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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語

                            以  祈  禱  為  祭             陳曉東牧師

五月禱告月訊為大家帶來了不動聲色的變動；作者們壓縮了每篇文章的字數，使文章讀起來

更幹淨利落。編輯部增加了祈禱分享的欄目，我們鼓勵更多讀者來稿分享你的祈禱經歷，彼

此勉勵，深化我們祈禱的經歷。禱告月訊能夠辨好，端賴祈禱者更多地供稿。文字的事奉非

常重要，我們感謝來自遠方的斗室團契，與我們分享中世紀聖徒法蘭西斯的屬靈見地，感謝

常駐本刊的作者們以我手寫我心，為大家獻上各類的祈禱良言。如今期主題文章所提醒，我

們身處終末世代，我們更應當以祈禱為祭，忠心履行基督國度祭司子民的聖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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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在 地 上 執 掌 王 權            陳曉東牧師

       耶穌基督在終末的世代正向我們走來，祂從坐寶座的聖父上帝手中，將神的旨意一一揭示。

看哪，蒼天矌野、田地和人間處處揚溢著頌讚三一真神的歌詠，選民 此時同聲歌唱；上主的子民

當向神發出合乎祂心意的祈禱。(啓5:9-10)
 
      我們如今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當下，與拔摩島上的約翰一同觀看和聆聽主在末後的旨意：今天

全球確診新冠狀病毒病例已逾409萬例、死亡逾28.2萬例；美國：確診病例已逾132萬例、死亡破

7.9萬例；紐約州：確診病例逾33.5萬例、死亡逾2萬6641例；紐約市：確診病例逾18.4萬例、死

亡逾1萬978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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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在災難叢生的世界，我們聽見天堂的歌聲：「你配拿書卷，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 自
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

神，在地上執掌王權。」(啓5:10)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償還了世人所有的罪債，死亡在祂面前不能再狂傲。我想起在第五印被揭

開的時間，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向上主申冤：「聖潔真實

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啓6:10)

      在2020年全球瘟疫大流行中，相信有許多無辜死亡的基督子民，他們所受的冤屈向誰來申訴

呢？啓示錄此時卻肯定說有神的義袍賜給遭受病毒殺害的聖徒，而且祂也有信息安慰百姓說，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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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人的死亡是有份於上帝之子患難的虧缺，聖徒的犧牲不是無休無止，而是有滿足的數目。(啓6:9-
11)

      我們今天在災難中依然要祈禱，願耶穌基督的教會在黑暗的世代，興起福音佈道聖工，啓示錄

中的天使有話說：「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可傷害，等我們印了我們神眾僕人的額。」原來在罪

惡叢生的世界，上主依然說：「惡人死亡，豈是我喜悅的嗎？不是喜悅他回頭離開所行的道存活

嗎？(結18:23) 「主耶和華說：我不喜悅那死人之死，所以你們當回頭而存活。」(結18:32) 「我

斷不喜悅惡人死亡，唯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們轉回，轉回吧！離開惡道。

何必死亡呢？』(結 33:11) 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約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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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今天神的使者依然在尋找那些可以加印上帝救恩的額頭。

    基督燈臺的代禱勇士，在疫癘依然倡狂的五月，願我們舉起聖潔的手同心祈禱，揮動聖靈的兩刃的利

劍，以祈禱職事，福音佈道，將圈外的羊，帶領回到主愛之家，蒙受救贖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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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操練

                           不 可 作 假 見 證             王麗輝

（申5:20）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這是耶和華神借著摩西頒佈的十誡中第8條誡命，也是人與人之間的第5條誡命。多數人會說，

我沒有作過假見證，我沒有陷害過人，這一條我遵守了。

真的嗎？讓你講實話的時候你退縮了，不肯為陷入困境的人說一句真實的話，不是作假見證嗎？

那樣不是將對方至於受陷害的境地嗎？為滿足自己的私情作了欺瞞的事，還用謊言一遍一遍的

說服自己這不是罪，豈不是將無辜的人陷於受害的地位嗎？這就是在作假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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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操練

這就是今日世風日下的敗壞，不把罪當罪還以為樂（自己是良善的），不把虛假當虛假還以為

聰明有智慧（像蛇一樣靈巧），不把他人的性命當性命還以為挺公義（自以為義）。。。

但我要告訴你，這不是神隨意說說而已的話，這是他從高天之上發出的命令，神的話是輕慢不

得的，若不悔改神的審判就會臨到，不要以為死後的審判你可以逃避，更不要以為今生的審判

不會臨到你，神的時間誰能知道呢？趁著時候未到，快快悔改歸向神吧！神必幫助你走一條蒙

福的道路，只要對神負責任、只要帶著敬畏神的態度不說謊言，神大能的手必會托住你，因祂

是我們的高臺、是我們的避難所，我們必不至缺乏。

（箴言14:26）敬畏耶和華的，大有依靠，祂的兒女也有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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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室靈修

