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主供应医护人员有足够的防备物资，赐科学家智慧早日研发出疫苗来控制新冠病

毒的传播。 

3. 求主看顾非裔贫民，供应他们有足够的粮食和食水，给他们有工作的机会以维持生

计。 

4. 求主复兴基督教会，让不同种族的信徒可以彼此认罪，同心合意在动荡中作和平之

子，见证福音。 

5. 为社会复和代祷，不同种族、阶级、身分的人放下偏见，彼此尊重。 

 

加州赵姊妹 

从新闻上看到美国情况有些乱，疫症加上暴动，求神彰显他的公义和怜悯，也求主藉着

这些事情使美国回归到神面前，求主复兴美国！这是我们教会每周的祷告。 

 

华盛顿州张弟兄 

求神帮助平息美国的种族抗议事件。让美国复工有序，失业的人可以尽早复工找到工作。

希望黑人不再受歧视，也希望黑人社区自强。 

 

洛杉矶余姊妹 

余姊妹和郑弟兄在进修神学，现在仍居家网上聚会。郑弟兄的身体不能太劳累，求主医

治，使他有健康完成学业。在疫症中家人们的担心，教会肢体的挂念，以及生活的压力

和近日的暴力抗议，都让他们在异乡更感孤单和忧愁，很需要代祷。求主怜悯看顾，带

领他们安然度过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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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姊妹代祷 

掌管一切的神啊！ 

 

你是有怜悯慈爱的神，你乐意饶恕人的悖逆和罪孽。求你因耶稣的宝血赦免这个时代，

求你除去全球疫症，止息美国暴乱，让这个国家人民能完全按你的真理和正义行事，成

为你祝福的器皿。 

 

求你赐福那些追求公义和平的人，保守他们的健康与平安。求你赐教会牧者智慧和能力，

能带领你的百姓和教会积极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切实行出你的大爱，关顾那些有需要

的人，活出生命的见证，来彰显你的大能和荣耀。 

 

求怜悯的主保守香港这片你所祝福使用的土地，赐下平安给你的儿女，在任何境遇中你

都与他们同在，带领香港前程，继续祝福中国。 

 

更求你拣选中国的百姓君臣都能认识你，按公义治国安邦，怜悯拯救 14 亿灵魂，复兴

中国教会，大大赐福中国成为敬畏你的国家。 

 

愿主的旨意成就，一切荣耀归于你。奉主名求，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我们今天为着从美国蔓延到多国的反种族歧视抗议祷告： 

 

至高者啊，求你怜悯这个世代，新冠疫症还没有结束，多国又爆发了反种族歧视抗议，

甚至多地演化为暴乱。在这动荡的世代中，我们仰望你，因为惟有你是掌权的大君王，

惟有你掌管国家，惟有你掌管人心；惟有你是医治者，医治人的身体，医治人的心灵，

医治我们的地；主啊，也惟有你是真正的公义者，“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雅 1：

20）因为“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赛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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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求你在这世代中赐下和平，赐下拯救，赐下悔改的心，使福音广

传，基督的名被高举，因为惟有十字架才能灭掉冤仇，惟有十字架才能带来真正的赦免，

惟有十字架才能使人在爱里合一！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

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

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雅 3：16–18） 

 

求主将你的智慧，将你的心意，将你美好的性情赐给各国的领导人，也赐给百姓；愿你

的荣耀彰显在全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 6：

10）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奇异恩典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任何人比另一个人更优越。如果不是神的赦免，我们

只会死在罪恶过犯中。今天我们因着承认我们的罪，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

才成为一群蒙恩的罪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送上一首由美国生命教会（Life 

Church）在云上大合唱的诗歌《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不同种族的信徒同心唱出

和谐的诗歌，见证神奇异的恩典。 

《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 

曲词：John Newton / Life Church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我罪已得赦免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前我失丧 今被寻回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Now I see, now I see 

瞎眼今得看见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如此恩典 使我敬畏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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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心得安慰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初信之时 我蒙恩惠 

真是何等宝贵 

 

Oh death, where are you? 

Where is your sting? 

死亡毒钩 尔在何处 

How sweet the sound of 

This victory 

胜利凯歌 何等甘美 

Oh church, where are you? 

Come rise and sing 

教会起来 同声齐唱 

How sweet the sound of 

Our victory 

胜利凯歌 何其铿锵 

 

When we’ve been there ten thousand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住在天家 千万年世 如日无限光亮 

We’ve no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d first begun 

时时颂赞 永不止息 仍像凯歌初唱 

 

Oh death, where are you? 

Where is your sting? 

死亡毒钩 你在何处 

How sweet the sound of 

This victory 

胜利凯歌 何等甘美 

Oh church, where are you? 

Come rise and sing 

教会起来 同声齐唱 

How sweet the sound of 

Our victory 

胜利凯歌 何其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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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 日 

41. 美国：复和始于悔改，求主改变我们的

内心 

阮一心 

美国在新冠病毒和近月的抗议冲突中深受创伤，截至 6 月 10 日，已经有近 198 万

新冠病毒感染者，有至少 11.2 万人病亡，每日仍有大约 2 万例新增病例。比新冠

病毒更难医治的是潜藏在人心里的罪恶、偏见和仇恨，随着被暴力执法致死的乔

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已安葬在他的家乡休斯敦，盼望美国社会慢慢走向

复和的道路。今天我们为美国代祷，复和从悔改开始，求主改变我们的心思和行

为，使用美国教会踏出复和的第一步。  

 

 
 

直击美国 

目前所有 50 个州都已开始放宽疫症限制措施。本周重灾区纽约第一阶段重新开放，

有 20 到 40 万人返回工作岗位。第二严重的新泽西州，已进入重启第二阶段，户外

饮食区域陆续开放。疫症严重打击经济，新泽西州 3 月失业率猛增至 15.3%，目

前有 110 万人申请失业救济金。  

 

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整个夏季缓慢感染，可能会导致今年秋天大规模疫症复发。

美国在秋季和冬季可能会同时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和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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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前总统齐发声  

美国 4 任前总统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卡特都为 “弗洛伊德之死 ”事件发声，

表达对种族歧视的谴责和对受害者及家人的同情，并呼吁反思国家的“悲剧性

失败”。 [1] 

 

奥巴马称“种族主义是我们社会的原罪”，他呼吁美国人民共同努力改变现状并

实现理想。  

 

小布什指出这次悲剧引发大家反思该如何结束美国社会中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种族优越感的传统和习惯曾经几乎分裂了这个国家，现在也仍然威胁着这个国

家。  

 

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称，希望他的 4 个孩子可以生活在一个

不以肤色来划分，而以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家。但如今，这个梦想 “似乎更加

遥不可及了”。克林顿表示，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被尊重的平等权利。 “弗

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悲痛、愤怒、沮丧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在提醒美国人民，

一个人的种族几乎决定了他在美国社会被对待的方式。  

 

 

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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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 95 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表达了对种族歧视的愤怒和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

同情，并呼吁美国当权者挺身而出对抗种族主义。卡特同时反对抗议事件引发

的暴力冲突，“我们必须让种族歧视暴露在聚光灯下，但暴力行为不是解决办

法。” 

 

暴力以外的行动  

纽约市长白思豪说，针对警察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的抗议基本上是

“和平的”。“有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使用暴力，也有一小部分犯罪分子使用暴力，

但与绝大多数保持和平的抗议者相比，这只是极小的比例。”  

 

 

 

在冲突的现场，有教会牧者和信徒在人群中祈祷，有白人和黑人信徒彼此跪下流泪  

祷告，更有小孩为警察祝福祷告…… 

 

悔改始于教会 

塞斯•马丁是明尼亚波利斯市布鲁克社区教堂（The Brook Community Church）的

创会牧师。在佛洛伊德去世之后，他带领他的会友在事发地点参加追悼会静坐、唱

诗歌和祷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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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估计，大约有 90％的示威者和平地唱着诗歌、静坐或游行，只有发生少数的

抢劫、燃烧和损毁他人财物事件。  

 

他们在 5 月 30 日举办一场跨宗派牧师团体的守夜祷告会，牧者祈求神为当地带来

和平，带来他的爱和公义，带来他的国，拯救人们远离自私和罪恶，使他们知道自

己是谁。也祈求神给佛洛伊德家人带来莫大的医治，还有医治种族歧视的问题。  

 

马丁牧师宣讲：悔改始于教会，神的子民必须大胆地向他人伸出援手。他带领群众

承认自己的偏见和种族主义。  

 

谦卑祷告、洗脚服侍 

面对暴力抗争，神呼召众信徒，用谦卑表达爱，不分种族，彼此服侍。  

 

 

基督徒与和平抗议者聚集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卡里（Cary），宣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没有种族差异。[3] 

 

6 月 6 日，索博马．沃科马（Soboma Wokoma）牧师和妻子在遗产中心教会（Legacy 

Center Church）举办活动，信徒和社区领袖为终止种族主义祷告，并为非裔美国人

洗脚。 

 

  



情系世界(上) 

338 

警察局长和市长为市民洗脚 

莎拉（Shara）和丹尼尔．查尔默斯（Daniel Chalmers）的“爱得胜事工”（Love Wins 

Ministry）促成了莫里斯维尔（Morrisville）、爱佩克斯（Apex）、卡里的警察局长

与卡里市长哈罗德．温布莱希特（Harold Weinbrecht）参加洗脚仪式，用行动来表

达谦卑服侍，见证神的爱。  

 

 

基督徒在种族主义的冲突中表达团结合一，莎拉说：“两位基督徒警察局长愿意参

与洗脚仪式，沃科马博士决定在警局前的台阶进行洗脚礼，意味权柄和领袖效法

耶稣为门徒所做的服侍。这是教会的关键时刻，当爱成为终结奴隶制的解答时，我

们不能缺席。为弟兄姊妹洗脚服侍，填补警察与民众间的鸿沟。我们必须勇敢站

立，传达爱的讯息。” 

 

7 岁男孩为 64 位警察祷告  

不要以为神只使用牧师和大人物来展开复和的工作，神同样使用小孩成为爱的使

者，把祷告和关心带给警察。 

 

一名住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土尔沙（Tulsa）的 7 岁小男孩特雷（Trey），听完父母

告诉他美国各地所发生的抗议事件后，他竟然主动告诉妈妈想要亲自为警察叔叔

伯伯们按手祷告。于是在本月 4 日，母亲布列塔尼带着特雷来到了土尔沙警局，与

警察局长温德尔·富兰克林（Wendell Franklin ）会面，并为他祷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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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局长也在自己的推特上说，“谢谢特雷今天到我们的社区，为我和整个警

局祷告。今天能与这位小男孩的大使命有份，使社区团结一致，是我莫大的荣幸。

他（特雷）就像是一颗芥菜种，虽小却能产生巨大影响力。”  

 

特雷在受访时表示，“他们（警察）正处在艰难的时刻，我只是认为这样（祷告）

可以帮助他们。”他用简单的祷告词逐个为警察按手祷告：“求天父爸爸来保护警

察叔叔阿姨、他们的家人，和我们所在的城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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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布列塔尼也特别为特雷在社区展开了一场祷告会，并邀请几位宣教士及牧师

参与其中，欢迎所有有需要的警察人员能前来，为他们祷告。目前，特雷已经为 64

名警察祷告，让神亲自来祝福这些站在前线的警察人员。  

 

 

 

悔改始于内心的转变 

如果以上的祷告、洗脚复和行动不是出自信徒的内心，这一切只是虚伪的行为。基督徒

要从内心被神改变，彻底改变我们里面的骄傲、自大、不饶恕，种族的矛盾才能化解，

达到真正的尊重。 

 

Elevation Church 教会的史提芬牧师（Steven Furtick）在这艰难的时刻，邀请了黑人牧师

约翰（John Gray）一起在信徒面前举行真诚对话，《Become The Bridge》（作桥梁）这

一个小时的对谈很值得大家去详看。[5]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黑人和白人牧师的对话，约

翰牧师认为种族歧视的对谈需要从教会开始，也唯有教会才有答案。复和从悔改开始，

悔改从心的转变开始，再带来行为的转变。我们需要求主改变我们的心，使黑人和白人

能真正的切实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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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一位警官：“我怎样为你祈祷？”他说：“为我们每一个人祈祷，让我们内心愿

意被改变。”这也是所有人的祷告，求主改变我们，破碎我们的骄傲，使我们能够完成

你的旨意。 

 

《当世界动摇》（When the World Shaken）（视频） 

2020 年还未过到一半，全世界已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在这个不安的世界中，哪里才是

真正的避难所？葛福临牧师以太 8：22–27 耶稣平静风浪的信息呼吁我们，回到耶稣的

面前投靠他，就可以得到胜过狂风大浪的平安。 

 

 

 

河南李姊妹代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恳切寻求，切切呼唤，定睛仰望主的面。瘟疫尚未止息，暴

乱又添惊慌，请在这动荡不安的世代中，赐下和平，止息纷争。  

 

感谢主恩待保护我们的生命，直到如今。气息尚在，生命存留。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恩典。 

 

求主怜悯拯救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家庭，从悲伤痛苦中振作，破碎的心灵中经历主爱医

治，从苦境中转回，经历归向基督的机会。  

 

求主赐各国政府官员，有智慧和聪明作管理工作，在医疗、设施、人手、物资都得到充

足供应，记念在一线抢救生命的医护人员，并保护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免受病毒感染。  

 

求主唤醒各处基督徒祷告的热忱，为自己、为世界成为代祷的勇士。激发社会各阶层，

在穷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并为此次美国大规模暴乱，求神止息纷争，止息暴力，

止息种族歧视。求主施恩保护指引，使国民维持秩序，看重生命的价值，处事公平。 

 

我为所有爱你的人祈祷，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的真理并热心遵行。使所学一切的知识

转化为我们人生的智慧，改变我们拥有基督丰盛的生命，就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操练敬

虔与主同行。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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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弟兄代祷 

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美丽富饶的生存环境，使我们可以繁衍生息，

享受自然之美，生活之乐。 然而，在这个充满动荡与悖逆的末世时代，我们偏离了你的

正道，走向堕落。  

 

孩子知道你是慈爱怜悯的神，但你更是公平正义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你的刀必磨快，

弓必上弦。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

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阱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

脑袋上。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你，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惩罚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爱的表

现形式，惩罚可以使人悔改归正，重新做人。如果没有惩罚，救赎就无从谈起。对恶人

的惩罚，就是对好人的怜悯。所以孩子祈求你惩罚那应该惩罚的，怜悯那应该怜悯的。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林真儿老师代祷 

慈悲的父神，我们仰望你！在你宝座前，我们恭敬将你所爱的美国高举交托，求你的宝

血厚厚遮盖洁净这片土地！当我们忘记造物主的尊贵，悖逆你的心意，求你的怜悯向我

们延伸，忍耐坚韧我们所犯的罪，赦免一切的不义！ 

 

帮助我们回转，重新回到你的道路中，看生命为宝为尊；弃绝一切的不虔不义，使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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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成为这地的医治！我们需要你！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 

 

求你拆毁人与人心中隔断的墙，让我们在这地看见复兴，看见主基督里的合一！就从你

的家起首，使爱的力量融化一切恨的坚冰，使你的荣耀在这里再次彰显，使万国万民都

能因此认识你！感谢赞美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今天为着发生在美国的种族冲突祷告： 

 

慈悲的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求你怜悯美国，怜悯美国的社会，怜悯美国的民众，因为

种族冲突愈演愈烈，一些地方出现了暴乱；甚至加拿大近期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我们

仰望你施恩的手，求你引领政府，也引领百姓行在你美好的心意中！ 

 

主啊，无论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都是按着你的形象造的，我们生命中都有你的尊荣，

我们在你面前都是平等的！求你除去人心中骄傲自大、歧视别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罗 3：23）；主啊，赦免我们这些罪人，怜恤我们这罪人中的罪魁！ 

 

“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 10：12）求主除去人心中的仇恨，赐下

属天的大爱，求主用你的爱医治破碎的美国，安慰伤痛的人心；也在你的爱中高举基督

的十架，赐给这个世代有悔改，有拯救，有和平，有合一，有真理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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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太 6：12）求主赐下宽容赦

免的心，帮助美国的社会，也帮助世人能够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如同你愿意饶恕我们，

接纳我们！ 

 

主耶稣啊，你曾说在你回来以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

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路 21：10–11）这一切的预兆

都发生在我们眼前，求主预备你众儿女的心，使我们儆醒祷告，等候你来！我们要在各

样的混乱与患难中“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路 21：28） 

 

荣耀的大君王啊，我们等候你，愿你的荣光充满全地！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何等宝贵 

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同样的宝贵，不分肤色和种族。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声称：人

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

福的权利。 

 

马丁路德金提醒我们：“爱是我们的唯一武器。” 

 黑暗无法驱走黑暗， 

 只有光明才能做到； 

 仇恨无法消除仇恨， 

 只有爱才能做到。 

 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 

 only light can do that. 

