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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語
                末世中的事奉力量                  陳曉東

新約使徒彼得對終末之局深有體會，畢竟在他身後幾年以後，偉大的城市耶路撒冷

就被羅馬將軍提多破城而入，雄偉的聖城被焚於戰火之中，猶太人失去家園達2000
年之久。但是，彼得的見地並不止於哀歎時代的落幕，而是要基督徒謹慎自守、儆

醒禱告。在Covid-19肆虐全球的時候，如聖經所言瘟疫之後，必有饑荒，饑荒之中

必有戰爭，然而在動盪的世界，彼得告訴基督的子民；「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

愛」、「互相款待」、「不發怨言」、並且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

賜的好管家。(彼得前書4章7-11節) 紐約的四月春光並不明媚，瘟疫所乃兩萬多人

死亡，遠超911恐怖分子攻擊世貿大數的死亡人數，然是新約聖經給我們的是滿載

的希望，彼得在亂世之中，教導神的子民按著所賜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

穌基督得榮耀。今天，也讓我們的祈禱，成為末世中滿有盼望的事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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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享

                                   如何聆聽主的聲音     
                                                                                           陳曉東牧師

我們在疫癘橫行的四月継續舉辦祈禱學校。這一期的學習主題是「如何聆聴主的聲

音」；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上帝。因此祂不是活在紙張之中，以是透過聖

道、聖禮和聖靈保惠師的靈風，向基督的教會和門徒的生命說話。所以，作為基督國

度的祭司和子民，在終末的戰場上，我們要精於聆聽主的聲音。然而，我們在那裏聆

聲上帝的聲音呢？當然是聖經。不過六十六卷的聖經經卷如瀑布激流，其中是否有主

要航道引導著我們抵目的呢？使徒信經如是說：「我信一、聖、大公、使徒傳承的教

會」，因此，我們知道透過屬基督的使徒教會和大而公的聖經教義，我們能夠找到聆

聲上帝聲音的主要頻道。經過多年的事奉和體會，我分享七個要訣作為聆聽上主聲音

的關鍵：

3



主題分享

一、我們以「主禱文」為頻道聆聽主的聲音

二、我們以「天國八福」聆聽主的聲音

三、我們以耶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七言」   聆聽主的聲音；

四、我們以「大使命」聆聽主的聲音；

五、我們以「十誡」聆聽主的聲音；

六、我們以每天以詩篇禱讀聆聽主的聲音

七、我們以用心查考66卷聖經聆聽主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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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享

這是一生之久學習的功課，也需要有經驗的牧師和可靠的神學老師指導我們重點和

方向。在此我提幾個關鍵字作為我們聆聽主聲意的操練：

第一、意願：主禱文說”願”人尊主的名為尊，願主的國度降臨。所以我們的意願是聽

見主聲音的基本條件 (太6:9-13)

第二、性情：虛心、哀慟、溫柔、饑渴慕義、憐恤、清心、和平、為義受逼迫；在

追求這些屬天的性情中，你能聽見主的聲音。(太5:3-16；太25:34-36)

第三、十字架之路：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
16:24)

第四、學習：以馬內利神同在的前題是「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們在學習中，勤於查考聖經，同時所願意與人分享聖經中的救恩資訊時，我們就聽

見主的聲音。(太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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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享

第五、悔改：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3:23)，上帝在西奈山頒佈十誡聖約，而世

人靠自已卻不能守住其中任何的一條，我們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悔改中，聽見上帝在耶穌基督

裏對我們完全的接納，引導我們分別為聖走義路的聲音。

第六、詩篇：馬丁路德說：「即使只有下麵這一個原因，詩篇也應該成為人珍愛的書卷。這原因

就是詩篇如此清晰地紀錄著有關基督死而復活的承諾，又活畫出基督的王國和整個基督教世界的

狀況和本質。所以，我們可以稱詩篇為「小聖經」。它洗煉地包含著整本聖經裏至美的內容。它

是精美的小冊。實際上，我覺得聖靈努力寫出一部短小版的聖經，濃縮所有基督教世界或聖徒的

榜樣。那些不能讀完整本聖經的人，也可以從這一部小書——詩篇中掌握整本聖經的摘要。」

第七、我們每天走在眾聲喧嘩的泥濘路上，在充滿引誘、試探和岐義的爭戰之中。但是「聖經都

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

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所以，當我們順服聖經整全的教導時，我們聽見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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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操練