                       斗室退省小記：愛被捨棄的基督            TSSF 

                                                            主基督，求禰以禰的聖愛，

                                                            禰的熾熱，禰的甘甜，

                                                            吸引我們的心靈，

                                                            好使我們捨棄天下所有的一切，

                                                            甘願因愛禰的愛而死去，

                                                            正如禰因愛我們的愛而死去一樣。

                                                                                                         ——聖法蘭西斯之吸引禱文（Absor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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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室靈修

此時此刻，基督以怎樣的形像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之中呢？或許祂此刻只是一位行神跡、教訓人的先知，

給我們痛苦無助的心靈帶來一點安慰。也或許，我們個人的信仰體驗來得更強烈些，讓我們可以陶醉在

祂登山變像的感官震撼之中。然而，當我們越發走入祂，我們就會發現，祂所帶給我們的信仰震撼，已

經遠遠超過我們渺小的生命所能承載。在激烈的衝突中，我們前一刻以為美好的生活經歷、信仰體驗，

在下一刻就要被祂以死亡來挑戰。每一時刻，我們都似乎是站在十字架前，注視著正在經歷死亡、經歷

被捨棄的基督：你還要愛祂嗎？你還要愛祂而捨棄這些嗎？你還要愛祂並與祂一同赴死嗎？

阿西西的聖法蘭西斯一生都活在這衝突最為激烈的風口浪尖上，在世界看來，他正癲狂著奔向被世人棄絕的死

亡邊緣，然而，在法蘭西斯看來，他卻還嫌自己與整個世界——也包括其自身——的矛盾未達到極致。因為，

十字架上被世界所捨棄的基督，正在不住地向他召喚，藉著乞丐與麻風病人，藉著一座座瀕於倒塌的聖堂，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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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室靈修

著教會、團體、家庭所施加給他的壓力與苦難，也藉著他的貧窮夫人與死亡姊妹。他很清楚，若非與這

位被捨棄的基督深相契合，真實經歷到和基督一樣的死亡，天國，總是與我們渺小、有限的生命無關。因此，

他甘願回應這信仰的召喚——同時也是死亡的召喚，就是捨棄所擁有的一切——生活、環境、意志、情感甚至

信仰體驗，來俯伏在十字架前，親吻基督身上至聖的傷痕，以至於他整個生命都被基督這愛情的烈焰所灼燒、

熔化，最終，這愛情的印記，不僅深刻在他的內心當中，也同時被賞賜佩戴在他的肉身之上。

透過在死亡上不斷與被捨棄的基督聯合，法蘭西斯也總能經歷到與基督一同復活的喜樂。他的生活、他的信仰，

甚至連同他周遭的整個世界，似乎都逾越到了一個全新的維度。“我的上主，我的萬有！”置身於世界的法蘭西斯，

向亦充滿其中的上主，由衷地發出如此讚歎。在法蘭西斯眼裏，世界的一切都仿佛恢復為被造之初的形態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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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室靈修

本罪惡充盈的所在，現在卻無處不是基督光榮的顯現；法蘭西斯原本為愛基督的緣故，與這世界互為死敵，現

在卻因著同一位基督，以非同尋常的愛奔向世界，去愛世界所有的一切。

 

這是前所未有的愛與合一，但不可思議的是，這偉大而奇妙的逾越，卻源於那個矛盾與衝突的焦點，被捨棄的

基督。

願感動、吸引聖法蘭西斯的被捨棄的基督，也同樣以祂的聖愛，以祂的熾熱，以祂的甘甜，吸引我們的心靈，

使我們也能夠甘願因愛祂的愛而死去，正如祂因愛我們的愛而死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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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心得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         沈秋蓮

（詩4:8）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

 在我30歲以後開始有慣性失眠，每晚睡三至四小時就醒來，然後就在床上轉轉反側不能入睡，有

時候忍不住就會起床做家務，洗衣服，清潔，做飯煲湯，然後感覺疲倦已經是清晨五點，就再上

床睡多一下，就起來梳洗上班，但在再睡的時候不能完全地安睡，而是在做夢，有時是惡夢，甚

至是夢見已過世的親人，感覺好可怕。睡完1小時後全身疼痛人也很累，我就是這樣的生活超過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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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心得