 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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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

得完全。” （约壹 4：18） 

 

在弗洛伊德的丧礼里，有黑人女歌手献唱这首诗歌：《Oh How Precious》（噢 何等宝贵），

提醒我们要倚靠基督何等宝贵的圣名。当我们的心充满失望，要记得神看顾我们。当我

们在怀疑、迷失中，让神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求主帮助我们用爱的力量，去

对付和战胜恨的势力。 

 

《Oh How Precious》（噢 何等宝贵） 

主唱：Kathy Taylor（凯西·泰勒） 

 

When you're lonely 

And y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despair 

Remember God cares 

God cares for you 

And when you're in doubt 

And you can't find your way out 

He will see you through yes he will 

(see you through, see you through) 

Just call on the name of Jesus 

Just call his name  

(just call his name out loud) 

Oh how precious (oh how precious) 

Precious, 

Precious 

Precious is is his name  

(precious is his na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y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despair 

Remember God cares 

God cares for you 

And when you're in doubt 

And you can't find your way out 

Can I get a witness, 

he will see you through yes he will 

(see you through, see you through ) 

Just call on the name of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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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call his name  

(just call his name out loud) 

Oh how precious (oh how precious) 

Precious…… 

注释 

[1] 〈美国四任前总统接连发声〉《南方都市报》 

https://mp.weixin.qq.com/s/xvT4lQvIv0Dx4m1nwbfJRg 

[2]〈美牧师上街头和平示威：抗议者需要听到福音！耶稣是答案！〉《世界的脉搏》
https://mp.weixin.qq.com/s/vlmtHoNrSfAtFYJgMlsHBA 

[3]〈彰显人性的见证 |白人警察与基督徒为非裔抗议者洗脚服事〉《世界的脉搏》
https://mp.weixin.qq.com/s/AjoGMOsUT5aNHSPM7OsbKQ 

[4]〈七岁男孩一路走来为 64 位美警察牵手祷告：求天父保护警察叔叔阿姨…〉《世界的

脉搏》https://mp.weixin.qq.com/s/WFWkqr86vAPUdhv9HjfVHw 

[5] Become The Bridge | A Conversation With Pastor Steven Furtick & Pastor John Gray | 

Elevation Churc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7jTUfNyPkE 

[6]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哪里才是真正的避难所？〉《祂是 yesHEis》 

https://mp.weixin.qq.com/s/MKnfLpVIth4tO3enDzyPNw 

 

 

  

https://mp.weixin.qq.com/s/vlmtHoNrSfAtFYJgMlsHBA
https://mp.weixin.qq.com/s/AjoGMOsUT5aNHSPM7OsbKQ
https://mp.weixin.qq.com/s/WFWkqr86vAPUdhv9HjfVH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7jTUfNyP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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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2 日 

42. 法国：在逐步解封中的法国 

殷言 

全球多国的新冠肺炎疫症都逐渐放缓，不少国家都逐步解封及复工复课。截至 6 月 11

日，法国已经有 155,136 位新冠病毒感染者，近 3 万人死亡，共计 29,319 宗，死亡率全

球第二，高达 19%。法国 6 月 2 日起解除限制让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复课，可是复课第一

周就已再增 70 宗学校相关的病例。今天我们为在逐步解封中的法国代祷，求主阻止疫

症的传播，带领法国的经济复苏和教会的复兴。 

 

 
(图源:《香港经济日报》) 

 

直击法国 

法国正名为法兰西，位于欧洲西部，人口 6,699 万。法兰西人原属日耳曼民族，居住于

莱茵河、维斯图拉河和多瑙河流域。“法兰西”一词由法兰克 Franka 蜕变而来，所谓法

兰克原本是古代一种短型的标枪，可以射穿敌人铜制的盾牌或盔甲。法兰西人的祖先正

是欧洲最早使用这种强力武器的人，因此邻近部族称其为法兰克人 Frank，意思是“投

掷标怆的人”。法国的三色国旗蓝、白、红分别象征自由、平等和博爱。 

 

信徒减少 

天主教在法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仍是主流，但天主教会及基督教主流教会的人数都大幅度

下跌。反之，无宗教者却上升至人口的 20%，无参与聚会的信徒由 1970 年的 10%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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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0 年的 50%，定期参与敬拜的会众急跌至 6 至 8%之间。接近 5 千万法国人未与任

何教会正式联系。 

 

不少大城市只有少数福音派教会，3 万 8 千个地方行政区中，约 3 万 5 千个未有福音派

信徒。很多乡间地方行政区颇为保守，居民抗拒改变。法国已从天主教的国家变成了一

个世俗的国家。我们需要为法国信徒能重建信仰，生命有复兴守望。 

 

华人教会与中国的互动 

当 4 月初疫症在法国急速蔓延，法国的华人教会牧者曾对外发紧急代祷信，吁请主内弟

兄姊妹为所需的医疗资源代祷。法国人一般都会先看家庭医生，而不会直接去医院。而

家庭医生都缺乏口罩，尽管医院有收到一些教会所捐赠的防疫物资，口罩、防护衣等，

但数量十分有限。因此几乎大部份的家庭医生都停止直接在诊所问诊，政府也鼓励线上

视讯比较安全。但医生工作量过量，自身身体精神耗损过大。 

 

中国疫症开始发生时，华人教会弟兄姊妹都有参与奉献，对武汉寄送防疫物资。之后

当法国爆发疫症时，也有购买口罩、防护服支援法国的医院，但仍极为有限。法国华

人教牧同工与不同教会的社群，彼此联络代祷及支援；华人教会都很谨慎防疫，疫症

期间都改为线上聚会。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26ccid=qsve%2bM3L%26id=8FD072F2BDF50BF5CEAC51D547A390D8105D8E39%26thid=OIP.qsve-M3LUw6gz_PqzVekMQHaE7%26mediaurl=https://n.sinaimg.cn/mil/crawl/116/w550h366/20200207/3eb4-ipfprtn1920420.jpg%26exph=366%26expw=550%26q=%e6%b3%95%e5%9c%8b%e7%96%ab%e6%83%85%26simid=608005014803384219%26ck=63158581DBFF98CC89BA75095A4C05C0%26selectedIndex=72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26ccid=cgWgflQP%26id=2677641DA199A3ECFC29B85C4D53E4F2450AD622%26thid=OIP.cgWgflQPTTzIRrFdthGTZwHaE8%26mediaurl=https://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20/04/GettyImages-1208872708-600x400.jpg%26exph=400%26expw=600%26q=%e6%b3%95%e5%9c%8b%e7%96%ab%e6%83%85%26simid=608034190577896869%26ck=FABD123A331EEFBB4D32E80412318243%26selectedIndex=3%26qpvt=%e6%b3%95%e5%9c%8b%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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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院中孤单的长者 

在防疫资源短缺下，法国疗养院长者惨成被社会遗弃的一群，有护士透露院内“没有口

罩，却有尸袋”。法国政府为阻止病毒在疗养院散播，3 月下令禁止任何人探访。在新

措施实施下，长者亦不可聚餐，只能各自返回房间孤独用膳，因生活大变令他们无所适

从，有婆婆甚至因而失去食欲，将叉子放下向医护人员哀叹︰“我该怎么办？” 

 

虽然当地政府警告，疗养院内必须戴上口罩，惟因口罩短缺难以跟从。原已订购的口罩

却获厂方告知已被政府全数征用。除口罩外，疗养院的消毒酒精及手套都已耗尽，由于

疗养院医护人员缺乏基本医疗装备，不少人出现病征及确诊。 

 

各行各业受打击 

新冠肺炎肆虐下，多国实施封城措施，民众都困在家，酒吧餐厅停业。法国一个酿酒业

组织表示，预料超过 1 千万公升啤酒会因酒吧餐厅暂停营业而被逼倒掉，足以填满 4 个

奥运标准泳池。 

 

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认法国没有为这场危机做好充分的准备，当前法国疫症仍未结束，疫

苗研发等工作仍在进行，但不会对所有人展开病毒测试工作。政府将对受疫症影响严重

的旅游业、餐饮业等行业提供支援。 

 

第二阶段“解封” 

法国进入第二阶段“解封”（6 月 2 至 21 日），取消民众出行范围被限制的规定，但仍

呼吁民众应尽可能延缓或取消长途出行。 

 

法国的餐馆、咖啡馆和酒吧可以恢复营业，但每张餐桌最多只能坐 10 人，每张餐桌间

隔一米，顾客及工作人员必须始终戴口罩。 

 

公共活动方面，“绿区”的博物馆、体育馆、剧院等公共场所重新开放，“橙区”的公

共场所可能要延至“解封”第三阶段 6 月 22 日才开放。全法的游戏厅、赛马场等场所

仍然关闭。中小学校 6 月 2 日起加快返校复课，仍然会按不同年级陆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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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卫生紧急状态维持至 7 月中，禁止举办大型活动，国内体育赛事全面停摆，

法国甲组足球联赛、环法单车赛、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法国站亦要延期或取消。  

 

 

代祷需要 

1. 为遭受疫症的人祷告：疑似人员、确诊者、丧亲的家庭。 

2. 为救援疫症的工作祷告：政府防控、医护人员、急需物资。 

3. 为社会底层的人祷告：老人院的长者、难民、街头流浪者等。 

4. 为法国的安全、经济、悔改归主祷告，求主使法国众百姓从上至下都尊神的名为圣。 

5. 为法国的教会祷告，教会不浪费这次疫症，以生命的见证与整全的福音，向穆斯林

群体彰显基督对他们的爱。 

6. 为法国及全球 19 亿穆斯林归主祷告，求圣灵敞开他们的心扉，使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是唯一的救赎主，真正的依靠。 

 

 

殷言老师代祷 

赐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场不容易学的功课，让我们更深的思考信仰，更多

的认识自己，更好的学习祷告！ 

 

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医治我们属灵的近视，让我们不单单看到自己的事，不只看见

自己所关心的，我们因为你的缘故，能够为世界不同角落的需要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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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你看到法国这个对你认识由来已久的地方，但不少人在信仰中渐渐失落，他们在

真理中迷失。神啊！如果这疫症可以帮助他们属灵生命的复兴，但愿有更多更多的人回

转。 

 

求主叫教会刚强，在基督里站立得稳，以致能够在这疫症中将你的爱传给每个有耳可听

的人。求圣灵使用每个福音的使者，他们都成为鸽子，把救恩由近而远的传给每个在法

国生活的人。 

 

求神保护医护人员，无论他们在医院或是在院舍工作，在缺乏医疗装备的环境，求主用

你的手来遮盖他们，让他们能安心发挥他们的专业，救助每个需要他们帮助的患者与家

属。 

 

求主赐智慧给政府，即或城巿逐渐开放，仍然能高度戒备，为民众做好一切的防疫工作，

避免疫症重临。生命的主，但愿你自己亲自得着法国人的心，叫你的名字被广泛知道及

传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 

 

沈灵风牧师代祷 

多国、多地已经或者即将解封，我们今天呼求神的保护： 

 

万军之耶和华至高的神啊，我们向你举手，呼求你的名！虽然疫症还未得控制，但是多

国、多地却不得不解封，慢慢恢复生活和社会秩序。我们求主怜恤世人，控制疫症的扩

散，保守我们的性命，尤其恩待免疫力差的老人、孩子，显出你的恩慈！ 

 

主啊，巴不得这场灾难可以击垮人的骄傲，使人看清自己的有罪与有限，以至于更多人

的生命因此改变！求主使不信的人可以离弃恶行，悔改归向你；求主使作你儿女的能够

更认识你，更敬畏你，更信靠你，更合你的心意！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

9–10） 

“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们性命的保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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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惧谁呢？”（诗 27：1）求主亲自保护一切敬畏你的人，在我们和我们家的四围设立篱

笆；求主救我们脱离一切试探与凶恶，因为我们坚心倚靠你！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

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们。”（诗 5：11–12）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若你能看见》 

团契游乐园 

曲词：卢永亨 

 

如若你能看见蓝天 

能望到千朵白云随风转 

愿你不忘记感谢神 

能看见绝未必然 

 

如若你能听到潮声 

能听见千万狂涛飞溅 

愿你不忘记感谢神 

能听见乃主恩典 

 

环顾世上不知几多眼睛 

连自己双手亦无从一见 

若你抬头仍旧见蓝天 

请紧记凝望多遍 

 

环顾世上数不清的耳朵 

连父亲声音亦从未听见 

若你偶然缓步至岸边 

请多听潮浪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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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3 日 

43. 俄罗斯：为疲乏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吴东儿 

当欧洲各国的肺炎疫症逐渐减少的时候，俄罗斯从 5 月起大幅增加确诊个案，现在仍然

是每天新增近 9 千宗，成为全球确诊人数第 3 高的国家。截至 6 月 12 日，俄罗斯累计

确诊新型肺炎病例总数超过 50 万宗，共 502,436 宗，累计 6,532 人死亡。俄罗斯的医疗

系统比较薄弱，严重缺乏医生、护士，今天我们为疲乏的医护人员代祷，求主供应防疫

物资，加添他们的力量去拯救病人。 

 

直击俄罗斯 

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超过 1,7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全球陆地面积

八分之一。其国土覆盖整个亚洲北部及东欧大部份，有 14 个陆上邻国，横跨 11 个时区，

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森林储备、最大储量的矿产和能源资源，及拥有约世界四分之一的淡

水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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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现时人口约为 1.47 亿，俄罗斯人占 77％，余下的少数民族约有 120 个。根据 2018

年一项统计，在俄华人数量接近 1 百万人，但绝大部分是从事商业贸易的流动性人口，

真正在俄罗斯定居的非常少。 

 

在困难中宣教 

俄罗斯的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不设国教，民众各自有信仰；信奉广义基督教人口约 48.3％

（主要为东正教，少数为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等），无信仰或不明确宗教信仰 38％，伊斯

兰教 10.2％等。 

 

然而，有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西南部）基督徒表示，“在这地区作基督徒并不容易。一

方面，人民讨厌西方的一切，而福音对他们来说等同‘西方’。另一方面，严格的法律使

外展活动非常危险；但是神仍然掌管着一切，他正在北高加索地区作奇妙的事！” 

  

圣母升天教堂 圣三一修道院 

 

有宣教团队曾分别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举行布道会，带领许多人信主，两间华人教会也

随即成立。莫斯科教会热心推动宣教，参与多处华人教会的建立。目前，俄罗斯全境共

有华人教会、华人团契约21间。 

 