             《基督徒的靈命操練》之㈢ 
                                                               作者：侯士庭

⒋ 柔和

此外我們要操練自己有「柔和」的氣質。這氣質在我們靈命中

所擁有的豐盛，往往不是我們容易意識得到的。因為我們是活

在粗魯、競爭性高的社會，自然就不太注意柔和。我們凡事都

幹勁十足，甚至在靈修操練時都要比別人強。所以柔和的氣質

是培養靈命最好的本錢。柔和能控制自己的野心、爭競的心，

以及很想有成就、有表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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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操練

關於柔和，有一段很好的經文，就是《詩篇》131：1～3：
「耶和華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

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靜安穩，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他母親的懷抱中，我的心在我裏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這就是

所謂柔和的心。當然，這柔和的心不屬於滿有自信的希臘

人或現代人，唯有當我們的心靈全然靠近神的時候，才有

可能變為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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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操練

當我們認為自己是神眼中看為貧乏的人，才有可能變為柔
和。我們思想神在舊約中是怎樣時常看顧貧苦的人，就能
體會耶穌在登山寶訓八福中第一福的重要性，「虛心的人
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五3）當我們對神有這
種明顯的需要時，當我們對神有無止境的渴求時，我們便
以順命、順從神的旨意為首要，我的朋友曾有這樣的禱告：
主啊，禰要我從禰那裏學習心裏柔和，無論我如何令禰失
望，禰的柔和永不令我失望。禰不輕易發怒，禰的慈愛沒
有窮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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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操練

禰教導我不要沮喪，禰願意將禰的柔和賜給我，使我的心靈得
著安息，求禰賜福給我，讓我有智慧在每天當中有時間培養心
靈的柔和。求禰救我脫離高傲自大，離開太過高超的目標。但
願禰仍叫我心靈得著安穩，正如孩子在母親懷中得安穩一樣，
求禰救我脫離謀求表現的欲望，使我的生命沒有太多的衝動，
而是更加柔和。讓我的心全然集中於禰，讓禰同在的榮光使我
每天更有光輝，願禰使我成為在世界上成就禰旨意的一條開通
的管道。在你所遇見的人中，你可能也會發覺他們有耶穌基督
的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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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特禱

                      趁著白日   為主做工

                                                                            王麗輝

這場波及全球的疫情，讓很多人不禁要問：是末日要來臨了嗎？對於未信主的來說，如

果真的是末日要到了，有人會恐懼、消沉、無助。。。；有人會失去理智搶劫、偷

盜。。。。；而對於基督徒來說，可能有的也會說，既然真的是末日要到了，我們就安

靜的等待神來接我們吧！是真的，末日要來臨了嗎？（約9:4）主耶穌說：“趁著白日，

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

做工了，這是在告訴我們一個真實的境況，黑夜還沒有到，對嗎？因為今天當你依然願

意借著這場極其浩大、史無前例的疫情傳福音的時候，還是有很多的人願意接受、願意

聆聽、願意認罪悔改、願意向神叩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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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特禱
也就是說，主耶穌他在給我們留時間傳福音；他讓我們不要浪費了這場疫情要盡一

切所能傳講福音；他要興起更多的人來為主發熱心與主同工拯救靈魂。。。。。作

為基督徒，我們要明白神的心意---他在給我們留時間宣講神的國。

當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我每天流淚求神止息他的憤怒，求他憐憫所有的生命，然

而不但看不見醫治，反而疫情蔓延全球，我心中也有一個聲音在責怪神的無情，何

時神會伸出他憐憫的手醫治呢？當我將一封封問候信發給我所愛的所有人的時候，

回復最多的不是基督徒，反而是那些我曾一次次傳福音給他們，卻遭到拒絕的人，

“請快給我的孩子禱告，他在意大利”“請你為我的女兒禱告，她要從英國回國！”“請
你為我們全家提名禱告，我們真的很恐懼！”原來，我們的上帝在給我們留時間快快

與他同工去救更多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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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特禱

