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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语

                            以  祈  祷  为  祭             陈晓东牧师

五月祷告月讯为大家带来了不动声色的变动；作者们压缩了每篇文章的字数，使文章读起来

更干净利落。编辑部增加了祈祷分享的栏目，我们鼓励更多读者来稿分享你的祈祷经历，彼

此勉励，深化我们祈祷的经历。祷告月讯能够辨好，端赖祈祷者更多地供稿。文字的事奉非

常重要，我们感谢来自远方的斗室团契，与我们分享中世纪圣徒法兰西斯的属灵见地，感谢

常驻本刊的作者们以我手写我心，为大家献上各类的祈祷良言。如今期主题文章所提醒，我

们身处终末世代，我们更应当以祈祷为祭，忠心履行基督国度祭司子民的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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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文章

                        在 地 上 执 掌 王 权            陈晓东牧师

       耶稣基督在终末的世代正向我们走来，祂从坐宝座的圣父上帝手中，将神的旨意一一揭示。

看哪，苍天矌野、田地和人间处处扬溢着颂赞三一真神的歌咏，选民 此时同声歌唱；上主的子民

当向神发出合乎祂心意的祈祷。(啓5:9-10)
 
      我们如今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当下，与拔摩岛上的约翰一同观看和聆听主在末后的旨意：今天

全球确诊新冠状病毒病例已逾409万例、死亡逾28.2万例；美国：确诊病例已逾132万例、死亡破

7.9万例；纽约州：确诊病例逾33.5万例、死亡逾2万6641例；纽约市：确诊病例逾18.4万例、死

亡逾1万978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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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文章

        在灾难丛生的世界，我们听见天堂的歌声：「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 自
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

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啓5:10)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偿还了世人所有的罪债，死亡在祂面前不能再狂傲。我想起在第五印被揭

开的时间，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向上主申冤：「圣洁真实

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啓6:10)

      在2020年全球瘟疫大流行中，相信有许多无辜死亡的基督子民，他们所受的冤屈向谁来申诉

呢？啓示录此时却肯定说有神的义袍赐给遭受病毒杀害的圣徒，而且祂也有信息安慰百姓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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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文章

人的死亡是有份于上帝之子患难的亏缺，圣徒的牺牲不是无休无止，而是有满足的数目。(啓6:9-
11)

      我们今天在灾难中依然要祈祷，愿耶稣基督的教会在黑暗的世代，兴起福音布道圣工，啓示录

中的天使有话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原来在罪

恶丛生的世界，上主依然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

吗？(结18:23) 「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结18:32) 「我

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结 33:11)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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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文章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今天神的使者依然在寻找那些可以加印上帝救恩的额头。

    基督灯台的代祷勇士，在疫疠依然猖狂的五月，愿我们举起圣洁的手同心祈祷，挥动圣灵的两刃的利

剑，以祈祷职事，福音布道，将圈外的羊，带领回到主爱之家，蒙受救赎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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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修操练

                           不 可 作 假 见 证             王丽辉

（申5:20）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这是耶和华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十诫中第8条诫命，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第5条诫命。多数人会说，

我没有作过假见证，我没有陷害过人，这一条我遵守了。

真的吗？让你讲实话的时候你退缩了，不肯为陷入困境的人说一句真实的话，不是作假见证吗？

那样不是将对方至于受陷害的境地吗？为满足自己的私情作了欺瞒的事，还用谎言一遍一遍的

说服自己这不是罪，岂不是将无辜的人陷于受害的地位吗？这就是在作假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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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修操练

这就是今日世风日下的败坏，不把罪当罪还以为乐（自己是良善的），不把虚假当虚假还以为

聪明有智慧（像蛇一样灵巧），不把他人的性命当性命还以为挺公义（自以为义）。。。

但我要告诉你，这不是神随意说说而已的话，这是他从高天之上发出的命令，神的话是轻慢不

得的，若不悔改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不要以为死后的审判你可以逃避，更不要以为今生的审判

不会临到你，神的时间谁能知道呢？趁着时候未到，快快悔改归向神吧！神必帮助你走一条蒙

福的道路，只要对神负责任、只要带着敬畏神的态度不说谎言，神大能的手必会托住你，因祂

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必不至缺乏。

（箴言14:26）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祂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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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室灵修

                       斗室退省小记：爱被舍弃的基督            TSSF 

                                                            主基督，求祢以祢的圣爱，

                                                            祢的炽热，祢的甘甜，

                                                            吸引我们的心灵，

                                                            好使我们舍弃天下所有的一切，

                                                            甘愿因爱祢的爱而死去，

                                                            正如祢因爱我们的爱而死去一样。

                                                                                                         ——圣法兰西斯之吸引祷文（Absor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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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室灵修

