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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东牧师

新冠状瘟疫流行至今并没有减缓的迹象。在疫症漫延的时节，我们需要让心灵敏锐，在
面向三一真神的祷祈之中，找到恢复力量的泉源。也让我们在四旬期克苦已身，为自己
的罪和世人的罪悔转，东方教会著名的祈祷文如此说：「「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
悯我罪人」 (可10:47)，这与瞎子巴底买的哭喊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时世人蒙难，我们
当以痛悔之心，寻求主的怜悯。

2



•   

  

3

  
  

    
                                                                                            
                                                              陈晓东牧师

早春三月，基督世界进入四旬期，全球神的子民此时以严肃为心，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和代赎。
同一时间,  疫疠横行，全球笼罩在COVID-19病毒的魔影底下。武汉封城近月，死伤狼藉，病毒
神出鬼没，在各地此起彼伏地爆发。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全球股市大跌，
经济鍊条濒临崩溃，未来的经济逆境，也让人忧心不已。天灾人祸，如影随形，自古皆是如此。
我们此刻回望百年以前，西班牙流感大爆发的事件，当年的感冒病毒在一年以内，横扫全球。
事后统计，死亡人数到达50,000,000.00人，现今回想，依然令人惊惧，前车之鉴，也难怪人心
惊惶。

圣经中曾多次记载与瘟疫相关的事件，例如在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前，神曾使用十灾击打
法老王刚硬的心，其中就有重重的瘟疫(出9:3)。另外，圣经中也记载了因为神的子民行淫乱 (民
25:9)，君王的傲慢 (撒下24:1-25) 神就以瘟疫叫人知罪，回转归主。主耶稣在人间行道的时候，
也提及终末时代瘟疫横行一事；那代表着基督第二次再临世界以前，世界出现的战争、饥荒、
地震和瘟疫等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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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牢记使徒彼得的劝诫：「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
前4: 7） 然而我们为谁而警醒祷告呢？保罗说:「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
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祂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提摩太前书2：1-5）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代祷非常重要，如果君王和政府行事妥善，百姓则可以敬虔、端正、平安
无事。否则，生灵涂碳，民不聊生，这教训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撒母耳记下24章记载了大
卫王因决策偏差，引发耶和华神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使民间死亡人数达七万人。这在古代的世
界，是惊人的数目。今天让我们为各国手执公权力的领袖们祈祷，愿主坚固他们的智慧与判断, 
有效地组织公共资源，对抗疫情，还芸芸众生平静安稳。根据西班牙大流感的经验，让我们从
五方面为新冠状病毒的抗疫工作代祷：



一、祈求人心警醒，公共卫生教育在社区中有效进行：戴口罩，勤洗手。

二、引导各国生物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找到有效缓解COVID-19的疫苗

三、愿人心安定，医疗卫生系统运行良好

四、民生物资供应流畅，市场恐荒性消费能够迅速退潮

五、政通人和，领导人和公权力在大自然和上主面前保持谦卑

远方的朋友为是次武汉肺炎书写了一份对联，记录于此彼此勉励：疫疠毋逆主旨，当祷祈
于天，逆境不易初心，常服役于人。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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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灵命操练》 之（二）                                                

⒉ 祷告                                      作者：侯士庭

另一种灵命操练，是基督徒的内心要充满祷告，并且是恒切不断的祷告。当然，

这不是说要你整天口中念念有词，而是说在你内心意识里面要永远离神不远，

你时刻能面见神，时刻思想祂的荣美，时刻与祂相交。这样一来，在你生命里

面，会时常在神面前有独白，时常与神说话，与神同行。

人之所以孤单，其实是因为在孤单时，他不晓得请神陪他，而基督徒是世界上

最不应该孤单的人。若我们今天仍然感到孤单，那么我们还不是一个会默想或

会祷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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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也是基督徒内在生命的属灵操练之一。虽然禁食并非基督教所独有，其