只要還能做工，黑夜就還沒有到，這世代

是有盼望的，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趁

著白日，去做主要我們作的吧！趁著白日，

去聽從他的差遣吧！不能出門就利用網路、

電話、文字、代禱。。。去關懷有需要的

人；不能面對面服侍，就用心靈的手牽著

你想牽、你能牽的人一同走吧！這才是神

所喜悅的，他也將必醫治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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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心得

                  只要信     就必得著

                                                                                         紫靈香

（太21:22）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這段話是耶穌早晨回城的時候餓了，看見路旁有一顆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就對樹說：“從今以後，你永不結果子”，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幹了，門徒看

見就稀奇問：“無花果樹怎麼立刻枯幹了呢？”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

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就是對這座山

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裏！』也必成就。 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

信，就必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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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心得

所以，這裏的“你們”是單單指他的門徒，不包括法利賽人、撒都該人、羅馬

人。。。。等等，與主沒有關係的人，一個“你們”就劃清了界限、範圍，只有與

神有關系的人，認識他的人、信靠他的人，才稱得上這裏的“你們”，請千萬不要

小看這個“你們”，他是主耶穌用寶血重價買贖回來的，是主耶穌在萬人當中揀選

的、是主耶穌給了兒女稱號的，是願意順服在他的權柄之下的、是敬畏他尊他的

名為聖的、是愛他勝過愛所以的一群屬神的人，所以，要首先問問自己是不是在

“你們”這個行列裏，要時刻檢驗自己是否屬於“你們”這個範圍裏，是非常必要和必

須的，這也是禱告的必要條件，有時候當我看到一些重大悲劇發生的時候，在新

聞報導中很多人在祈禱，那些失去生命的人可以在天堂裏，我心中在問“他們在你

們的行列中嗎？”真心希望她們屬於“你們”的行列中，因為唯有與神有關系的，才

能真正的與天國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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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心得

也唯有屬於神的人的禱告，才有求的權柄，那麼是真的，無論求什麼都必得著

嗎？在這裏，我們看到主耶穌給了第二個非常特別的條件，就是“只要信”信什麼

呢？其實這個“信”與前面的“你們”作了前後的呼應，因為“信”的意思就是信---他
就是那位彌賽亞，就是那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神，就是能夠賜給我們永生道路的

神，就是將我們從罪中脫離出來重見光明的神。。。。。若沒有這個“信”的條件，

我們就不能成為主耶穌所說的“你們”，而“你們”即便成為了“你們”但若沒有“信”也
只是有了稱號中的“你們”，並沒有變成真正的“你們”，所以，“你們”必須是真實

的成為“你們”就是成為主耶穌真正的門徒才可以，“信”也必須是真實的信，不是

以看得見為標準的信，而是以看不見卻依然信的信心來信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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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心得

我們沒有看見過世界是如何被神造出來的，但這世界就在眼前是真實存在的，

讓我們不能否認他的創造；我們看不見未來天國的樣子，但不代表看不見的就

不存在，既然神已應許就必已預備，所以，這個“信”就是給屬於他的“你們”的，

不是給與他無關的“你們”之外的人的，親愛的朋友，你確信你在“你們”的行列中

嗎？你確信你的“信”是毫不疑惑的嗎？相信有了這樣的兩個必備條件，無論求

什麼就必得著。

 小小的補充：一個與神關係好的人，一個真正認識神的人，一個敬畏神愛神的

人，是不會只為求自己的益處，以貪婪的心要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樣的求並不

在“你們”的行列裏與真正的“信”裏，願你所求的符合神的心意，就必得著。神祝

福你！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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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書籍

                 《聖經中的禱告》   作者：查斯特(Tim Chester)

                        認識真實的禱告，讓你的生命不再風雨飄搖。

全球各地近來常有天災發生，經歷過地震的人，深刻認識到穩固地基和正確

工法對於建築安全的重要性。遭遇過風災的人，知道在劇烈風勢下惟有把東

西都捆綁穩固才不會隨風飛去。禱告，就是這樣的保命方式。你的禱告生活

有堅實的基礎可以在遭遇生命震撼時仍然屹立不搖嗎？你的信仰夠穩固以至

於痛苦風暴來襲時仍然不失信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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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書籍