此时此刻，基督以怎样的形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呢？或许祂此刻只是一位行神迹、教训人的先知，

给我们痛苦无助的心灵带来一点安慰。也或许，我们个人的信仰体验来得更强烈些，让我们可以陶醉在

祂登山变像的感官震撼之中。然而，当我们越发走入祂，我们就会发现，祂所带给我们的信仰震撼，已

经远远超过我们渺小的生命所能承载。在激烈的冲突中，我们前一刻以为美好的生活经历、信仰体验，

在下一刻就要被祂以死亡来挑战。每一时刻，我们都似乎是站在十字架前，注视着正在经历死亡、经历

被舍弃的基督：你还要爱祂吗？你还要爱祂而舍弃这些吗？你还要爱祂并与祂一同赴死吗？

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一生都活在这冲突最为激烈的风口浪尖上，在世界看来，他正癫狂着奔向被世人弃绝的死

亡边缘，然而，在法兰西斯看来，他却还嫌自己与整个世界——也包括其自身——的矛盾未达到极致。因为，

十字架上被世界所舍弃的基督，正在不住地向他召唤，藉着乞丐与麻风病人，藉着一座座濒于倒塌的圣堂，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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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室灵修

着教会、团体、家庭所施加给他的压力与苦难，也藉着他的贫穷夫人与死亡姊妹。他很清楚，若非与这

位被舍弃的基督深相契合，真实经历到和基督一样的死亡，天国，总是与我们渺小、有限的生命无关。因此，

他甘愿回应这信仰的召唤——同时也是死亡的召唤，就是舍弃所拥有的一切——生活、环境、意志、情感甚至

信仰体验，来俯伏在十字架前，亲吻基督身上至圣的伤痕，以至于他整个生命都被基督这爱情的烈焰所灼烧、

熔化，最终，这爱情的印记，不仅深刻在他的内心当中，也同时被赏赐佩戴在他的肉身之上。

透过在死亡上不断与被舍弃的基督联合，法兰西斯也总能经历到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喜乐。他的生活、他的信仰，

甚至连同他周遭的整个世界，似乎都逾越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我的上主，我的万有！”置身于世界的法兰西斯，

向亦充满其中的上主，由衷地发出如此赞叹。在法兰西斯眼里，世界的一切都仿佛恢复为被造之初的形态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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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室灵修

本罪恶充盈的所在，现在却无处不是基督光荣的显现；法兰西斯原本为爱基督的缘故，与这世界互为死敌，现

在却因着同一位基督，以非同寻常的爱奔向世界，去爱世界所有的一切。

 

这是前所未有的爱与合一，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伟大而奇妙的逾越，却源于那个矛盾与冲突的焦点，被舍弃的

基督。

愿感动、吸引圣法兰西斯的被舍弃的基督，也同样以祂的圣爱，以祂的炽热，以祂的甘甜，吸引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也能够甘愿因爱祂的爱而死去，正如祂因爱我们的爱而死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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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心得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沈秋莲

（诗4:8）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在我30岁以后开始有惯性失眠，每晚睡三至四小时就醒来，然后就在床上转转反侧不能入睡，有

时候忍不住就会起床做家务，洗衣服，清洁，做饭煲汤，然后感觉疲倦已经是清晨五点，就再上

床睡多一下，就起来梳洗上班，但在再睡的时候不能完全地安睡，而是在做梦，有时是恶梦，甚

至是梦见已过世的亲人，感觉好可怕。睡完1小时后全身疼痛人也很累，我就是这样的生活超过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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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心得

     大约十年前我从香港回来美国，因时差加上失眠，半夜起来煮个即食面进食之后，就随便翻

开圣经，出现在眼前的经文是: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心就在想: 神是否邀请我将失眠的重担交给祂? 神祢是否要我半夜起来读经祈祷跟你相交? 
假如是的我就顺服。口里说顺服，心就是不服，和神讨价还价:不要半夜清晨五点好吗？是因为当

时脑海里面出现一首诗歌，就是中国清晨五点鈡。从此以后就自己决定每天五点就起来祈祷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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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心得

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有种感觉近来的睡眠质素好转了，只要躺在床上就可以睡着，五点就自然

起床。所以从那时开始，我每天持守五点就起来祷告之后才进入每天的工作。每晚临睡前祷告，

感谢神赐我力量完成一天的工作，将每晚睡眠的时间交在神手里，求神保守祝福这个晚上有优质

的睡眠，保守我不做恶梦。但有时也会夜半醒来，我会赞美神，默想神的话语。随着圣灵的感动

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求神医治，为灵.....软弱的求神加力量，祷告完了一下子又再睡着了。