疫症攀升 

新型肺炎疫症爆发初期，俄罗斯早在 1 月底率先关闭中俄边境陆路关口，且在 4 月之前

仍能守住防线；但随着病毒持续在欧洲大规模传播，俄罗斯的西方防疫通道出现缺口，

当地脆弱的医疗系统随即受严峻考验。确诊病例在 4 月初开始不断增加，到 4 月底总确

诊人数突破 10 万；到 5 月每天平均录得逾万宗新增确诊个案，增速前所未有，到现在

疫症仍在不断攀升。 

 

  



情系世界(上) 

355 

 圣彼得堡墓地 

 

脆弱的医疗系统 

俄罗斯的医疗系统一直被视为世界其中一个最低效的，中国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

2014 年发表的报告曾指出，俄罗斯的住院死亡率比同等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高逾一倍。 

 

此外，当地医护人员薪酬待遇过低和工时过长，加快医护流失的速度。有医生表示当健

身教练，比当医生挣得更多；亦有医生生活足襟见肘，为供养家人攻读电脑，转行后薪

酬是过去的 3 倍。俄罗斯卫生部去年发表报告，该国医疗系统缺少 4 万名医生，护士的

短缺人数更高达 27 万；此外，不少医护人员，特别是偏远地区仍使用前苏联时代的过

时设备和技术。 

 

放宽防疫限制 

俄罗斯政府已签署命令允许公民出境工作、学习、治疗以及照顾在国外的亲属，同时允

许外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就医或者照顾亲属。莫斯科市长透露，会解除居家隔离以及通行

证、散步时间等限制。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建议，自 7 月 15 日起恢复部分城市与 15 个海外国家之间的国际

航班，但有待最终决定。除俄罗斯外，乌克兰及格鲁吉亚分别放松防疫管控，但邻近的

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等因防疫形势紧张，要求民众继续严守防疫规定。 

 

  

市民通勤均戴上口罩 圣彼得堡有工人为雕塑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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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阅兵 

俄罗斯每年于卫国战争胜利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活动。今年受新型肺炎疫症影响，

阅兵活动只有空中阅兵。 

 

 

代祷需要 

1. 求神怜悯俄罗斯，使疫症早日过去。为政府能作出有智慧和有效的决策祷告。 

 

2.为俄罗斯的医护人员祷告。物资短缺、设备缺乏、工作量大、生活艰难已经令医护人

员非常灰心，而每天新增的确诊数字更叫人绝望；求神亲自来安慰人心、差派福音使者

带给他们关怀和人生终极的盼望；更求主激动人心提供医疗物资。 

 

3.为教会根基稳固和有顽强的生命力祷告。求神亲自兴起、扩张教会，不同的基督教宗

派在基督里合一，共同为神的国度而努力。也求主引导俄罗斯的基督徒，使他们在履行

神对教会的使命的同时，能够理解和遵守国内法律。那些不得不逃到安全屋的穆斯林归

主者，求主供应他们的需要，有一天能与家人和好，并与他们分享福音。 

 

4.为宣教事工祷告。20％以上的非俄罗斯人操 100 种语言，极富和贫穷的团体都很难听

闻福音。请为圣经翻译、书刊、广播的自由，更多宣教机构创立并有美好果效伴随祷告。 

 

5.为特殊群体祷告。有调查指俄罗斯有 120 万街童受暴力、虐待、忽略或遗弃，60 万孤

儿住在简陋的孤儿院内，360 万青少年对世俗感兴趣，300 万长期吸毒者、40％的男性

和 7％的女性偷窃、变卖一切东西来酗酒买醉不能自拔，80 多万艾滋病受害者生活痛苦。

求神怜悯眷顾，兴起大能的福音使者和丰富的财务涌向支援他们。 

 

6.为当地的华人祷告。疫症的打击导致华商无法经商，基本生活都变得困难。不少中国

留学生在隔离期间出现失眠、抑郁等问题，求神赐下平安，愿神得着更多宝贵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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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灵风牧师代祷 

我们今天为各地的医护人员祷告： 

 

万军之主啊，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为着在疫症中压力巨大的医护人员祷告。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与病毒搏斗，护卫百姓的健康；他们是按着你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从

他们里面看见了你的美善—舍己的爱、无畏的勇气、责任、承担、怜悯……我们感谢赞

美你！求你保护他们，看顾他们，亲自作他们的力量、高台、盾牌，与随时的帮助！ 

 

主啊，求你记念他们也是软弱的人，他们的身心灵都承受着极度的重压；我们不断听到

有医护人员感染殉职，有人崩溃自杀；在灾难面前，有限的人实在是走到了尽头！ 

 

但主啊，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求你赐给这群医护人员有谦卑的心、敬畏你的心、倚

靠你的心，使他们在艰难中举首望天，求告你的名。你必垂听，你必施恩，你必赐下出

人意外的平安！ 

 

因为“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你的智慧无法测度。疲

乏的，你赐能力；软弱的，你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

疲乏。”（赛 40：28–31） 

 

求你使医护人员从新得力，经历你的同在与恩惠，满有你的能力与智慧，奔跑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不仅可以拯救更多生命脱离瘟疫的毒害，更使自己以至于病人的生命蒙主

拯救，脱离罪与死的咒诅，得享永生！ 

 

主耶和华啊，我们仰望等候你，全心倚靠你，因为“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

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你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 （诗

1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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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奔跑不放弃》 

赞美之泉 

曲词：曾祥怡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那里 

每个难处低谷里 你恩典在那里 

每个伤心失望里 你爱我爱到底 

在你爱的光中 我得着能力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举你的名 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这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至失望 

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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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6 日 

44. 土耳其：重启经济中的新挑战 

阮一心 

作为连接欧洲和亚洲的土耳其，肺炎疫症的控制初见成效。截至 6 月 15 日，土耳其累

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总数超过 17.8 万宗，共 178,239 宗，是全球确诊人数第 11 高的国

家，累计 4,807 人死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不想让民众“再受一次苦”，在 6 月

6 日起取消长达 2 个半月的周末宵禁。今天我们为重启经济中的土耳其代祷，求主赐

下力量面对各种新的挑战，更为面对艰难的信徒和难民代祷。 

 

 

直击土耳其 

 

土耳其人口 8,200 万，土耳其族占 80%以上，库尔德族约占 15%。99%的居民信奉伊斯

兰教，其中 85%属逊尼派，其余为什叶派（阿拉维派）；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 

 

信徒面对的挑战 

土耳其以前是一个世俗国家，现在正逐步转变成为一个基于伊斯兰规范和价值观的国家。

其他种族的公民受到歧视，不被平等对待。对基督徒的敌视气氛普遍存在，基督徒不准

在公共部门工作，私人雇主不想雇用他们。 

 

离开伊斯兰教而信奉另一种宗教的土耳其人，将面临家庭和社会的反对，因为他们被视

为损害了家庭荣誉，也出卖了自己的土耳其身分。穆斯林归主者如果被发现，可能会被

关在家里，面临离婚或丧失继承权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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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基础设施强大 

土耳其在应对冠状病毒的危机中打了一场亮丽的抗疫战。土耳其的卫生基础设施比较强

大，有足够的床位和药物。政府通过调动医疗保健系统支持卫生工作者，进行无数次的

检测，在治疗和疫苗方面展开许多研究和开发工作，并完全免费治疗冠状病毒病，保护

自己的公民。 

 

两间大学在 3 天内研制出名叫"Tetrobo"的机器人，为伊斯坦布尔医学院大流行疾病患

者送饭送药。受手机应用程序指挥的机器人，可以减少医疗工作人员与病患的接触，避

免传染风险。 

 

全民团结自救 

 

土耳其采取了严格的封城、宵禁措施，而且能团结民众起来同心对抗病毒。总统发起“我

们自给自足我的土耳其”全民团结捐款活动，至今募集了超过 16.8 亿里拉。 

 

 
支援各国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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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自行生产大量消毒液、口罩等防护物资，不单从 4 月起向 20 至 65 岁的每一位公

民每周免费发放 5 副口罩，更把防护物资赠送给几十个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赞扬土耳其向包括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巴尔干在内的许多国家提

供医疗物资援助。土耳其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世界第 3 大捐助国。 

 

 
 

接纳数百万难民 

土耳其长年来一直在帮助没有防御能力的弱势群体，表现出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的精神。

土耳其已接纳了数百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经历了如破坏性地震等大灾难，以致土耳其

有能力应对这场大流行疫症。但疫症后多人失业，数百万难民的生计更成为大问题。 

 

重启旅游业 

土耳其有迷人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古迹，包括使徒保罗的宣教行纵和启示录的 7 间

教会，使它成为游人向往的乐园。土耳其 5 月 28 日重启国内旅游业，6 月 10 日起恢复

与 19 个国家的国际航班，重启国际旅游业。第一阶段应会容许来自中国和南韩的旅客

入境，但未知各国的旅客是不是已恢复信心出国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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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经济措施 

6 月 1 日起解除多项防疫措施，包括城际交通禁令全面解除，重新开放商场、餐饮业、

理发店、游泳池、健身房、海滩、公园、图书馆、博物馆。餐厅不同桌客人必须相

隔至少 1.5 公尺，服务人员必须戴口罩，而且须于晚间 10 时结束营业。  

 

6 月 6 日起取消 15 省周末宵禁封锁令，但仍然要求民众严格遵守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维持清洁的规定。6 月 12 日起恢复市民期待已久的职业足球联赛比赛。但经

历致命病毒肆虐，民众对“新常态”仍多有顾忌。很多商店老板经历过几个

月的停业，但是店租、员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得照付，他们不确定还能够撑多久，

现在对各行各业都是非常艰难的时期。  

 

 

 

代祷需要 

1. 求神怜悯土耳其，使疫症早日止息。为政府能作出防疫和重启经济的有效决策祷告。 

 

2. 为经济复苏祷告，饮食业、服务业及旅游业重启后，减少失业人数，使人民生活有

保障。 

 

3. 为教会在患难中有坚强的信心祷告。求神亲自兴起和保护教会，可以逐步恢复实体

的聚会。坚固穆斯林归主者的信心，求主供应他们的需要，让他们找到工作，将来

能与家人和好，并与他们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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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外国同工可以取得居留签证代祷，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服务、教育、服侍难

民的人道救援服务祷告。 

 

5.为叙利亚难民祷告。土耳其有 330 万叙利亚难民，他们生活在底层，平日只做一些送

水捡破烂的工作来糊口，疫症中他们为了生计仍在街上捡破烂。求主保护他们免受感染，

从救援组织中学习工作技能，日后可以改善生活。 

 

沈灵风牧师代祷 

耶和华至高者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诗 46：1）你的众儿女在一切的患难中仰望你，倚靠你，求你保护我们，坚固我们，

赐下够用的恩典！使我们身体有力量，心中有喜乐，灵里活泼有能力！ 

 

主啊，即或“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

直到永远！”（诗 73：26）主啊，无论健康或是疾病，无论你医治或是不医治，无论贫穷

或是富足，无论顺境或是逆境，我们都愿意跟从你，事奉你，藉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一

生的年日彰显你的荣耀！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弗 1：

3）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虽然软弱，但你应许我们“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 12：

9）你也应许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世代中活出你的刚强，见

证你的能力，为这充满瘟疫与纷争的世代带来属天的平安！ 

 

与我们同在的主啊，你的众儿女都在这里，求你藉着我们光照黑暗的人心，藉着我们高

举基督的十架，藉着我们赐下你的话语，藉着我们成为更多人的力量、安慰与拯救！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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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ll Never Walk Alone 

《你永不会孤单独行》 

 

曲词：Rodgers and Hammerstein 

 

When you walk through a storm 

当你举步，走过暴雨 

Hold your head up high 

你要昂首抬头 

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 

不要惧怕黑暗 

At the end of the storm 

在暴雨过后 

There's a golden sky 

会是一片金黄天空 

And the sweet silver song of a lark. 

云雀之歌甜美闪亮 

 

Walk on through the wind 

走下去吧，走过狂风 

Walk on through the rain 

走下去吧，走过大雨 

Though your dreams be tossed and blown. 

尽管你梦想已遭弃、消逝 

 

Walk on, walk on 

走下去，走下去 

With hope in your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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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抱持希望 

And you'll never walk alone 

那你绝不会孤单独行 

You'll never walk alone. 

你永不会孤单独行 

 

Walk on, walk on 

走下去，走下去 

With hope in your hearts 

心中抱持希望 

And you'll never walk alone 

那你绝不会孤单独行 

You'll never walk alone. 

你永不会孤单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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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8 日 

45. 德国：遭重击沉着应付，见成绩并未浮

夸 

吴加恩 

德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 18.8 万，确诊个案是全球第 10 位，8,910 人死亡。不过

他们的疫症正在消退，早前在 3、4 月间，日增的个案有 5 千至 6 千宗，如今约 200 宗，

可见病毒的传播已受控制。相比于其他疫症严重的西方国家，德国的抗疫是被公认为成

功的。今天我们除了为他们感恩代祷，也来观摩一下：他们是怎样走过这抗疫之路的？ 

 

 

直击德国 

德国的人口是 8,320 万，但生育率很低，只有 1.57（即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数量）。德国

人“越生越少”， 但预期寿命不断后推，老人增加得很快，使德国成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

占超过 20%的超老龄社会了。 

 

德国是移民大国，每 4 个德国居民中，就有 1 个拥有移民背景（即父母中至少 1 人非德

国公民），“移民潮”源源不断为德国带来了生力军。 

 

德国的“友谊之手” 

当武汉在 1 月爆发重灾的时候，德国是其中一个表示关心的国家。以下是当时在网上流

传的一个视频：有一班德国的中学生，合力唱出一首 80 年代的中国旧歌：《让世界充满

爱》；唱完后，还一个一个用汉语说出：“武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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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充满爱》 

还有这个叫“阿福”的德国人（Thomas Derksen）！他是多么关切地呼吁老外们：不要歧

视当时受到病毒肆虐的中国。“阿福”是个网红，曾经在中国居住，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在以下视频中，他用了他所不常用的英语，是希望有更多人听到他的呼吁： 

 

“自信”：病毒不至在本国传开 

自从武汉爆发疫症，德国一再地运送物资去支援中国。但德国本身对这“新”的病毒并没

有戒心。当亚洲人为口罩短缺而操心时，德国人却说：不用戴口罩的！他们相信：这是

一般流行病而已，毋须为之慌张。 

 

《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有一位专研冠状病毒的生化学家、布尔根菲尔德（Rolf 

Hilgenfeld），与中国的专家们有合作，所以在 1 月时来过中国做研究。其后，有媒体

访问他：“这病在德国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性有多高？”他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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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的“密切接触者” 

然而，德国在 1 月 28 日确诊了第一宗病例，随后在 2 月，继续发生几十宗，而且很快

跃升为全球确诊数目的十名之内。这时大部份个案都是从邻国输入的，因为南面的意大

利早已爆出疫症，而重灾区是意大利北部，与德国南部很接近。由此，德国南面的两省

成为疫症在德国传播的起始点。 

 

除了意大利，还有周边的法国、瑞士、奥地利都已有了疫症，连带着德国西部的省份也

开始出现疫症。此时，德国好像“后花园起火”，唯有不断尝试去堵截和扑熄。这是抗疫

的第一阶段：尝试找出传播链，作出“遏制”（containment stage）。 

 

从容面对“大范围传播”的现实 

到了 3 月，疫症已“遏制”不住。那时还未有边境管制，隐性病者仍可进入德国。于是

病毒终于在本地传开，确诊数字陡然飊升，到高峰时，每日新案超过 5 千，累计总数迈

向 10 万。至此，“遏制”的做法行不通了，抗疫进入第二阶段：采取“保护策略”（protection 

stage）：不再追踪传播链，只集中力量去救护高危者。这些应对的策略是由防疾机构“科

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和国家的卫生部去策动的。 

 

疫症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恐慌，然而，市面上还是出现了抢购潮。原来，德国人像香港