     大約十年前我從香港回來美國，因時差加上失眠，半夜起來煮個即食麵進食之後，就隨便翻

開聖經，出現在眼前的經文是: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心就在想: 神是否邀請我將失眠的重擔交給祂? 神禰是否要我半夜起來讀經祈禱跟你相交? 
假如是的我就順服。口裏說順服，心就是不服，和神討價還價:不要半夜清晨五點好嗎？是因為當

時腦海裏面出現一首詩歌，就是中國清晨五點鈡。從此以後就自己決定每天五點就起來祈禱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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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心得

過了一段很短的時間，有種感覺近來的睡眠質素好轉了，只要躺在床上就可以睡著，五點就自然

起床。所以從那時開始，我每天持守五點就起來禱告之後才進入每天的工作。每晚臨睡前禱告，

感謝神賜我力量完成一天的工作，將每晚睡眠的時間交在神手裏，求神保守祝福這個晚上有優質

的睡眠，保守我不做惡夢。但有時也會夜半醒來，我會讚美神，默想神的話語。隨著聖靈的感動

為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醫治，為靈.....軟弱的求神加力量，禱告完了一下子又再睡著了。

這種情況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因為這已經成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分享經文詩30:10節: 少壯獅子尚且缺食忍餓，但那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因他的慈愛永

遠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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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書籍

                 《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       作者：溫偉耀

有時候，我們所禱告祈求的，神並沒有給我們。有時候，我們沒有祈求的，神又給了我們。那麼，我們

在禱告中去祈求，又有甚麼實質的意義呢？作者將「神的旨意」分成幾個不同的層次，應用在禱告祈求

的經歷上，不但在神學上解決了問題，在實踐行動上也提供了具體的指引。這是一本對於祈禱尋求神的

旨意極有突破性和實用價值的書。

尤其附錄二「如何在祈禱中分辨出神的聲音」很發人深省。辨別神的聲音不是「公式」的問題，

而是「熟悉」的問題。分辨神的聲音的人，必須是一個專注神的話語、活出豐盛屬靈生命的人。                 

15



                    禱告書籍

                            《受教的心》         作者：陶恕

聖經是用淚寫成的。只有流淚的人，才能得著裏面最好的寶藏。神從來不向輕浮不恭的人說話。

神在山上向戰兢發抖的摩西說話；後來摩西俯伏在神面前，自願為以色列人的緣故，求神從祂的

冊子上塗抹他的名字，神就使用他把百姓救出來。但以理用長時間禁食禱告，結果天使長加百列

從天上下來，向他說明以後世代的奧秘。主所愛的約翰，因見沒有人配展開用七印封嚴了的書卷

而大哭，長老中的一位，便安慰他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祂已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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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詩篇的作者，常是一面流淚、一面寫出心聲的；先知們亦常常無法掩藏他們心情的沉重。腓立比

書是一卷充滿喜樂的書信，但保羅在書中提及那些與基督十字架為仇的人，論到他們的結局是滅

亡的時候，也不免流下淚來。這些具影響力的屬靈領袖，滿懷憂傷，帶著沉重的心情，向世人作

見證。眼淚本身並沒有什麼力量，但對於在基督裏首生的教會，眼淚與能力常是息息相關的。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這些由悲痛的先知們寫成的資訊，往往竟由一些從來不曾為世人的憂患灑過

一滴眼淚的人，用著純粹好奇的態度去研讀。他們懷著滿腔的好奇，去探討將來事情發生的始末，

渾忘了聖經記載預言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叫人在道德和靈性方面作好準備，迎接那將要來臨的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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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

                             歡   呼   贊   美         紫靈香    

   悠揚琴聲，飛舞跳躍，敬拜心靈，油然而生，罪惡繩索，頃刻掙脫，我心高歌，歌唱我主。

   智慧言語，進入我心，敬畏的心，已被吸引，黑暗勢力，即刻驅走，我心讚美，讚美耶穌。

   禱告聲音，達到座前，配得敬拜，理所當然，魔鬼撒旦，無處躲藏，我心歡呼，歡呼得勝。

   將來那日，主要顯現，抬頭仰望，笑臉對我，天上地下，稱頌主臨，我心快樂，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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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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8abyGAmj0&list=RD8yZyTxC-vj4&index=12

基督燈臺2020年5月  (05/09/2020) 24小時聯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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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指引

二 . 北美基督燈臺聯禱資訊:  https://thegoldenlampstand.org/五月祈禱資訊，瘟疫所至七萬多人死

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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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祝福禱告 (天國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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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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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