《聖經中的禱告》是一本施工手冊，

幫助你建造生命。本書給你需要的

所有材料，父、子、聖靈是禱告生

活必須的混凝土地基，讓禱告扎實；

跟神像朋友一般的親密交談與信任

是禱告不可缺的鋼骨，撐起生命又

堅固又有彈性不致折斷。

                               稿人：林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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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靈修

     大齋期默想：基督，我們的王？

                                  斗室供稿

這是一幅基督君王像，只不過所畫的內容，和我們

尋常所見的完全不同。這是在彼拉多衙門院裏被鞭打、

羞辱的基督，頭戴荊棘冠，身穿朱紅袍，右手拿著一

根葦杖，滿是傷痕、微微佝僂的身軀正背對著我們，

沒有人能看見他此刻的面容，眾兵丁將他指給我們

看——這就是基督，我們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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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靈修

苦難的基督形象，讓許多人覺得基督教信仰太過沉重，甚至一些基督徒也寧願將基督受難和他

的十字架僅當作一個歷史事件來紀念，或僅當作無關痛癢的宗教術語來裝點個人敬虔。確實，我

們每個人的生活已經壓力重重了，我們更願信仰能循著我們所期待的，將我們一步一步帶離這些

令人深感痛苦的生活現狀，進入到我們為自己勾畫的完美當中，哪怕那只是一個並不真實的天國

幻景，使我們有所念想呢？

然而，真實的信仰，真實的基督卻非如此。我們對虛幻完美的貪想，壓抑著我們真實的人性，

使我們辨不清它迫切的需要到底是什麼；而基督來，把我們重新引歸我們的生活實際，讓我們重

新注視我們原本試圖逃避的自身最軟弱處。他透過我們生活中那根無法擺脫的利刺，向我們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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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灵修

顯示他自己：你是否看到，在我們不願直面的彼此誤解、矛盾、分裂、對立的關係中，基督先於

我們自願承擔了這些鞭傷、羞辱，他也邀請我們，一同以愛來承擔這些；你是否看到，在我們忽

視、輕看的充滿罪惡或至卑微的所在，基督先於我們擁抱了那裏，甚至做了那裏的代言人向我們

呼求：我渴了，給我點水喝；你是否看到，當我們願意回應他、效法他，和他一同背負我們自己

真實的十字架時，從他苦難的傷痕湧流出來的活水，將給予我們無可言喻的生命滿足。

 這就是展現在我們各自眼前的真實的基督，我們的王，我們是否仍願認他作王而跟隨他呢？

在虛幻的信仰期待中，我們總看不見他的面容，只有在真實的信仰挑戰、磨煉中，我們才能清晰

地看見他，那一刻，他的面容正印在我們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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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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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禰是配得(聖哉聖哉全

地唱)  (8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j8aby
GAmj0&list=RD8yZyTxC-vj4&ind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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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燈臺2020年4月
                        (4/9/2020) 24小時聯禱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  
警醒禱告（彼前4:7）



禱告指引

二 . 北美基督燈檯聯禱資訊:  https://thegoldenlampstand.org/四月祈禱資訊，請參閱陳

曉東牧師的聯禱信 (5-7分鐘) 

三 . 公禱  (20-30 分鐘) 為守望的區域代禱 (Psalm 134)：  家庭、婚姻倫理與學校、自

己的教會與在社區中的影響力、長春藤大學帶福音再興、世界五百強企業、美國三權

(政府、國會及最高法院)、中美環太平洋國際局勢、一路一帶宣教聖工。代禱事項:  請
參閱GLS代禱事項 ,  按著你的感動來禱告  

四 .回應詩歌:  (5分鐘) 因著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8E_2KF0uvM&list=RD8yZyTxC-vj4&inde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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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指引

五 .主禱文: 馬太福音 6: 9-13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

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

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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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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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指引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迫害你們，

捏造各樣壞話譭謗你們你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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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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月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