人、澳洲人一样，很害怕没有厕纸；他们把货架上的纸品抢购一空！他们又制作出“厕纸

蛋糕”：就是把平时爱吃的蛋糕造成厕纸的模样—既可“撑市”，亦可苦中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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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阶层愿意“悔改” 

在疫症的初期，德国的卫生部长坚持不会封关、不会施行交通管制、不会建议学校停课，

又强调：无病的人不用戴口罩。然而，随着灾情越来越严峻，这一切都改变了：交通停

驶、学校停课、球赛取消、聚会不得超过两个人、各省都实施了宵禁―德国终于进入了

高度紧急的状态。 

 

 

在这过程中，德国的决策者虽然有点固执，措施调节较慢，但他们愿意改变那些偏差了

的观点。例如：是否要戴口罩？他们从“不用戴”、改为“鼓励戴”、最后更“规定戴”—

他们能做到公开更正自己的说法。就连一直缄默的默克尔总理，也在关键时刻出来讲话，

详细解释病毒的凶猛和措施的必要，使国民心悦诚服地作出配合。 

 

国民的“正向”和“创意” 

一位旅居德国的宣教士在家书中分享，说：“这里灾情严重，但听了默克尔讲话，我和很

多人都得到鼓励。总理的意思是：做好德国人本份，自律约束、彼此照顾，为保护生命

而限制社交活动，齐心面对前面那看不透的逆境。这话把我们的高尚情操呼唤出来了！

德国人本来是不爱被管的，但此刻都很克制、很合作。” 

 

另一位旅居德国的朋友说：这里的口罩并不够用，但德国人很有创意，自制许多不同花

式的口罩。他们的性情就是这样一丝不苟：一就是不肯戴，不就是认真地去戴。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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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成功”抗疫：援助邻国 

德国确诊个案至今是 188,382 宗，死亡人数是 8,910，死亡率是 4.7%，在疫症严重的国

家中是偏低的，故抗疫相当成功。德国甲级足球已在 5 月 15 日重开，是欧洲联赛中首

先复赛的，反映德国也率先踏上了抗疫成功的阶段。很多人都知道，德国抗疫有先天的

优势，例如，患病者多数是康复得快的年轻人、爆发期较晚以致准备较为充足，加上他

们有一流的公共医疗系统，又有大规模的检测去尽早找出病者—据报导，有中学生被安

排每星期检测两次哩！ 

 

  

 

德国最成功之处：是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向别人施予援手。作为欧盟成员国，德国在

3 月 24 日回应意大利的求助，派军机接了 6 名重症病人到本国治疗，而德国当时的疫症

并未见顶。这是首次有欧盟国家在严重疫症之下向邻国开放医疗服务。其后，德国从法

国和意大利接收的重症病人还有好几十个，费用都是由德国承担的。 

 

这令我们想起昔日保罗赞许马其顿教会的话：“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

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林后 8：2） 

 

代祷需要 

1. 为德国基督徒恢复使命的生活祷告 

a. 使命的传承，生养敬虔的后代，求神兴起德国属灵的下一代。 

b. 求神兴起具有使命感的门徒，向那些无神论者和宗教形式主义者传福音。 

c. 为教会的世俗化献上祷告，求神引导他们，更新他们的生活方式。求神使他们

将金钱更多的使用在宣教的事工上，使德国再一次兴起属灵的运动。 

 

2. 为德国面临伊斯兰化的威胁祷告 

a. 为教会有意识地向外来移民进行福音工作祷告。使基督徒们认识到：信仰不只

是在教堂里面，求主兴起更多在各行各业中的福音工人，差遣各个族群的基督徒（包括

华人）在外来移民中服侍。 

b. 在社会危机中（如现在的新冠肺炎、恐怖袭击、经济危机等），求主打开外来移民的

人心，寻求真道，寻求耶稣。 

c. 求主在重要的社会生活领域（影视、大学、媒体等）彰显福音的大能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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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老师代祷 

亲爱的天父： 

掌管列邦列国的主，万国都是属于你的。在新冠病毒疫症弥漫的日子，我们继续为列国

祷告。今天我们为德国祷告，求主垂念这个国家，德国已有近 9 千人因而失去了生命。 

 

求主记念这个国家，德国是个有正义感的民族，在疫症弥漫的时刻，他们也不忘照顾邻

舍，把生活物资和医疗物资送到邻国，也把一些在邻国的病患者运送到德国就医。 

 

求主记念德国人所做的，求主医治患病的德国人，让他们存活，不致死亡。求主也安慰

有亲人因病离世的人。也求主保护医护人员，免受病毒感染。在医学研究上，德国是很

先进的国家，求主继续赐智慧给德国的科学家们，让他们早日研究出疫苗，消灭新冠肺

炎病毒。也求主让德国人继续关顾邻国的人，发扬主你的大爱。 

 

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耶和华至高的神啊，我们这被你所造、蒙你所爱、为你所救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仰望，向

你感恩，向你称颂！ 

 

主啊，我们本出于尘土，也要归回尘土，是因为你，我们才成为有灵的活人；是因为耶

稣基督十架的救赎，我们才能永远活在你的面前！ 

 

我们天上的父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诗 8：

4）“人算什么，你竟看我们为大，将我们放在心上。”（伯 7：17） 

 

满有慈爱的主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

里降下来的，在你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 1：17）我们在你这位赐恩的

主面前应当感恩，应当谦卑，应当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

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彷佛不是领受的呢？”（林前 4：7） 

 

求主在这世代中赐下谦卑的心，使世人放下知识科技，放下势力才能，放下自以为的聪

明，向你回转，向你认罪，在你面前俯伏；我们这作你儿女的也当对付我们里面骄傲自

大的罪，在你面前自卑！ 

 

至高至圣的耶和华啊，你必拆毁这世界的巴别塔，你必废弃人心中的巴别塔！我们有什

么资格传扬自己的名，高举人的荣耀呢？我们在你面前不过是尘土！巴不得藉着这场疫

症，世人能够看见自己的有罪、有限、无能、软弱，更看见天上大而有能的神，看见洪

水之上坐着为王的主；他们便为着自己的骄傲羞愧，寻求你的面，呼求你的怜悯，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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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恩，你必拯救！ 

“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诗 37：11）愿主你的平安喜乐临到我们，

临到这世代！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rust in You 《相信你》 

曲词：LAUREN DAIGLE, 

MICHAEL FARREN, PAUL MABURY 

 

Letting go of every single dream 

放下每一个梦想 

I lay each one down at Your feet 

我都摆在你的脚前 

Every moment of my wandering 

我徘徊的每个时刻 

Never changes what You see 

所看到的永远无法改变 

 

I've tried to win this war I confess 

我承认，我试图赢得这场战争 

My hands are weary I need Your rest 

但我双手疲惫，需要你的安息 

Mighty Warrior, King of the fight 

大能勇士，争战之王 

No matter what I face,  

You're by my side 

无论我面对什么，你都在我身边 

 

When You don't move the mountains  

I'm needing You to move 

即使群峰阻隔，我需要你来挪移 

When You don't part the waters  

I wish I could walk through 

即便你没分开大海，我仍希望我能穿过 

When You don't give the answers  

as I cry out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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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向你呼求，你没给我答案 

I will trust, I will trust,  

I will trust in You 

但我相信，我愿相信，我要信靠你 

 

Truth is, You know what tomorrow brings 

真相是，你知晓明天将会怎样 

There's not a day ahead  

You have not seen 

没有一天未被你预见 

So, in all things be my life and breath 

所以，在我所有的生命与呼吸中 

I want what You want Lord  

and nothing less 

除主以外，我别无所求 

 

You are my strength and comfort 

你是我的力量和安慰 

You are my steady hand 

你是我坚固的手臂 

You are my firm foundation 

你是我稳固的根基 

the rock on which I stand 

是我能站立的磐石 

 

Your ways are always higher 

你的道路总是更高 

Your plans are always good 

你的计划总是更好 

There's not a place where I'll go 

我心无所向往 

You've not already stood 

只愿紧紧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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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9 日 

46. 纽西兰：教会在疫症中与留学生一起同

行 

殷言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840 万，纽西兰在疫症中已打了一场胜仗。截至 6 月 18

日，当地确诊病例累计 1,507 宗，22 人死亡。本来境内最后一名患者被视为康复并解除

隔离，卫生局 5 月 8 日宣布国内已无任何活跃病例，可是本周又有 1 人确诊了。今天我

们特别为教会和留学生代祷，求主使用教会带领留学生认识信仰。 

 

直击纽西兰 

 

纽西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是个岛屿国家，人口约 500 万。基督教是纽西兰主要宗教；

根据 2006 年人口普查，过半人口为基督徒，但教会出席率仅为 15％。接近 35％表示自

己没有信仰，较 2001 年上升。在非基督教信仰人口中，移民占 80％，其余是传统的毛

利信仰、犹太教和巴哈伊教。移民是很大的禾场，求神让信徒勇敢向这些未信者广传福

音。 

 

在疫症中打了一场胜仗 

纽西兰境内过去 17 天没有新增病例，总理阿德恩获知消息后高兴地在客厅跳起舞来，

并宣布警戒层级将调降至“第一级”，为 4 级病毒因应系统中最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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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解封 

调整警戒等级后，国际边界管制依旧，但国内最后防疫措施，诸如公共集会限制和强制

性社交距离，即将解除。不过卫生部门表示，大家仍须保持警惕，一些防疫措施依旧相

当必要。 

 

高官带头减薪 

早前政府曾表示，随着全球及国内活动放缓，失业人数激增。总理宣布将与内阁部长、

高阶公务官员在未来 6 个月降薪 20%，尽管这么做并不会改变政府的财务状况，但认为

这是可以且必须采取的行动，因为纽西兰民众正依靠工资补贴或减薪，来面对疫症大流

行造成的失业。 

 

生活逐渐恢复 

超级橄榄球联赛纽西兰赛事开打，纽西兰政府宣布全面开放观众进场，首场比赛吸引 4

万观众进场！ 

 

疫症中一起靠主同行—毛姊妹 

在纽西兰进修的上海毛姊妹分享教会和留学生的需要。 

 

校园教会线上聚会 

我所在的城市是基督城（Christchurch）的教会在 4 级警备实施之前，大部分教会已经开

始做相关计划。在封锁期间，大部分教会也都采用线上聚会，包括崇拜和小组聚会。我

的教会是一所校园教会，主要以大学生和年青人为主。 

 

https://image.stheadline.com/f/1500p0/0x0/100/st/2ca59f7f6e877d46fe7579eeb217ce9a/stheadline/inewsmedia/20200608/_202006081625117175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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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牧养和关怀 

教会封锁前同工及团契负责人开始计划小组学习和跟进关怀事工。一方面针对小组弟兄

姊妹的牧养和关怀，在确保小组每周查经学习正常进行之外，同时安排每位肢体有一对

一的每周关怀时间或读经时间。另外教会也利用大学生停课期间，积极联络曾来教会和

小组的慕道友。 

 

惊喜的发现 

虽然是在线聚会，但仍然有很多慕道友加入我们，甚至有些是几年前参加教会或小组的，

或是已经去别的城市的，因为近期在家所以有机会加入我们的线上小组。虽然疫症的缘

故使得我们无法面对面交流，但我们确实看到神自己如何将人带入教会。我们感恩肢体

在这个时候仍然一起靠主同行，又看到神使用教会藉读经陪伴有需要的人群，也备受激

励。  

 

留学生的焦虑 

因为学校停学，所有留学生基本都是在家。对于年龄较小的留学生挑战挺大，一方面有

学业压力，面对疫症又远离家人，心理上还是焦虑，父母也会担心。因为大部份航班已

取消，有些已经预定机票打算回国的学生也暂时无法回国。 

 

大学已陆续复课，但 7 月前都是在线学习，这对留学生挑战较大，尤其需要进行实验学

习的学生们。大部份的留学生对这种学习模式，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安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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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需要 

1. 为一线工作者祷告，包括医院、超市、及在必要产业上继续工作的民众，求神亲自成

为他们的保障；也为在疫症中失去工作的人，求主为他们预备工作，也供应他们的

需要。 

2. 为教会牧者祷告，求神给到他们智慧懂得如何在疫症前后，做好牧养关怀及传福音

的工作，教会剛剛開始恢复实体聚会。 

3. 求神记念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让他们尽快调整心态，能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愿神

使用教会继续跟进留学生，陪伴并帮助他们认识神。 

 

沈灵风牧师代祷 

我们今天为着年轻人的信仰来祷告： 

 

慈悲怜悯的主啊，你经上的话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

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林前 12 ：3） 

 

感谢圣灵你感动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这群本来注定要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却

在基督里活了过来，可以称耶稣为主，成为基督的门徒，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 

 

求主将这恩典赐给我们的儿女，赐给更多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黑暗的世代，

更败坏的世代，更加充满诱惑与试探的世代，也是更危险的世代，他们更需要有生命的

光，他们更需要认识真理，他们更需要抓紧天上的主，他们更需要被主牵引走在恩典之

路上！ 

 

主啊，救他们脱离罪恶与魔鬼的捆绑，救他们脱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

的骄傲”（约壹 2：16）。救他们脱离世俗的潮流，救他们脱离诸般的网罗，求主带领他

们进入真理，进入圣洁，进入神的心意，进到神的国中，一生住在基督里！ 

 

主啊，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仆人使女，兴起你的众圣徒，兴起基督徒的父母，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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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灵魂来争战，为着信仰的传承来努力，为着教会的未来，也为着中国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摆上我们所有的！ 

 

耶和华曾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我

们相争的，你必与他相争，你要拯救我们的儿女！”（赛 49 ：25）愿你的话临到这世代，

临到我们的家，临到你众民的身上！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因你与我同行》 

曲词：曾毓兰 

 

因你与我同行 我就不会孤寂 

欢笑时你同喜 忧伤时你共泣 

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会绝望 

困乏软弱中有你赐恩 我就得刚强 

经风暴过黑夜 度阡陌越洋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往向前 

愿我所行路径 愿我所历际遇 

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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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0 日 

47. 澳大利亚：齐来关心新移民和留学生 

殷言 

经历山火摧残和新冠肺炎肆虐的澳大利亚，在 6 月重启经济和旅游活动。截至 6 月 19

日，当地确诊病例累计 7,391 宗，102 人死亡。今天我们为经济的恢复，教会关心新移

民和留学生的事工代祷，求主使用教会在危机中活出刚强的见证。 

 

 

直击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简称澳洲），是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之间的大陆，隔海相望的近邻是纽西兰。

澳洲是全球面积第 6 大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土覆盖整个大陆的国家。 

 

人口 2,150 万，接近 70%表示信奉基督信仰，不过只有 10%是会恒常参加教会聚会，

22%人口是没有信仰的。 

 

疫后重新开放 

从 6 月 1 日起澳洲将重新开放到维多利亚州乡村地区旅游，这个人口第 2 多的州先后遭

到山火摧残和疫症肆虐。 

 

体育活动已恢复，6 月初步开放 2 千位观众进场看足球比赛，并预计在 7 月份进一步解

封到 1 万人，但仅限 4 万人以下的中小型场馆。 

 

经济民生受重创 

疫症打击全球经济，澳洲也不例外。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警告，澳洲今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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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历该国历史上最严重赤字，料需时 5 年复原至疫症前的水平。莫里森在３月底一个

网上视频祈祷会分享，在新冠肺炎疫症中，是信仰给了他莫大的支持。他祈求神让他作

为总理，能够竭尽所能做出最好的决定，并且有正确的判断。他也求神保守澳洲，以及

那些正面对悲伤与恐慌的国民。他的祷告感动了许多澳洲人，而澳洲已慢慢好转起来。 

 

 

政府斥资救市 

疫症期间的经济活动损失达 1 千亿澳元，是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及挑战。政

府不得不斥巨资救市，重点振兴就业市场，创造 6.6 万个就业岗位。政府会小心处理疫

症后的额外开支，以控制开支及透过刺激经济政策增加收入，平衡政府预算。 

  