他宗教也有禁食的操练，但是禁食的动机却使基督教与众不同。圣经多次告

诉我们，祷告与禁食是分不开的，圣经所论到的禁食通常带有属灵的目的。

《但以理书》10：3、《以斯拉记》4：16，《使徒行传》9：9都可以看见

禁食与属灵的目的是分不开的。

我们还需要知道，禁食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事情，只有法利赛人才会将他

们的禁食到处张扬，在《路加福音》18：12、《马太福音》6：16中可以看

出他们禁食的动机。

7



大家可能会问，禁食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有很多。其中一个是，也许在我们心

里会有一些隐藏的事情，仍控制着我们的生命，如骄傲、愤怒、惧怕、苦毒、

嫉妒等，这些隐藏的事物会在禁食一段时期后浮现。因为在日常忙碌的生活中，

这一切罪恶很容易被掩藏住；一旦我们对神认真时，一旦我们愿意为神的缘故

叫身服我时，这一切的罪恶便会浮现。

事实上，许多在禁食操练上得益的人，他们内心属灵的视觉越来越清晰，在他

们代祷的生活中更有能力，寻求引导时更清楚，解决问题时更有力量去集中精

神，甚至能脱离某一种罪的捆锁。因此，当我们禁食时，便会有这些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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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如何禁食？这并不需要咨询人的意见。如果你感受到是神带领你为

某些目的而禁食，你就可以有一天的禁食。请小心！如果没有医生的忠告，

勿禁食超过两天，因为我们要智慧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而有些人发现，二至

七日的禁食可以使他们一生受用。现在有些退修中心或营地也适用于作为禁

食的场所，三天的退修会，你可以仅带一条面包作为每日的主食并配开水，

这样的禁食都是神所接纳的。

不过我要再次强调，禁食乃个人与神之间的事情，当我们张扬或自高时，反

而会失去禁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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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的 爱 在 彰 显
 

                           王丽辉
             

（罗马书8:35-39）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
苦吗？是逼迫吗？是飢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
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
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
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
主基督耶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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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看到这段经文时，都会给与

极大的鼓励和安慰，享受着在神的

爱中无所畏惧的平安和喜乐，在这

一段经文中，引用了一段（诗篇

44:22）的话：“我们为你的缘故终

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这是在描述被掳之后的以色列人心

中的哀叹及当时所处灾难的画面，

在此之前作者回顾了历史中的救赎，

之后他们呼吁上帝起来干预、帮助

他们脱离灾难，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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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民在用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我们
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一位满有慈爱和怜
悯的上帝，而祂不仅活在当时的世代、是
坐着为王的主，今天也依然监察万事，可
以伸手救我们脱离苦难的上帝。

中国啊！不要害怕今天的灾难会让我们与
他的爱隔绝；也不要担忧这又大又难的祸
患使上帝愤怒无休止的沉默下去；更不要
恐慌那些藏在隐秘之处的饥饿、危险、刀
剑上帝不知道，放弃对恶者的审判失去公
义，让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从此与神的爱隔
绝失去盼望。



中国啊！要知道，我们所认识、所爱的这

位神，他就是爱，爱是从他而来的，若说

他是一位审判的神，他更愿我们人人得救，

没有一个失丧的灵魂；若说他是一位喜爱

公义的神，他更是一位充满怜悯心肠的神，

只要我们叩门他必开门，早已为我们准备

好了天国的筵席；若说他是一位圣洁的神，

他更是一位将救赎放在你我生命计划中的

神，因他的恩典超乎一切，只要信就必得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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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的疫情不能掌权、黑暗的势力不能掌

权、无知愚昧的政权不能掌权、哪怕是魔鬼撒旦

的死亡也不能掌权，

中国啊！中国，我们一同起来呼吁我们伟大的神！

唯有他的爱可以拯救千万个灵魂。

中国啊！中国，我们一同起来呼喊我们荣耀的神！

唯有他的爱可以让灵魂得苏醒。

中国啊！中国，我们一同与神同工，使神的爱早

日彰显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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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灵里面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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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不要我们有祷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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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暗不分  昼夜不明
                                                                                                    
                                                                                                                                                                                   于诗诗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 (创世记 1:18 )

上帝说，明暗要分别出来，明就是明，暗就是暗，神不允许混沌的存在，如同关系
中存在欺谎，合作中存在诡诈，明里藏着暗，暗里隐着明，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如
同管理昼夜，管理昼的就是管理昼的，没有资格和能力管理夜，夜也无法窜到昼混
浊了天空，若有那样的日子出现(日食)或(月亮血红)，也是神要提醒我们，那是末日
的日子快来了!要警醒!

