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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是教会存在的本质                                             

                                                       陈晓东牧师 

「祈祷月讯」是基督灯台事工祈祷服事的延续和发展。今日神的

家面对最大的危机就是祈祷祭坛的荒凉。许多传统教会的祈祷会

纷纷停办，还有的也是因循守旧，行礼如仪。许多传道牧师、爱

主的基督徒都心急如焚，也思考许多的方法鼓励会友参与祈祷会，

然而不是效果不彰，就是力有不逮。其实圣灵用不止息的祈祷，

提醒着教会祈祷不是教会的一项活动，祈祷是教会存在的本质，

神拣选的子民受呼召，就是要在终末的时代，有份于神的真理、

平安、公义、信德和救恩属性之中，在圣灵里以神的话语兵器，

随处多方地祈祷。故此，祈祷月讯的目的，就是汇聚基督的祭司

子民在不同的职事中，互相分享祈祷心得和方式，藉此引导神的

儿女，以祈祷不断进深我们与神的关系，深化灵性生命，使神的

子民成为末后的争战者，完成神的旨意。

2



  

  

3

  
  

操练以末世为关怀的祈祷生命

                                                 陈晓东牧师

祈祷的动力源自基督徒对自己身份的重新认知和恢

复。今天神的子民最需要确认自已是尊君祭司的身
份。认识了自己的身份，还需要学习行使自己的职
事—即不住地祈祷，在这个终末时代，我们要以祈
祷成为我们事奉神的祭坛。

末事 (the Last Thing)指向时间和历史的完成，

这将是神国度的临在。19世纪以来基督教会对于末
事越来越关注，末事一字来源自希腊语eschatos 
(最后)一词汇。基督徒的末世祈祷主要关注万物的
终极目的和意义。

有关基督徒在末世中的祈祷可以区分为个人的末世祈

祷、社会的末世祈祷和宇宙性的末世祈祷等范畴。而我
们在盼望中的祈祷注目在得胜的基督身上。我们渴慕复
活了的基督将再次显现，审判生者和死者，而基督的王
国将永无止境（见《尼西亚信经》，第359页和《使徒
信经》，公祷书，第96页）。

基督徒有关末世的祈祷注目于神国的到来，这对人的生
存思想是一种突破和洞察；因为心怀末世的祈祷宣告基
督耶稣在祂的生命，死亡和复活中彰显了神国度的能力。
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一真神的救赎工作在末世时代也是
前所未有的活跃，祂的救恩以实现宇宙万物存有的意义
为目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曾
经指出人与上帝的和好，完成了人类的终极目的，并且
成就万物的美善，末世导向的祈祷是看见万事万物最终
目的在于与上帝的和好中完善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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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神学家C.H.Dodd教导我们这样操练面向末世的祈祷：我们所接受的圣灵是上帝儿子的灵，圣灵确认

我们为上帝的众儿女，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促使我们转向祷告，祷告是神引导我们里面属神的部份
向着圣父上帝飞升。尽管我们受限于罪的亏欠和重担，以至于我们的祈祷有时没有能力表达出来，但是圣
灵上帝却以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祷。末世争战的祈祷虽然面对许多的未知之数，但是我们在
祈祷的实践中要持有一种“实现的末世论” (Realized Eschatology)，即我们宣告在耶稣的道成肉身和
地上的事工中，神已经完整地应允了在救恩历史中百姓对弥赛亚的盼望。我们可以将基督耶稣的复活理解
为上帝的国度的实现。而且将会在基督耶稣第二次的再临中永永远远地实现。在祂的第二次降临之前，基
督耶稣以教会作为祂的身体，这身体表达着蒙召者对基督执掌王权的信心和荣耀的期盼。英国教会的公祷
书曾经指出：“基督徒的希望是要充满信心地生活在更新和充实的生活中，并等待基督荣耀归来，完成上
帝对世界的旨意”（BCP，第861页）。