航空业打击最大 

澳洲维珍航空早前宣告破产，不少空中服务员受疫症影响成失业大军。其中一名任职澳

洲维珍航空的女空中服务员被迫转行，在澳洲西部的矿场做工，从穿高跟鞋改穿安全鞋。

可是由于她的新工作需跟大量客户交流，因此从前当空中服务员的工作经验却大派用场，

意外地称职！请为停产或待业者祷告，求神让他们经历他的信实看顾！ 

 

 

挽救观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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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导致前往澳洲黄金海岸的中国旅客大幅减少，为抢救当地旅游业，昆士兰省黄金海

岸市长计划亲自前往中国宣传。 

 

疫症逐渐缓和后，不少民众开始走向大自然，还报名野外求生课。最近这类课程相当受

欢迎，常常爆满，还有学员说，来这里学求生技巧，比起当时在超市恐慌购物感觉像得

到解脱。 

 

留学生无法返回校园上课 

为防疫症扩散，澳洲政府早于 2 月 1 日起禁止所有曾在 14 日内到过中国的外籍人士入

境。受到这项禁令影响，澳洲 10 所顶尖大学约 65,800 名中国学生无法返校开学，校方

损失 12 亿澳元，全澳洲教育产业损失高达 38 亿。 

 

（图源:《香港经济日报》） 

 

大学特别针对无法返回澳洲的中国学生提供免费线上课程。虽然有替代方案，但问卷调

查显示，有 68%学生表示不愿意接受线上课程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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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曼尼亚对留学生及签证申请者亦放宽签证申请要求，包括允许已报读课程的海外新

生在海外以遥距方式完成部份课程，待入境限制取消，符合相关居留要求后可申请技术

提名移民，藉此吸引海外人才。 

 

教会的牧养关怀 

澳洲华人教会很尽心努力牧养来自不同地区的新移民及留学生，牧者分享以下的需要。 

 

为新移民及留学生祷告 

1. 不少中国留学生年初放暑假回国后，一方面因着疫症的缘故，另外，内地政府亦

不鼓励他们重返澳洲学习，前路茫茫令他们感到迷茫，没有方向。加上谣传澳洲

因疫症问题歧视华人的情况严重，留学生倍感惶恐不安，需要为留学生在挣扎中

作出明智决定祷告。 

2. 那些拿短、中期工作证的内地人开始失业或收入锐减，又拿不到政府资助，实在

是进退两难。这些工人的生计实在需要祷告记念！ 

3. 最近内地移民明显减少，但香港移民递增，经历香港的不稳定，新移民在心灵及

生活上都需要很多支援，要为当地教会的新移民工作祈祷，求主赐智慧给教会领

袖、牧者。 

4. 一位从内地到澳洲事奉的牧者提出为内地留学生代祷，学生们需要对澳洲的社会

环境和教育体系有更多了解和适应，能有效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作息和学习方法，

并结交合宜的朋友，能为主作见证。 

5. 为内地新移民代祷 

a. 尽快找到在本地的、合宜的群体（如教会）或朋友； 

b. 调整固有的观念和心态，并处理好亲情、友情或爱情等关系； 

c. 逐渐克服文化、语言或行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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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疫后重建及民生祷告 

1. 为到澳洲抗疫已见成效感谢神，求主保守社交疏离政策放宽不会引发社区感染，帮

助经济、就业和人民的生活能顺利回复正常，求主赐政府施政的智慧！ 

2. 为企业和雇员能互相帮助，共同渡过艰难时刻代祷，特别是失业、贫困家庭的生活，

求天父叫他们能够得到适切照顾。 

3. 求主保守恩待，盼望病毒的疫苗研发能有高效进展，让疫症得到真正处理！ 

4. 求神安慰在疫症中患病、失去家人、工作、财产的人，让神亲自成为他们的安慰、保

障和医治！ 

5. 为留学生和移民的学习与生活得到援助与照料，能够及早回到正轨。 

6. 愿神记念当地教会，无论在疫症中或疫后都有美好见证，成为社区中的明灯，分担

照顾孤寡贫穷的责任，以彰显主爱的光辉。 

 

朱如月老师代祷 

为澳洲政府祈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神赐给总理莫里森爱心、正确判断的

智慧、聪明谋略的能力，以及健康的身体。求主使澳洲的州长和政府人员的心归向神，

并以圣经真理来治理和做决策，促进国家的发展，同时也使澳洲人能够认识主耶稣。求

神赐给他们强壮健康的身心灵，并有从神而来的力量面对疫症下每一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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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止息疫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限制人们对这病毒所产生过度恐慌的态度，甚至形成

种族轻视和仇恨。特别求神帮助因疫症而致工作或学业受重大影响的人，赐他们恩典，

可以度过难关。求主止息疫症的蔓延，并赐智慧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研究员，使他们

能够尽快为病者提供治疗方案，让所有感染者得到医治。 

 

求主安慰病者和死者的家人、朋友，以及保护医疗人员免受感染，赐他们强壮的身体和

依靠神的心灵。为着国民能够谨慎，不要掉以轻心，愿他们都可以保持社交距离，让疫

症早日完全受控。 

 

求主在澳洲赐下怜悯与恩典，显出丰盛的慈爱。去年底至今年初的森林大火已经造成 6

千栋房屋烧毁、10 亿动物死亡。在大火、洪水和新冠肺炎的袭击下，澳洲在各方面都受

到极大的冲击。求主施怜悯，让澳洲不再受灾疫之苦，也使澳洲人愿意寻求神，转离恶

行，复兴的灵火临到教会。 

 

求主看顾这地的人，愿耶稣基督的平安、喜乐、医治和恢复的恩典，在这里彰显。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灵风牧师代祷 

求主大大使用我们，成为他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蒙恩的人，是跟从你的门徒，也是你的见证人；我们蒙召特为“显扬那因认

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林后2：14），“并且要奉你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

邦。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路24：47–48） 

 

主啊，求你破碎、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让我们不仅用口，

更用生命见证你，使人能看见那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使更多人被我们的生命吸引来归向你！ 

 

圣灵啊，求你充满我们，使我们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将真理的话刻在我们心中，也放在我们口中；

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也亲自为你的道在人的心中预备好土，可以结实百倍；求你帮助我们为

你得人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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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充满瘟疫、疾病、死亡的世代中，必有你美好的心意。我们都在这里，

求你大大地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在软弱的世人中活出刚强的见证，使用我们在死亡的阴霾中活出永

生的见证，使用我们在绝望中活出盼望，在黑暗中活出光来！主啊，藉着我们照亮这世代！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同行、同工，藉着我们高举你的十架，显出你的荣耀、你

的作为；愿主在这世代中大施拯救！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不要放弃 

最近讲道看使徒行傳第 5 章，当时有这样一首回应诗歌，《不要放弃》，从经文到歌词，都让我无

限感恩。神在患难中不但记念自己的应许，与人同在，他还让我们不会聚焦患难，却是提醒我们毋

忘初心，继续忠诚来服侍他！送给大家经文和诗歌共勉。 

 

徒5：18–21《新汉语译本》“于是下手捉拿使徒，把他们关在公共拘留所里。但主的一位天使在夜

间打开了监狱的门，把他们领出来，说：你们去，站在圣殿里，向民众宣讲一切与这生命有关的信

息。他们听了，就在清早进入圣殿里教导人。” 

 

 

《不要放弃》 

赞美之泉 

曲词：游智婷 

 

当你孤单的时候 不要气馁 

当你在十字路口 不要徘徊 

当你难过的时候 擦干泪水 

当失望的时候 不要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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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放弃 

 

大声唱 哈利路亚 

欢喜快乐吧 勇敢往前踏 

大声唱 哈利路亚 

活出神放在 心中的蓝图 和盼望 

 

张大眼睛看 神要开路啦 

打开心胸吧 神要扩张啦 

张大眼睛看 神要开路啦 

大声宣告吧 神要扩张啦 

 

紧紧抓住他 就会有希望 

所以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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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3 日 

48. 伊朗：为被制裁下有足够救援物资祷告 

吴东儿 

早在新冠疫症爆发之初，伊朗便是举世关切的热点之一。在 4 月初时已有超过 4 万例确

诊，2,700 多例死亡，死亡人数仅次意大利、西班牙、中国、美国，高居世界第 5，更包

含副总统、部长与军事将领在内多人感染、离世。到 6 月差不多每天仍有两、三千宗新

的确诊，引发了世界对中东第二波疫症暴发的担忧。截至 6 月 22 日，当地累计确诊 20.5

万人，9,623 人死亡，是世界第 10 最多确诊的国家。今天我们为伊朗祷告，求主供应足

够的救援物资对抗疫症。 

 

 

伊朗女副总统埃布特卡是被感染的高级官员之一 

直击伊朗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称伊朗，在 1501 年前有很长时间称为波斯。伊朗是中东国家，

其中北部紧靠里海、南濒波斯湾。伊朗东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东北部与土库曼，西北

为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接壤，西接伊拉克和土耳其。国土位于西亚伊朗高原上，气候较

为干燥；首都为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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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伊朗约有 8,320 万人，为多民族国家，主要民族是为波斯人，约占总人口的 52％，其余

有亚塞拜疆人（24％）、库德人（7％）、阿拉伯人（3％）等。官方语言为波斯语。 

 

 

      波斯人传统服装      亚美尼亚区凡克主教堂 

宗教 

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众约全国人口 89％）为伊朗国教，而宪法承认的其余教派有伊斯兰

教逊尼派（9％）、袄教（俗称拜火教）、犹太教、基督教（约 2％）等；信奉基督教的主

要为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在伊朗，用波斯语印刷圣经是违法的，同时也禁止用波斯语

传讲和教导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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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元首和最高领导 

伊朗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但不掌握最

高军事权力，权力很大程度上受到最高领袖和宗教势

力的制约。伊朗总统任期 4 年，可连任一次，由选民

直接选出，最后由最高领袖任命。现任伊朗总统哈桑

•鲁哈尼在 2013 年首次当选，2017 年赢得连任。 

 

 

 

伊朗最高领袖是伊朗政治、宗教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军队和伊斯兰革命

卫队的总司令，实行终身制。现任伊朗最高领袖为阿里•哈梅内伊。 

 

 

 

 

疫症始于圣城 

2 月下旬一名加拿大妇女确诊新冠肺炎，查问旅游史得知她刚从伊朗归国。无独有偶，

中东多国也接连出现确诊案例，先是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通

报世卫，接着是与中东接壤的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等宣布失守。在上述国家

的通报案例中，几乎所有患者都与该名加拿大妇女一样，曾去过伊朗。 

 

 

莫克清真寺 

 

伊朗于 2 月 19 日才宣布发现 2 起确诊案例，2 人都来自什叶派圣城库姆（Qom）。按照

上述的跨国传染规模，伊朗国内或许早就进入大规模传染阶段。虽然病毒传入库姆的初

始途径未明，但似乎疫症早已扩散，令无数朝圣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感染，将病毒带回

故乡。 

 

 

马什哈德的圣陵       初期为圣陵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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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疫症加剧，政府只取消德黑兰等大城的清真寺周五的集体礼拜，却未有对库姆下禁

令。直到 3 月中，全国已出现 14,991 例确诊，853 人丧命，政府才封锁库姆与马什哈德

（Mashhad）的圣陵与清真寺，严禁朝圣，可惜已错过黄金封锁时间。究其原因，有指

一是不妨碍民众朝圣，二是不想影响 2 月 21 日 4 年一度的国会大选。 

 

 

疫症爆发后，工作人员穿上防疫装备在圣陵消毒 

 

医疗设备短缺 

虽说伊朗的医疗水平在中东名列前茅，但长年受美国制裁，导致药品与医疗器材严重不

足。伊朗超过 95％的药品和 30％的器械可以由本国生产供应，但罕见疾病所需的复杂

或昂贵的药物和医疗设备，则约 90％依赖进口，尤其是医用耗材品如注射器、导管等。 

 

加上近年紧张的美伊关系，美国 2018 年全面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和政治制裁，更让大部

份国家逐步停止向伊朗出售医疗设备和物资，导致国内的医疗设备短缺和进口药价格暴

涨。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Mohammad Zarif）曾在 2019 年 3 月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发布了 66 位伊朗医学科学家的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谴责美国对伊

朗医疗需求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制裁，但抗议并未得到美国的回应。 

 

中伊合作 

在今年 3 月底，驻伊朗大使代表中国使馆和在伊中资企业，紧急向伊朗卫生部捐赠 25

万片口罩。在中国抗疫的关键时刻，伊朗政府率先公开声援中方，许多伊朗百姓为武汉、

为中国加油。伊朗卫生部国际司司长和外交部中国司司长代表伊方接受捐赠物资，并对

中国使馆和中资企业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在 2 月 18 日晚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标志性建

筑自由塔，为中国亮起“中国加油”和“ 武汉加油”。 

 



情系世界(上) 

391 

 

 

3 月 25 日中伊双方代表出席中国政府援助伊朗医疗物资交接仪式，而伊朗借鉴不少中

国的抗疫经验。 

 

逐步放宽措施 

总统鲁哈尼在 3 月下旬宣布采取隔离措施，最近已逐步放宽。总统于 6 月 5 日表示，如

果民众不遵守卫生规范，政府可能重启一些隔离政策。他呼吁民众减少非必要出行，又

呼吁传媒加强宣传卫生规范和保持社交距离。 

 

当地早在 4 月 11 日起允许低风险行业在严格遵守卫生准则的基础上复工。5 月 26日起，

所有行业包括餐厅、咖啡店、公共浴室等高风险商业场所恢复营业。随着这两个月陆续

解除封锁，人们之间的接触比之前更密切，这些可能都是 6 月病例的激增原因。 

 

代祷需要 

1.求主让各国在这个“非常”时期暂停制裁，更求主让伊朗可以获得所需要的医疗器材。 

2.为民众有安全和卫生意识祷告，学会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互相感染的机会。 

3.为当地经济的复苏祷告，叫政府可以援助失业、低收入家庭。 

4.为当地教会在疫症中有美好见证、帮助邻舍，成为社区的灯台，彰显主爱。 

5.为伊朗人认识真理祷告，认识耶稣为独一的救主。 

 

 

穆斯林在斋戒月于德黑兰大学内的清真寺为疫症祷告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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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东儿老师代祷 

亲爱的阿爸天父： 

 

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你就是赐世人盼望的那位

（耶 29：11）。求父帮助我们不要相信谎言，不让世界的现况使我们失去盼望。 

 

求主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虽然为世界祷告多月，但仍不要松懈；看得见自己是有君尊

的祭司，每当祷告之时就是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要粉碎撒旦一切偷窃、杀害、毁坏的

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家庭、教会、人际关系上实在面对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但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带给我们盼望；你的应许和信实是我们灵魂稳固的锚，叫

我们不至方寸大乱。 

 

面对伊朗每天过千的确诊数字，真是令人担心，求主帮助当地政府有智慧制定有关措施

减少感染人数。国际的形势在人似乎无法控制，但王的心在神你手中，好像陇沟的水（箴

21：1），求主赐下足够的医疗用品和设备；而医护人员能在又限的资源底下，继续尽力

挽救生命。在这个异教的国家，求你让伊朗人看得见你所差派的爱子耶稣才是道路、真

理、生命。 

 

黑夜虽漫长，但我们仰望、倚靠你。看似孤军奋战，但其实是主你牵我们的手走每一步；

让我们继续凭信而行，祷告不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沈灵风牧师代祷 

今天让我们在这动荡的世代同心仰望、全然倚靠我们的神： 

 

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神啊，我们仰望你！这世代充斥着动荡不安、瘟疫死亡，但我们