上帝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人却非要将其混浊了，不管理好自己的属地，脱离自己的
本位，却要去管理他人的领地，明暗不分、昼夜不明，在混沌中只求自己的利益，
上帝看着必然不好，也就必要有末日降临的时候，警醒吧！唯有警醒可以脱离混沌
的境况；唯有警醒才能进入光明的国度！



在祷告这件事上，神要我们成为艺术家、工程师，而非只是初学者。

手机对现在的孩子可能是游戏机，但在程序语言工程师眼中，手机
却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关键创意媒介——「祷告」或许也是这样。

我们可能做了基督徒许多年，但对祷告的认识却未同等程度的提升，
对于如何祷告、祷告将碰到的状况、祷告未蒙应允等情况大概熟悉，
但似乎逐渐对祷告没有更多感想与感受。祷告究竟还能给我们什么？

在《祷告的奥祕》中，鲁益师和我们聊如何祷告、生命的高山与低
谷，以及最终的盼望，以其渊博学识与丧偶的切身经历，更深探讨
祷告究竟是什么？如同手机，当我们对祷告的了解不只是如何操作，
更是背后的程序语言运作模式时，就能让祷告为人生开启更多可能，
在祷告中更深地揭露自己，享受与神面对面的时刻！

                                供稿人：林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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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奥祕》  作者：鲁益师 (C.S.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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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武汉！你不孤单！

                         作词、作曲：小敏

             武汉！武汉！你不孤单！
             武汉！武汉！擦干泪眼！
             武汉！武汉！你要壮胆！
             你的名字牵动着华人的心弦！

成千上万的天使向你走来，        灾难中要闭门思过，
血脉相连的同胞与你肩并肩。      逾越节的羔羊为你被献。         
上帝已兴起亚伦站立天地间，      我们有责任为你昼夜求平安！
瘟疫必止息不见！                武汉平安！中国平安！

                  
                 
                  
                 

               独白：
               我的亲人，我的同胞，
               你们并不孤单！
               走进内屋，认罪悔改。

          
               弟兄姐妹们天天为你们祷告！
                武汉，为你加油！
                中国，愿你平安！             



救 赎 的 阳 光
                      
                      词：紫灵香

救赎的阳光，
洒入饥渴慕义的心，
驱走了深埋已久的罪恶，
洗刷了罪恶满溢的灵魂，
生命朝向不再行在背道，
行在这充满救赎的阳光中，
也许正背着荆棘蒺藜的十字架，
也许正行在苦难孤独的侍奉路上。

19

           
救赎的阳光，
照在洁净的眼眸里，
拿走了深邃阴暗的苦楚，
带走了屈死挣扎的老我，
生命朝向开始走向归回，
走在这充满救赎的阳光里，
也许正扛着极重无比的十字架，
也许正走在悬崖峭壁的挣扎路中。



副歌：

但我深深的知道，

这救赎的阳光，无论我走在哪里，

都将照耀着我、带领着我，

继续朝着救赎阳光的源头而去，

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19



    基督灯台2020年3月

                   (3/9/2020) 24小时联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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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
警醒祷告（彼前4:7）

一. 穿戴守望者的軍裝 (以弗所書第六
章)  (10 分鐘) 

真理為力量  公義正心意  平安作根基  
信德為保護  救恩護思緒  聖靈的寶
劍  —  預備聆聽神的道 

守望詩歌 : 唯有耶穌 /祢是配得(聖哉
聖哉全地唱)  (8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
j8abyGAmj0&list=RD8yZyTxC-
vj4&ind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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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北美基督灯台联祷信息:  https://thegoldenlampstand.org/三月祈祷信息
请参阅陈晓东牧师的联祷信 (5-7分钟) 

三 . 公祷  (20-30 分钟) 为守望的区域代祷 (Psalm 134)：  家庭、婚姻伦理与学校、自己的教会
与在社区中的影响力、长春藤大学带福音再兴、世界五百强企业、美国三权(政府、国会及最高
法院)、中美环太平洋国际局势、一路一带宣教圣工。代祷事项:  请参阅GLS代祷事项 ,  按着你
的感动来祷告  

四 .回应诗歌:  (5分钟) 因着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8E_2KF0uvM&list=RD8yZyTxC-vj4&index=14

五 .主祷文: 马太福音 6: 9-13 
9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10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1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12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13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
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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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祝福禱告 (天國八福)

1 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2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3 謙和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 
4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5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7 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8 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迫害你們，
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
有福了。 要歡喜快樂，因為
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很多的在
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
迫害他們。馬太福音章3-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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