这种情况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因为这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分享经文诗30:10节: 少壮狮子尚且缺食忍饿，但那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因他的慈爱永

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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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书籍

                 《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祷》       作者：温伟耀

有时候，我们所祷告祈求的，神并没有给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祈求的，神又给了我们。那么，我们

在祷告中去祈求，又有甚么实质的意义呢？作者将「神的旨意」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应用在祷告祈求

的经历上，不但在神学上解决了问题，在实践行动上也提供了具体的指引。这是一本对于祈祷寻求神的

旨意极有突破性和实用价值的书。

尤其附录二「如何在祈祷中分辨出神的声音」很发人深省。辨别神的声音不是「公式」的问题，

而是「熟悉」的问题。分辨神的声音的人，必须是一个专注神的话语、活出丰盛属灵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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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书籍

                            《受教的心》         作者：陶恕

圣经是用泪写成的。只有流泪的人，才能得着里面最好的宝藏。神从来不向轻浮不恭的人说话。

神在山上向战兢发抖的摩西说话；后来摩西俯伏在神面前，自愿为以色列人的缘故，求神从祂的

册子上涂抹他的名字，神就使用他把百姓救出来。但以理用长时间禁食祷告，结果天使长加百列

从天上下来，向他说明以后世代的奥秘。主所爱的约翰，因见没有人配展开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卷

而大哭，长老中的一位，便安慰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祂已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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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书籍

诗篇的作者，常是一面流泪、一面写出心声的；先知们亦常常无法掩藏他们心情的沉重。腓立比

书是一卷充满喜乐的书信，但保罗在书中提及那些与基督十字架为仇的人，论到他们的结局是灭

亡的时候，也不免流下泪来。这些具影响力的属灵领袖，满怀忧伤，带着沉重的心情，向世人作

见证。眼泪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但对于在基督里首生的教会，眼泪与能力常是息息相关的。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些由悲痛的先知们写成的信息，往往竟由一些从来不曾为世人的忧患洒过

一滴眼泪的人，用着纯粹好奇的态度去研读。他们怀着满腔的好奇，去探讨将来事情发生的始末，

浑忘了圣经记载预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叫人在道德和灵性方面作好准备，迎接那将要来临的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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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赞美

                             欢   呼   赞   美         紫灵香    

   悠扬琴声，飞舞跳跃，敬拜心灵，油然而生，罪恶绳索，顷刻挣脱，我心高歌，歌唱我主。

   智慧言语，进入我心，敬畏的心，已被吸引，黑暗势力，即刻驱走，我心赞美，赞美耶稣。

   祷告声音，达到座前，配得敬拜，理所当然，魔鬼撒旦，无处躲藏，我心欢呼，欢呼得胜。

   将来那日，主要显现，抬头仰望，笑脸对我，天上地下，称颂主临，我心快乐，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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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指引

一. 穿戴守望者的军装 (以弗所书第六章)  (10 分钟) 

真理为力量  公义正 心意  平安作根基  信德为保护  救恩护思绪  圣灵的宝剑  —  预备聆听神的道 
守望诗歌 : 祷告 I Pr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dVMpHKORc

基督灯台2020年5月  (05/09/2020) 24小时联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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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指引

二 . 北美基督灯台联祷信息:  https://thegoldenlampstand.org/五月祈祷信息：传福音 救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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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祷告要点：寻求上帝的怜悯，

并迅速结束这大瘟疫、为所有前线医护保健工作者提供保护、为总统和他的团队和各地长官祈祷，

为他们做出应对危机的关键决策。 祈祷会制定明智的决定，并揭露错误的“解决方案”、祈求基督

的身体在危机中兴起，为他们的邻居和社区服务、为失业者和倒闭的企业祈祷。、为经济复甦祈

祷。 祈求上帝能通过这次磨

难带来好处。

四 .回应诗歌:  (5分钟)  耶和华坐着为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1xBkP3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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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指引

五 .主祷文: 

六 . 祝福祷告 (天国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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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指引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

有福了。 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在你们

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

                        （马太福音章3-12节）

       22



                                        编委会成员

                                                           督印：陈晓东                  总编：王丽辉                  

                                                           编辑：林传经                  校对：李玉琼

                                                          统筹：乔    亦                  

                                                                                   投稿方式

                                                                    电话：（347）-379-3077

                                                             邮箱：wlh3473793077@gmail.com

            欢迎投稿，来搞者请注明文题、作者姓名、联系方式。是否采用最终由编委会决定，并享有修改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