知道你在至高之处坐着为王，你的权柄统管万有！ 

 

你的众儿女也遭遇艰难、网罗，“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投靠

你。我们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诗 57：1） 

 

亲爱的主耶稣，你应许我们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你里面有平安。”（约 16：33）

求主安慰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得着在你里面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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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用你的真理建造我们的生命，在祷告中对我们的心说话，在敬拜中彰显你的同在，

在服侍中显出你的作为，让我们真实地经历你，在你里面得享安息，使我们不仅得生命，

更得着丰盛的生命！ 

 

主耶和华啊，“我们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们倚靠神，我们要赞美你的话；我们倚靠

神，必不惧怕。”（诗 56：3–4） 

 

主啊，我们都是你的见证，坚固我们，兴起我们，使用我们，藉着我们光照这个黑暗的

世代，安慰恐惧的人心，拯救失丧的灵魂！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盼望》 

约书亚乐团 

曲词：孙立衡  刘淑莉 

张全佑  蔡依纯  罗君典 

 

黑夜虽漫长 惊恐难安 我仰望 

环境再艰难 孤军奋战 仍刚强 

你平静一切的风浪 

你是我一线曙光 

你爱使我不动摇 

你是稳固灵魂的锚 

你话是道路真光 

你是我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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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5 日 

49. 荷兰：万水千山粽是情，疫后再出国度

假 

吴东儿 

远在欧洲的小国荷兰，6 位华人厨师参加了“万水千山粽是情”端午节敬老活动，为荷

兰华人长者送上粽子，以独特方式送上家乡的关爱。在疫症过后，餐馆允许重新营业，

欧盟各国在 6 月中基本开放边界，而荷兰各大学校的暑假也陆续开始，荷兰人又可以出

国度假了。荷兰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国家，在全球的疫症下，荷兰人也只是淡淡然

的应对，实在令人惊讶。截至 6 月 24 日，荷兰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为 49,722 人，6,095 人

死亡，病死率高达 12.25%，是全球第 7 位。今天我们为荷兰的经济复苏和心灵重建代

祷。 

 

 

直击荷兰 

荷兰（Nederland），音译“尼德兰”，意译为低地国家或低地之国，三分之一的面积只高

出北海海平面 1 米，近四分之一的面积低于海平面，是名符其实的“尼德兰”！ 

 

荷兰位处欧洲西部，因为海陆风长年不息，从 16 世纪开始荷兰人就利用风车及堤防排

干积水，逐步由海中及湖中制造出圩田；同时，风力的发展解决了该国缺乏水力和动力

资源等问题。现时荷兰是世界第二大的粮食与农产品出口国，数量仅次于美国；而鹿特

丹港是全世界进出量第 8 的大型港口。 

 



情系世界(上) 

395 

 

 

人口密度高 

荷兰只有 1,729 万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纯正荷兰血统的居民占

总人口的大多数（80.9％），其余分别是印尼人（2.4％）、德国人（2.4％）、土耳其人（2.2％）、

苏里南人（2％）、摩洛哥人（1.9％）和其他种族（约 7％）。有估计指现时华人约有 11.3

万。 

 

 

世俗化严重 

1579 年开始，荷兰就允许国内居民有宗教自由，领先当时欧洲其他国家。荷兰现在是最

世俗化的国家之一，67.8％的人表示没有宗教信仰。荷兰的主要宗教包括天主教（24.6％）

和基督新教（10.8％，华人教会 25 间），历史上曾经人人虔信，现在却已信心冷淡。另

外，由于穆斯林移民大增，达到全国人口的 5％，使伊斯兰教成为荷兰第３大宗教；此

外，荷兰还有佛教、犹太教和印度教的信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5%AF%86%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5%AF%8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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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圣劳伦斯大教堂 

 

思想包容开放 

荷兰素来尊重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人发展，甚至闻名于宽容异己；其法律允许堕胎、性交

易及安乐死等，有限度的放宽娱乐性药物如大麻的合法使用。2001 年，荷兰成为全世界

第一个立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小国载誉绝不少 

荷兰虽然只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却有不少举世闻名的特色和称誉，包括：郁金香王国、

风车国、奶酪王国，首都及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也有“运河之都”的称呼。此外，拥

有诸多世界著名的画家，如：伦勃朗、梵高、维米尔等；还有著名的皇家代尔夫特蓝瓷

和木屐等。在黄金时代更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航海贸易），从那时到今天不仅经济发

达，在科学和艺术各方面都有卓越成绩。 

 

 

 

荷兰最大的 3 个城市分别为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政府、国王的王宫和大多数外

国领事馆都位于海牙。荷兰是欧盟、十国集团、北约、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

成员国之一，也是比荷卢联盟的一部份。荷兰拥有 5 个国际性法庭：常设仲裁法院、国

际法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庭、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等。前 4

个法庭都设在海牙，此外欧洲刑警组织和欧洲检察官组织的总部也设于此，因此海牙有

“国际司法之都”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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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国际法院 

疫症初期为输入个案 

荷兰 2 月 27 日出现首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随后 3 月 10 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称全国

确诊病例为 382 宗，4 人死亡；而确诊病例均为传输入个案。南部与比利时接壤的北布

拉邦省（Noord–Brabant）是荷兰的重灾区，该省的蒂尔堡市（Tilburg）有医院在 3 月

初爆发集体感染，逾 300 名员工，28 人确诊新冠肺炎。 

 

 

 

温和的防疫政策 

政府在 3 月中旬公告关闭学校、餐厅及美容美发按摩等涉及较近距离接触的产业，降低

允许人们聚会的人数。政府“鼓励”大家尽量不要出门，勤洗手，以及保持 1.5 米以上

的社交距离。若体温超过 38 度，要待在家，如有问题才打电话给家庭医生，但千万不

要自行去看医生。症状不严重的确诊者仍可以到超市购物，或说确诊者在症状消失后 48

小时就可以外出，不需要再做检验。 

 

Don't Panic！ 

有华人留学生尝试跟同学讨论疫症的严重性和带口罩的需要，但往往换来一句“Don't 

Panic！”（不要惊慌！）有的甚至引用较多死亡率的天灾、饥荒或流行性感冒来类比，淡

化疫症的严重性。在荷兰工作的华人表示，对于政府的温和政策感到惊讶，曾向上司建

议若公司要求员工上班前量体温和带口罩，对于几百人的公司会比较安全和有保障；然

而上司直接表明不向老板反映，因为若雇主这样要求员工便违反政府的规定。 

 

疫症期间戴口罩的荷兰人不多。6 月 1 日梵高博物馆重开，少数游人参观完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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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吧！买点大麻！ 

在政府公告防疫政策后，不少荷兰人最快速和最在意的，反而是在禁令前抢购大麻。在

海牙一市民称：“也许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无法购买大麻，所以至少买些做储备。”有旅

居荷兰的爱尔兰人说：“需要在家待这么久，我不介意尝点大麻放松一下。我和室友看新

闻发布会，刚下楼便看到有大约 30 人在排队。” 

 

 
 

荷兰的大麻店叫“coffee shop”，咖啡店是“cafe”。政府于 3 月 15 日颁布 3 周的限制令，

大批市民立时赶去买大麻。超市只有几天出现抢购潮，总理呼吁后市面很快恢复正常。 

 

被抢购一空的超市食物架 

放宽限制 

荷兰目前疫症已经趋于平稳，政府由 6 月起放宽各类限制令，只是再提出相应措施如彼

此不握手、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1.5 米。近期从中国或其他疫区抵达荷兰者，请自行

隔离两个星期。 

 

花农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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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期间正值荷兰花卉采收季，但各国经济活动因疫症关系大幅降低，加上许多国家大

量缩减航班，导致花卉需求减少，也无法运送，花农每天忍痛销毁数百万朵郁金香、玫

瑰、菊花等花卉，前所未见。荷兰大型花卉拍卖市场负责人表示，国内花卉年采收量的

70％至 80％已被销毁；拍卖市场存在 100 多年，首次身陷这样的危机。 

 

 
 

疑从动物感染 

荷兰有 2 名水貂养殖员被发现疑从水貂感染新冠肺炎，后来，又先后发现有 10 个养殖

场的水貂染病。当局在 6 月 3 日下令扑杀有关养殖场内逾万只水貂，养殖场也要全面消

毒。境内目前有 140 个水貂养殖场，每年出口价值 9 千万欧元的貂皮皮草，扑杀水貂造

成农民严重损失，荷兰政府正研究补偿方法。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起大型动物养殖机构

出现动物感染新冠病毒事件，当局正跟大学作病毒研究，希望找出原因。 

 

 
 

停课下老师的爱 

荷兰在 3 月中开始停课，老师及学生避疫留家，北部城市哈伦（Haarlem）有小学老师因

太挂念学生，便用毛线亲手编织全班 23 位学生的娃娃，放在社交媒体分享，学生惊喜

之余，家长也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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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需要 

1. 为疫症日渐平稳感恩，求神继续帮助当局有效地控制疫症。 

2. 为当局和大学研究动物感染问题有成果祷告。 

3. 为从事农业、旅游业、餐饮业人士祷告，求主让业界有智慧地帮助雇主和工人，重建

经济。 

4. 求神除去人心的骄傲、蒙蔽人心眼的东西，让世人得知自己的罪，戒除吸食大麻等

恶习，需要救恩。 

5. 欧盟各国边界开放，意味着人们往来增加，求主保护民众出入有平安，有良好的卫

生和防疫意识。 

 

北京王姊妹代祷 

仁慈公义的神，我们称颂你，为荷兰这片你热爱的土地我们赞美你的圣名。 

 

求你开恩，赦免这片土地以及居民所犯的罪，这里曾经是饱得你慈爱和眷顾的土地，历

史上曾经派出了多位探险家，曾经将神的话语教导给世界各地教会和基督教学校。 

 

现在祈求你怜悯垂顾，软化当地居民的内心，让他们离弃罪恶回转归向独一的创造神！

全地的君王，恳求你怜悯，如果人类悖逆假装不认识你，故意违背你的旨意，那结局是

何等可悲！ 

 

这些年荷兰充斥着各样违背你创造的婚姻、以及色情、堕胎还有很多得罪你的事，恳求

你怜悯荷兰和其上的居民，愿他们能够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你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

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恳求你怜悯医治

荷兰的人心，医治当地的妇女儿童，将走偏的人心带回到你面前来，让沉睡的人心能够

苏醒过来。 

 

愿荷兰所有人都能追念古时，你是何等厚待他们的祖先，厚待他们的土地，愿那地的人

单单向你敬拜！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愿一切事奉雕刻的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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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 

 

万神哪，你们都当拜他！施恩给全地的救主，恳求你怜悯荷兰妇女和儿童，赐给他们有

尊严的人生，让他们起来寻求你，离弃一切荒谬的教导，单单以寻求耶和华为至宝！不

愧对神宝贵的恩赐，愿你将他们曾经爱神的心再次挑旺起来！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

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愿荷兰的居民能够回转归向正路，能够用神所赐予的恩赐和赏赐来服侍永活的真神，并

且能够为神所用！求神兴旺点燃当地的政府，饶恕他们一切不义的作为，供应当地居民

的一切需要，并且为着神的名得荣耀的缘故，能够带领国家走入正路。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求神怜悯看顾在荷兰的基督徒，看顾他们的需要，愿他们都能勇敢为神做见证。愿神的

心意在荷兰成就，愿复兴的火能够燃烧每一个荷兰人的心，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使命和当

尽的本份，愿他们离弃一切的罪恶，尽心尽力尽意服侍独一永活的真神！ 

 

求神垂顾怜悯，愿神兴起世界各地宝贵的弟兄姊妹们，用各样的方式将成就神心意的人

与企业带到荷兰。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求神医治荷兰因为瘟疫

所造成的伤害，愿荷兰人的心都能谦卑在神面前，愿神所赏赐的良心能够在人心中不断

提醒，恢复家庭与人内心中对人类的认知。 

 

因为遍地都要被神的荣耀充满！愿复兴能够从荷兰带向整个欧洲，愿人心苏醒，不再自

己做自己的主，而是尊主耶稣为圣，为君王！愿神在荷兰成就奇妙的事，让荷兰能够参

与天国事奉的荣耀中，与神国有份！求神怜悯医治！ 

 

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尊贵的救主，是弥赛亚，是要再临到世界的。恳求你垂听我们的

祷告与呼求，保护我们行在你的光中，结出丰硕的果实！感恩赞美祷告祈求全是奉主耶

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尊名！阿们！ 

《我向你祷告》(粵) 

曲词唱：李蔼儿 

 

你是我神，是我的依傍， 

在我无助困苦中， 

你在细听察看。 

是我磐石与拯救， 

是我高台与诗歌， 

你体恤我，你保守我。 

你是我神，是我的依傍， 

在我无助困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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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细听察看。 

是我能力与保障， 

是我盾牌与帮助， 

你应许我，你在掌舵。 

副歌 

1. 我向你祷告，纵使我软弱， 

我虽失信，你仍然可信。 

面对的山岭那么高， 

路径艰难如没去路； 

但信靠你，你定会开路。 

2. 向世界宣告，你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靠着你（终会）得胜。 

让你的手替我争战， 

奉你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你， 

遵行你旨意（神迹必可看见）。 

 

连接段 

1. 我看着众山岭，吩咐它们挪开， 

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 

你教导我祷告，要带着信心宣告， 

相信你定会听到。 

2. 我看着众山岭，吩咐它们挪开， 

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 

你教导我祷告，要带着权柄宣告， 

相信你定会听到。 

 

结尾 

让你的手替我争战，奉你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见，我只想看见，你旨意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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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6 日 

50. 智利：信仰更新与复兴宣教由华人教会

开始 

殷言 

全球超过 938 万人感染新冠肺炎，拉丁美洲确诊病例持续大增，总数超越亚洲。全球 15

个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4 个在拉丁美洲，包括巴西、秘鲁、智利和墨西哥。美国仍然

是疫症的核心，占总数约 25%，但增幅最快的却是拉丁美洲，总确诊占整体的 21%。截

至 6 月 25 日，智利总确诊人数是 254,416，是全球最多确诊的第 7 位，4,731 人死亡。

今天我们为智利的抗疫和教会的复兴代祷，让信仰更新与复兴宣教由华人教会开始。 

 

 

直击智利 

智利共和国（西班牙语：República de Chile），通称智利，是位于南美洲的国家。智利西

部与南部濒临太平洋，北靠秘鲁，东邻玻利维亚及阿根廷。 

 

智利人口约有 1,819 万，54%信仰天主教，14%信仰基督教，7%是其他宗教，余下的 25%

的人是没有信仰的。智利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最近若干年里，政府曾试图矫正过去不

公平对待原住民，然而在某些地区情况仍然持续。 



情系世界(上) 

404 

 

更新统计方法令死亡数字翻倍 

智利采用新的统计方法，使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几乎翻倍。首都圣地牙哥大都会地区的隔

离措施至少持续到整个 6 月，并宣布会把“疑似因感染病毒死亡”的病例纳入每周公布

两次的流行病学报告中。新任卫生部长认为，6 月疫症会最差，或至少非常糟糕，7 月

头两周感染人数还会增加，只有等到 8 月，执行隔离的效果应可慢慢出现，当然前提是

民众会确实遵守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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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系统接近极限 

现任总统米格尔·胡安·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埃切尼克（Miguel Juan Sebastián Piñera 

Echenique）是智利知名企业家及政治人物，信奉天主教。2010 年皮涅拉当选成为首位

右翼总统。2010 年由于成功处理矿难，意外并未有罹难者，成为国际新闻，打破世界纪

录。依宪法规定皮涅拉任期在 2014 年届满，不得连任。他于 2018 年再次参选并第二次

当选为智利总统。 

 

疫症开始时他已表示确诊宗数急增，智利医疗服务、深切治疗部病床及呼吸机的需求大

增，卫生保健系统已“非常接近”极限。求神记念政府有智慧为医护人员准备最高规格

防护装备，使他们在救护病人的同时自己生命也得到保障。 

 

灾难频生 

智利地形狭长，南北距离 4,300 公里，东西平均距离却只有 200 公里，因此智利亦有“丝

带国”的称号。中间都是火山、间歇泉、海滩和河流等，全世界平均每年记录到的 9 千

次地震中，有 21%发生在智利，是地球上最主要的地震带，历史上曾发生多次造成重大

伤亡地震灾害。北部地区 6 月初已发生黎克特制 6.8 级地震，未有伤亡报告。 

 

信仰低落与复兴 

智利罗马天主教会人数减少，令其影响力也降低。现在只有 12％–23％的天主教徒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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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弥撒，其中好些人改信基督教，但也有许多人成为了无信仰者。 

 

在这些年间，华人教会数目有显着增加，但可惜参加崇拜人数却没有太大增长。 

 

 

复兴宣教从华人教会开始 

南美洲华人教会的青年人工作蓬勃，教会举办华文学校，每周都有数百学生参加，也有

不少青少年参加教会举办的其他活动和主日学。教会积极跟进栽培这些青年人，成为神

国度的生力军。 

 

许多在当地出生的下一代已经长大成人，各有自己的专业，积极参与教会。当有机会与

他们分享普世宣教的需要，青年人都有非常积极回应，相信他们是非常有潜力发展南美

本土人的事工和原住民的福音工作。 

 

原住民事工 

事实上，好些华人教会的下一代已经积极投身原住民事工，他们跑进山区为原住民提供

医疗和教育服务，也帮助原住民盖教会和社区中心等。 

 

深信这是神把华人信徒带进世界不同角落的原因—就是要华人成为万国的祝福，也叫万

民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求主兴起！求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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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宣教人材 

有华人神学院与差传机构合作发展宣教中心，作为南美宣教事工的基地，为中南美洲建

立更多双语的宣教人材。这计划可以帮助培训更多中国的传道人，到南美发展宣教事工。

中南美洲很缺乏传道人和宣教士，这训练计划实在是一个极佳的宣教策略。 

 

去年在巴西圣保罗市举行的泛美华福大会，鼓励华人教会要锐意成长和变革承传，就是

回到神吩咐教会唯一要履行的任务：叫万民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宣教的呼声 

在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各区的报告分享中，明显听到中南美洲的宣教呼声。无论

是华人或当地人的福音需要都非常庞大，但工人却非常缺乏，特别是能讲当地语言的华

人同工更加稀少。祈求神感动各教会和机构，共同携手合作，为这庞大的需要，动员更

多不同年纪的宣教士同收主的庄稼！ 

 

代祷需要 

1. 为政府能快速回应疫症，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合作，竭力抵挡病毒扩散。 

2. 为医疗团队祷告，求神赐政府智慧，竭尽所能搜寻足够医护装备，使医护人员在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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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中得到最好保护。 

3. 为民众愿意遵守各项防疫措施，让疫症尽早受控祈祷。 

4. 求神兴起教会和基督徒在疫症中成为民众的帮助与祝福，为福咅预工踏出美好的一

步！ 

5. 求神使教会合一，有智慧、能力在危难中成为国家的最好伙伴，神的平安与智利同

在！ 

6. 求神让无论原住民、智利的不同民族、新移民，所有未得之民都有机会接触福音！ 

 

沈灵风牧师代祷 

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啊，我们呼求你，仰望你，等候你！当年你在五旬节降临在门徒的

身上，充满他们，赐下诸般的恩赐、口才，藉着他们传道，医病，赶鬼，建立教会，翻

转了那个世代！ 

 

求你如今照样在我们身上动工，赐下属天的大能，显出与我们同在的凭据，大大复兴你

的教会，与我们同工，差遣我们去做主的圣工，去高举基督的十架，也能翻转今天这个

世代！ 

 

圣灵啊，这个世代实在需要你，因为你的儿女软弱，世人恐惧，这个世代不仅充满了瘟

疫，更充满了罪恶！求你不要向我们隐藏，愿你在全地自由运行，“叫世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 16：8）叫教会刚强壮胆为你争战，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

见证人，“使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显

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 2 ：15–16） 

 

巴不得圣灵的火在这世代中大大燃烧，燃尽一切邪情私欲，燃尽一切心中的偶像，燃尽

一切不公不义不洁，也燃尽一切瘟疫与咒诅；我们更愿圣灵点燃你众民心中对主的爱火，

点燃传福音的火，使我们能够大大荣耀你！ 

 

至高者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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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愿你裂天而降》 

生命河灵粮堂 

曲词：施弘美 

 

主啊 我们等候你 

带着伟大的期待 愿你来 

主啊 我们渴慕你 

渴慕你圣灵浇灌 充满我 

 

我要回转归向你 求你记念 

愿圣灵的风吹起 带我翱翔 

我要紧紧抓住你 愿你国降临 

震动这地 使万民敬畏 

 

愿你裂天而降 裂天而降 

降临这地 降临万国万邦 

愿你裂天而降 裂天而降 

使复兴的火不断燃烧 

求复兴我们 

 

明天我们会为刚发生 7.5 级地震、新冠疫症严重的墨西哥代祷，“情系世界”将于 6 月 30

日完结，关心叙利亚和各国难民。邀请你在留言区写下祷告文，让更多弟兄姊妹一起代

祷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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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7 日 

51. 墨西哥：受地震、新冠肺炎和罪案多重

打击 

阮一心 

新冠病毒在美洲正急速蔓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感染人数已突破 200 万。截至 6

月 25 日，墨西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破了 20 万，共 202,951 宗，25,060 人死亡，病死率

高达 12.34%，是全球第 7 位。6 月 23 日墨西哥南部更发生 7.5 级地震，今天我们为受

地震、新冠肺炎和罪案多重打击的墨西哥代祷，求主拯救更多生命，挽救经济免于崩溃。

“情系世界”将于 6 月 30 日完结，关心叙利亚和各国难民。邀请你在留言区写下祷告文，

让更多弟兄姊妹一起代祷守望。 

 

 

 

直击墨西哥 

墨西哥有 1.23 亿人口（2017 年），是世界第 2 大天主教国家，有约 9 千万名天主教徒，

仅次于巴西。88%人口信奉天主教，其中 47%出席每周教会弥撒。5.2%信奉基督教。 

 

墨西哥 90%以上是印欧混血人和印第安人，当地文化混合印第安文化、以西班牙为主的

欧洲文化和非洲文化，并深受美国文化影响。在众多人种中，土著印第安人是生活条件

最低下的族群，也是穷人中最穷的族群。 

 

https://hk.appledaily.com/resizer/GDznzpg-JH4osYp6oLKQY0G2qPE=/640x360/filters:quality(100)/cloudfront-ap-northeast-1.images.arcpublishing.com/appledaily/2OUUW6LRQBZYM7QEP3HEXBFUW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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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是拉美经济大国，《美墨加协定》成员，世界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同 45 个国

家签署了自贸协定。工业门类齐全，石化、电力、矿业、冶金和制造业较发达。传统农

业国，是玉米、番茄、甘薯、烟草的原产地。但全国贫富分化严重，贫困人口占总人口

的 43.6%。 

 

暴力罪案严重 

墨西哥是世界上暴力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全国最为暴力的奇瓦瓦州华雷斯城等地，80%

的谋杀案都与贩毒有关。墨西哥一直苦苦对抗着有组织犯罪，全国人民都受此影响，但

包括基督徒少数宗派在内的脆弱农村群体受害尤其严重。 

 

 

 

基督徒，尤其是积极参与改良社会的教会领袖，对贩毒集团和其他犯罪组织造成了威胁。

年青人信主会影响毒品收入和发展，在主日抢劫教会比便利店容易和有更多收获，因此

教会及基督徒领袖常受逼迫，成为攻击目标。从 2012 年至 2019 年 9 月，已有 27 位天

主教及基督教神职人员因犯罪集团而遇害。 

 

7.5 级地震 

6 月 23 日墨西哥西南沿海的瓦哈卡州（Oaxaca）发生规模 7.5 级地震，由于震央离海岸

只有 23 公里，震源深度仅 5 公里，属破坏力极强的极浅层地震，因此美洲各国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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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震单位随即发布海啸警报。截至 6 月 26 日，消息指有 6 人死亡、30 多人受伤。 

 

在视频可见地震造成多栋建筑损毁，地面出现反复开合的现象。远在数百公里外的首都

墨西哥市，也有建筑物激烈摇晃，民众纷纷跑到户外。 

 

地震预警系统有效 

这次地震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是因为墨西哥的地震预警系统，在震波袭来本土之前发

挥了关键作用。除了瓦哈卡州各地城镇都收到了避难通知，城镇社区的“地震警报广播”

也同步启动。 

 

人口稠密且多次遭遇强震摧毁的墨西哥城首都圈，就提前了“62 秒”收到警报，因此城内

虽然仍有人员伤损与房屋倒塌，但足够的反应时间大幅减少了损失。 

 

发生地震时，墨西哥城的杜兰戈（Durango）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民众紧急疏散。 

 

 
 

疫症仍在攀升 

墨西哥在 3 月至 5 月进入国家卫生紧急状态，建议民众保持社交距离，下令学校停课，

以及暂停所有非必要的经济活动。在 5 月初时大墨西哥市地区的部分医院已经满载，但

疫症到了 6 月下旬仍未达到高峰，每天仍以几千至 1 万宗增长，医疗系统面对巨大的压

力。 

https://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20/06/GettyImages-1222127784.jpg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6/24/99/8083072.jpg%26x=0%26y=0%26sw=0%26sh=0%26sl=W%26fw=105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6/24/99/8083067.jpg%26x=0%26y=0%26sw=0%26sh=0%26sl=W%26fw=1050
https://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20/06/GettyImages-1251569938-600x4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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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原本计划重启市场、餐厅和其他商业活动，但在疫症持续蔓延情况下，当局决定

将时间表往后延迟。疫症严重地区可能将在 8 月至 10 月陆续启动复苏计划。 

 

  
 

经济受多重打击 

由于新冠疫症带来的负面影响，墨西哥遭遇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增长乏力、企业倒闭员

工失业等“多重打击”。 

 

受疫症蔓延和油价暴跌等因素影响，3 月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股市主

要股指创下近 10 年来最低收盘点位。墨西哥旅游、能源、侨汇、制造业等领域将持续

受到影响。 

 

多份分析报告认为，今年墨西哥经济降幅将超过 7%。中小企业和非正式就业人群受冲

击最严重。墨西哥将有至少 117 万家企业倒闭，3 月至 4 月有约 1,260 万人失业或停止

开展经济活动。疫症或将导致超过 2 千万墨西哥人陷入贫困，其中涉及大量非正式就业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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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总统洛佩斯（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表示，4 月至 6 月是墨西哥经济最困

难的“触底”期，随后将逐渐复苏。目前，汽车制造业、建筑业、矿业等已陆续恢复。

随着《美墨加协定》7 月 1 日生效，今年下半年墨西哥各项经济指标有望明显好转。 

 

代祷需要 

1. 为社会求平安，百姓在疫症及地震中有平安，社会不会出现抢劫、偷盗、暴乱等状况。

求主打击贩毒集团，减少毒品对社会的危害。 

2. 为重启经济祷告，各行各业需要复苏，当局扶助中小企业和失业者，保障贫穷人的生

计。 

3. 为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求主保护他们的安全，赐勇气能回应社会的需要以及青少年

事工，为灵魂争战。 

4. 为教会祷告，使教会脱离世俗化，被主兴起传扬见证主。 

5. 为宣教士祷告，保守他们满有神的同在和能力，有更多资源和机会见证主。求主兴起

更多宣教勇士，带领更多人相信主。 

6. 求主供应和恩待已信主的原住民，得到基本公共资源和服务，不被监禁或无家可归。 

 

 

 

沈灵风牧师代祷 

今天求主赐给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代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亲爱的主耶稣，你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

你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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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啊，这世界实在是充满了苦难，瘟疫、蝗灾、火灾、地震、饥荒……，股市、石

油暴跌，经济停滞！但你是全能者，你是得胜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王！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盘石啊，求你眷顾我们，保护我们！ “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

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投靠你。我们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诗 57：1） 

 

主耶稣啊，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坚定相信你的慈爱、你的同在、你的应许，相信你

所赐给我们的永生！ 

 

主耶稣啊，保守我们心里的盼望，使我们真实地盼望福音要传遍地极，盼望万膝要向你

跪拜，盼望天上的荣耀、天上的冠冕，盼望你回来的那日，盼望我们身体复活，“盼望新

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后 3：13） 

 

主啊，吸引我们的眼目，不再定睛这世代的动荡，不再定睛这苦难黑暗，乃是将焦点放

在你的身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 12：2 ），向着你这标竿直跑！ 

 

我们的救赎主啊，赐给我们在这不平安的世代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愿“基督的平安在

我们心里作主。”（西 3：15） 

 

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盼望之路》 

曲：孙庆美 

词：孙庆美、张汉业 

 

人生旅途中 

遭遇试炼和患难 

不安笼罩我 

陷入深沉黑暗中 

 

那时主对我说 

人生路我伴你走 

你不要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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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拯救你的神 

 

身在苦难里 心在忧虑中 

主你带领我与我同行 

丰盛的恩典 无尽的慈爱 

盼望之路他亲自引领 

 

我站立主面前 

高举双手来敬拜我主 

从今时到永远 

赞美我主我神 

我的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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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30 日 

52. 叙利亚：每一个行动都很重要，每一个

难民都很宝贵 

阮一心 

每年的 6 月 20 日是“世界难民日”，今年的主题是“每一个行动都很重要”。联合国难

民署的年度《全球趋势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年底，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前所未有

的最高水平 7,950 万人。叙利亚的冲突已经进入第 10 年，产生了 1,320 万难民、寻求庇

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占全球总数的六分之一。各国流离失所者中的儿童人数估计有

3 千万至 3400 万，其中数万名儿童无人陪伴。[1] 

 

许多难民住在过度拥挤的营地，得不到足够卫生服务和清洁饮水。一旦新冠病毒在难民

营内传播，将会爆发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今天我们为难民祷告，特别关心叙利亚的儿童，

求主保护他们的生命，供应足够的食物和安全的居所，让他们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图源：世界粮食计划署／Fadi Halabi） 

直击叙利亚 

叙利亚全名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国土总面积（包括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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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高地）185,180 平方公里。北与土耳其接壤，东同伊拉克交界，南与约旦毗连，西南与

黎巴嫩、以色列为邻，西与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首都大马士革。 

 

宗教变迁 

人口有 1,827 万人（2017 年），阿拉伯化的叙利亚人约占 90%，其他主要为库尔德人、

亚述人，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穆斯林大约占总人口的 90%，其中逊尼派占总人口约

70%，什叶派各支派占总人口接近 20%。 

 

叙利亚的基督教历史非常悠久，曾经一度是基督教国家。而新兴的伊斯兰教开始占据统

治地位后，长达 1 千多年间仍有大量叙利亚人信仰基督教。但近 1 个世纪以来，由于战

乱、移民国外及生育率较低等原因，基督徒人口不断大量流失，目前基督徒只占叙利亚

国内总人口的 10%。 

 

内战持续 

从 2011 年至今，持续进行的叙利亚内战与伊斯兰国战事，导致 20 多万人死亡，约 800

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超过 500 万叙利亚人逃到国外成为难民，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的最大一批难民潮。 

 

（图源：GETT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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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确诊不多 

尽管叙利亚的确诊个案不多，截至 6 月 29 日，累计确诊 256 人，9 人死亡，但无法估

计在各地的难民中有多少人确认。 

 

自 6 月 21 日起，叙利亚约 25 万名考生开始高考。为保障疫症期间考试顺利进行，教育

部采取了对考场消毒、让考生座位间保持安全距离等防疫措施。 

 

联合国难民署正在叙利亚加强宣传食水安全及卫生的重要性，提升医疗团队就识别个案、

隔离程序及转介怀疑个案方面的训练。 

 

 

难民如何应对疫症 

全球 80%以上的难民和几乎所有国内流离失所者，都生活在中低收入的国家。许多难民

居住在人口密集的难民营或较贫穷的城市地区，缺少足够的卫生基础设施、清洁用水和

个人卫生设备，他们面对新冠病毒有更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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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署于 1950 年 12 月 14 日由联合国大会创立，负责指导和协调全球行动、保

护难民并寻求难民问题解决方案。难民署发出全球紧急呼吁，以筹集资金提供救援措施，

保护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免受新冠病毒感染，包括：购买卫生物品、医疗用品及个人防护

设备；设置紧急庇护所及其他隔离安排；提升食水、安全、卫生及健康服务；并因应局

势变化而采取保护及援助计划。 

 

难民署希望各国确保每个人，包括所有移民和难民，都有平等机会获得卫生服务，包括

预防、检测和治疗，这有助于保护公共卫生和减少病毒的全球蔓延。 

 

失明女孩在废墟上演唱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东和北非区域大使、作曲家扎德·迪拉尼（Zade Dirani），在 2017

年 3 月 15 日叙利亚冲突爆发 7 周年纪念日，发布了为叙利亚谱写的歌曲 Heartbeat《心

跳》。为受到长久冲突影响的叙利亚儿童发出强烈吶喊，呼吁世界做出共同努力，使叙

利亚儿童重新获得享有正常童年生活的权利。 

（图源：儿基会/Bakr Alkasem） 

被暴力侵犯和虐待 

有谁听到叙利亚儿童的心跳和渴望呢？视频里看到被战火摧毁的颓垣败瓦，但經歷長年

的內戰，兒童受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傷害更大。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在今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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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最新报告《他们抹煞了我孩子的梦想》，记录了 2011 年 9 月到 2019 年 10 月期

间，叙利亚儿童所遭受的大量权利侵犯。他们被迫投身战场，遭受冲突各方所施加的无

数权力侵犯、暴力和虐待，甚至被迫沦为性奴隶和刽子手。[2] 

 

难民儿童需要教育 

难民署 2019 年教育报告《向前迈进：冲突中的难民教育报告》显示，随着难民儿童年

龄的增长，他们越难有机会接受教育：只有 63％的难民儿童可以上小学，只有 24％的

青少年难民可以接受中等教育。在 710 万学龄难民儿童中，有超过一半，约 370 万人从

未上学。[3] 

 

黎巴嫩全国人口只有 600 多万，但有超过 93.5 万名登记的叙利亚难民。尽管黎巴嫩已

经在国立学校为叙利亚学生组织了特殊的下午课程，但该国一半以上的叙利亚难民儿童

仍然没有接受正规教育。 

 

叙利亚儿童在伊德利卜部的一所学校帐篷里。  

（图源：儿基会/UN0248372/Watad） 

 

代祷需要 

1. 求主让各国在叙利亚的战争停止，保护人民的性命和财产，更多难民可以回国重新

生活。 

2. 为难民有安全和卫生意识祷告，供应难民营所需要的医疗人员、器材、食水和卫生

设备。 

3. 为各国的救援组织祷告，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等，还有很

多志愿者，求主保护他们免受攻击，各国政府、各界人士捐助资金、物资、供应人

才。 

4. 求主保护叙利亚信徒免受攻击，叙利亚人早日认识真理祷告，认识耶稣为独一的救

主。 

5. 为在本国和流徙的叙利亚儿童祷告，保护他们免受侵犯，医治他们身体和心灵上的

创伤，给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可以与父母一起有安全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行动都很重要，因为每一个难民都很宝贵。让我们坐言起行，为世界各地的

难民祷告，或捐助给国际救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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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姊妹代祷 

慈爱满有怜悯的父神，我们将叙利亚的难民放在你的圣手之中，恳求你怜悯垂顾那地。

你是满有恩慈的主，恳求你垂听叙利亚难民向你的呼求，恳求你垂听众人的祈求，为那

地的居民、妇女、儿童开一条活路。 

 

恳求你记念他们现在的状态，为他们存留生命。你是赐生命的主，我们一切的生活、动

作、存留都在乎你。 

 

求你赐下平安的意念，放在难民特别是幼小的儿童心中，让他们认识创造世界的真神，

全心全意的倚靠你，并且恳求你在当地的政府人员心中动工，在环境中为他们创造机会。 

 

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恳求你将怜悯穷人的意念放在弟兄姊妹们心中，让我们能够

去为他们的益处进行各样形式的帮助，并求你将合适的工作机会与企业带到他们中间。 

求你看顾保守叙利亚难民的生存权利、受教育权利、工作权利以及一切人类生活所需要

的正常权利，恳求你保护叙利亚的儿童。你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

这样的人。求你恢复孩子们内心的天真，挪去恐惧，让他们能够拥有无忧无惧恩典满满

的童年！ 

 

求你差派各方的机构、弟兄姐妹与专业人士到他们中间，将你的爱、关怀、学习机会以

及生活所需的各样物资，丰丰富富的填入到他们生活中。因为你是在旷野里开道路、沙

漠中开江河的神，你名为奇妙。恳求你怜悯垂顾，感动众人，愿我们将我们从你所得的

献上归你，为你所用！我们的救主！你是全地的君王！ 

 

当我们看到自己周围的孩子在欢呼雀跃，却想起叙利亚儿童却在战火中、废墟上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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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能够和父母一起晚上平稳的休息，叙利亚的儿童却在战火中、甚

至在丧失自己亲人的痛苦度过日夜；求你向每一个叙利亚难民儿童的心说话。 

 

你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

你身上。恳求你降下怜悯与医治，亲自牧养他们，让他们认识你、爱你，从小学习做主

的门徒和精兵，为你打美好胜仗。 

 

愿各国的弟兄姊妹们内心不要逃避和忽略圣灵的感动，能够以各样的方式奉献记念你爱

的叙利亚难民儿女，勇敢前行、为主发光！愿荣耀颂赞尊荣都归坐在宝座的神羔羊，直

到永永远远！以上祷告全是奉主耶稣至尊的圣名祈求！阿们！ 

 

 

 

祷告接力 

从 3 月 30 日我写第 1 篇“情系世界”为美国代祷开始，从来没有想过会写了 3 个月，

写到第 52 篇为叙利亚祷告。虽然这篇叫“完结篇”，但新冠肺炎的疫症并没有完结，确

诊和死亡人数仍在不断上升。截至 6 月 29 日北京时间 13:46，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 1

千万，共 10,111,634 宗，50 多万人死亡，共 501,859 宗。 

 

从以下的图表可以看到经过 3 个月后，全球最多确诊的首 25 个国家已改变，现在美洲、

欧洲、中东和亚洲的个案还在不断上升，这场抗疫战争仍要继续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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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30 全球确诊统计 2020–6–29 全球确诊统计 

（图源：“丁香园”公众号） 

 

52 篇“情系世界”为超过 30 个国家和地区祷告，虽然这系列的代祷文章暂告一个段落，

但希望听众接力为世界各地祷告。稍后我们将有活动，邀请你回应 35 篇“情系湖北”

及 52 篇“情系世界”，分享你在疫症中的经历，你对代祷文章的感受，对世界各地的需

要的回应等。鼓励你在文章下面的留言区写下祷文，让更多弟兄姊妹一起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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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 

在 3 个月内编写 52 篇“情系世界”，单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无法完成，在这里衷心感

谢良院的微信团队不分昼夜地排版、核对，朱明皓弟兄和陆芬姊妹，还有一些内地义工。

更要感谢沈灵风牧师情词迫切的代祷，各位老师为各国写的祷文、提供资料，还有吴东

儿老师、殷言老师和吴加恩老师协助编写代祷，在我身体软弱时提笔相助。 

 

 
 

你的参与更重要，感谢所有阅读及转发文章的弟兄姊妹，还有全世界不同地方的教会、

小组和无数的代祷勇士，昼夜不断地为世界各国祷告，很多听众也留言写下很多情感真

挚的祷告文。 

 

信徒并肩作战 

虽然病毒仍然肆虐，但疫症把全球的信徒连在一起，在祷告中彼此记念，为疫症和宣教

需要迫切呼求主。更有很多内地信徒出钱出力，分享各样防疫物资，支援不同国家的需

要。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掌管生命的主，求主医治所有的病人，赦免我们的罪，让

更多人把握机会信靠主耶稣作生命的主。 

 

最近中国的疫症有反复，各国也担心有第二波的疫症。让我们继续为全球祷告，让主的

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本周我们会以特稿的方式为中国的水灾代祷，让我们不要

灰心，一起并肩作战，为各种的天灾人祸祷告，求主的恩典与怜悯临到每一个人。 

 

 
你扶持我 

最后以一首 You Raise Me Up《你扶持我》作为本系列的终结，感谢所有曾经扶持我

的人，更感谢加我力量的主，使我完成超过我能想像的，从武汉封城至今，编写了 87 篇

代祷文章。这首歌从 2002 年起，被翻译成 125 种语言，有 5 百多个翻唱版本。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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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送上 2 百人阿卡贝拉合唱版 You Raise Me Up，再配上普通话版的《你扶持我》歌

词。盼望我们靠着同路人的扶持、主耶稣的鼓舞，能穿过暴风巨浪，安稳在主大能的膀

臂中。 

You Raise Me Up《你扶持我》 

曲：Rolf Lovland 

词：Brendan Graham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当我沮丧，困倦软弱的时候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困难临到  如重担压心头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我仍伫立  在静默之中等候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直到你来  陪伴在我左右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你扶持我  我能攀越过山岗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你扶持我  穿过暴风巨浪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我很坚强，因能靠你臂膀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你鼓舞我  让我超乎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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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联合国难民署《全球趋势报告》：1%的世界人口流离失所〉 

https://www.unhcr.org/hk/28393-%e8%81%af%e5%90%88%e5%9c%8b%e9%9b%a3%e6%

b0%91%e7%bd%b2%e3%80%8a%e5%85%a8%e7%90%83%e8%b6%a8%e5%8b%a2%e5

%a0%b1%e5%91%8a%e3%80%8b%ef%bc%9a1%e7%9a%84%e4%b8%96%e7%95%8c%e

4%ba%ba%e5%8f%a3%e6%b5%81%e9%9b%a2.html 

[2] 〈联合国：叙利亚儿童被残酷的战争剥夺了童年 甚至被迫成为性奴隶和刽子手〉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302 

[3] 〈友情帮助叙利亚儿童离开街头，回到课堂〉 

https://www.unhcr.org/cn/13143-%E5%8F%8B%E6%83%85%E5%B8%AE%E5%8A%A9%

E5%8F%99%E5%88%A9%E4%BA%9A%E5%84%BF%E7%AB%A5%E7%A6%BB%E5

%BC%80%E8%A1%97%E5%A4%B4%EF%BC%8C%E5%9B%9E%E5%88%B0%E8%AF

%BE%E5%A0%82.html 

 

（完）  

https://www.unhcr.org/hk/28393-%e8%81%af%e5%90%88%e5%9c%8b%e9%9b%a3%e6%b0%91%e7%bd%b2%e3%80%8a%e5%85%a8%e7%90%83%e8%b6%a8%e5%8b%a2%e5%a0%b1%e5%91%8a%e3%80%8b%ef%bc%9a1%e7%9a%84%e4%b8%96%e7%95%8c%e4%ba%ba%e5%8f%a3%e6%b5%81%e9%9b%a2.html
https://www.unhcr.org/hk/28393-%e8%81%af%e5%90%88%e5%9c%8b%e9%9b%a3%e6%b0%91%e7%bd%b2%e3%80%8a%e5%85%a8%e7%90%83%e8%b6%a8%e5%8b%a2%e5%a0%b1%e5%91%8a%e3%80%8b%ef%bc%9a1%e7%9a%84%e4%b8%96%e7%95%8c%e4%ba%ba%e5%8f%a3%e6%b5%81%e9%9b%a2.html
https://www.unhcr.org/hk/28393-%e8%81%af%e5%90%88%e5%9c%8b%e9%9b%a3%e6%b0%91%e7%bd%b2%e3%80%8a%e5%85%a8%e7%90%83%e8%b6%a8%e5%8b%a2%e5%a0%b1%e5%91%8a%e3%80%8b%ef%bc%9a1%e7%9a%84%e4%b8%96%e7%95%8c%e4%ba%ba%e5%8f%a3%e6%b5%81%e9%9b%a2.html
https://www.unhcr.org/hk/28393-%e8%81%af%e5%90%88%e5%9c%8b%e9%9b%a3%e6%b0%91%e7%bd%b2%e3%80%8a%e5%85%a8%e7%90%83%e8%b6%a8%e5%8b%a2%e5%a0%b1%e5%91%8a%e3%80%8b%ef%bc%9a1%e7%9a%84%e4%b8%96%e7%95%8c%e4%ba%ba%e5%8f%a3%e6%b5%81%e9%9b%a2.html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302
https://www.unhcr.org/cn/13143-%E5%8F%8B%E6%83%85%E5%B8%AE%E5%8A%A9%E5%8F%99%E5%88%A9%E4%BA%9A%E5%84%BF%E7%AB%A5%E7%A6%BB%E5%BC%80%E8%A1%97%E5%A4%B4%EF%BC%8C%E5%9B%9E%E5%88%B0%E8%AF%BE%E5%A0%82.html
https://www.unhcr.org/cn/13143-%E5%8F%8B%E6%83%85%E5%B8%AE%E5%8A%A9%E5%8F%99%E5%88%A9%E4%BA%9A%E5%84%BF%E7%AB%A5%E7%A6%BB%E5%BC%80%E8%A1%97%E5%A4%B4%EF%BC%8C%E5%9B%9E%E5%88%B0%E8%AF%BE%E5%A0%82.html
https://www.unhcr.org/cn/13143-%E5%8F%8B%E6%83%85%E5%B8%AE%E5%8A%A9%E5%8F%99%E5%88%A9%E4%BA%9A%E5%84%BF%E7%AB%A5%E7%A6%BB%E5%BC%80%E8%A1%97%E5%A4%B4%EF%BC%8C%E5%9B%9E%E5%88%B0%E8%AF%BE%E5%A0%82.html
https://www.unhcr.org/cn/13143-%E5%8F%8B%E6%83%85%E5%B8%AE%E5%8A%A9%E5%8F%99%E5%88%A9%E4%BA%9A%E5%84%BF%E7%AB%A5%E7%A6%BB%E5%BC%80%E8%A1%97%E5%A4%B4%EF%BC%8C%E5%9B%9E%E5%88%B0%E8%AF%BE%E5%A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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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良友电台的服侍： 

 

福音广播 

良友电台自 1949 年 7 月 29 日启播以来，一直致力广播福音信息。 

 

关怀辅导 

关心听众信仰和生活上的需要，盼望与听众互为知音，彼此牵手，在人生、信仰路上

并肩同行。 

 

栽培训练 

努力为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基督工人。 

 

多元平台 

透过短波、中波、micro SD 闪存卡、网站、串流排程，手机应用程式、社交平台、移

动媒体等广播。 

 

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手机应用程序：“良友学院”APP 

 

 

收看精选视频、收听所有课程、《良院专区》及《良院讲台》，阅读精彩文章：学院消息、

代祷室、流心角、院长的话、牧长心语、老师心声、学习天地、点评好书、家庭崇拜、

灵程真言、交流特区、石头记等。 

 

良友圣经学院网站：lts33.net 或 lts38.net 



情系世界(上)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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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六月  

欢迎转载 鼓励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