今天，基督徒的祈祷生活需要有末世论的高度；即基督君王荣耀的归来，缅怀逝者，默想天堂和地狱的

审判，盼望身体复活，圣徒相通和永恒的安息，以及耶稣的救恩对基督徒的保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面向
末世的祈祷心声。



你是惟一的作者 
      (Author)

                             
                             伍渭文牧师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主角由少年做到成
年，宣传的最后系列还细分一、二……，而
粉丝观众由最初父母陪同进场，变作携同情
侣，携同自己幼儿进场。「愿力量常与你同
在! 」(May the force always be with 
you!)这祝福语--每场电影都出现—新时代

(New Age)祝福语成就了。制片人踌躇满志，
笑逐颜开，因为力量常与你同在时，金钱与
自己同在了(May money always be with 

me)。

   还有一周，迎鼠送猪，告别己亥，纳进庚子。
我们把自己交付「力量」，感到安心吗？甚么
是力量？力量(Force)与能力(Power)，权柄
(Authority)三者有何分别？力量与能力类同，
但能力显而易见；有权位、财富的地方，我们
就看到能力。为着这能力，我们轻忽自己的健
康，疏离家人，甚至出卖朋友。凯撒大帝极信
任的挚友布鲁图(Brutus)，竟然在罗马元老院
梯阶，把利刃刺进信任自己的人。这致命一刀，
令凯撒死不冥目。莎翁名剧凯撒大帝那句:布鲁
图，连你也同媒！令人哀伤，使人惊惧。昔日
犹大为了三十两银子出卖老师耶稣，今天商业
合伙人为了利益设陷阱。能力依附的权力、地
位、金钱无远弗届，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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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新时代的「力量」时尚，好莱坞大制片家
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 当然是潮流推手。
因为披上新的外衣，不容易分辨真伪，初期教会
劲敌诺斯底主义，借壳上市了。追求灵智，洞悉

真蹄，遁逸现实世界，竟然成为提升自我的路数，
兼有时尚感。新时代的音乐，给你与凡尘分隔的
陌生感，宁静舒泰。所以「力量」有「能力」没

有的神秘性。我们管他何方神圣，祇要收为己用，
从心所欲就是了；我们靠力量可以横财就手，可

以财色兼收，甚至像浮士德，能呼风唤雨。

力量没有自己的意志，我的意志就是力量的意志，
力量也没有理性，力量可使人趋圣，也可使人入
魔。但权柄(Authority)不同。权柄有权威，英

文Authority一字来自作者(Author)。

作者有情格，拥有理性、情感、意志。能力、力
量没有情、意、智。我们把新的一年交给能力
(Power)和力量(Force)，不是有点不靠谱吗？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成功，与撒但交易，出卖
自己的灵魂。结果当撒但跟他结帐，收取本金加
利息时，浮士德死得很恐怖。就如不断设杠杆，
狂乱借贷，弄至债务违约，倾家荡产。广东话：
出来行，始终要还。耶稣跟那只顾积聚财富的财
主说：「无知的人哪，今晚必要你的灵魂；你所
预备的要归谁呢？」(路十二16-21)

现在已经纳进庚子了。八国联军一去不返，因着
庚子赔款赴笈海外得到优质高等教育的学子，已
子孙成荫，开枝散叶。君王有崩逝，政党有轮替，
文化有兴衰，惟有上主你是不死的上主。你把己
亥的门关上时，也会开启庚子，握着我的手，行
经时间，让我留下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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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侯士庭

做门徒的生活就是每日的殉道，这符合使徒
的教训（林后4：10）我们应该了解自己要培
养何种的属灵操练，以下是属灵操练的两大

分类。

一、内在灵命操练

基督徒内在灵命的操练，包括默想、祷告、
禁食、柔和、写灵程日记等。

                    默      想

“默想”应是基督徒内在生活的主要活动之一。我
们的心思全集中在基督身上，被基督的道所充满，
使我们可以有热切的心，能够全属乎主。今天，许
多基督徒的心里充满的似乎只是新闻、音乐，每人
都做了“随身听基督徒”，从早到晚耳朵都塞满了
早操、跑步、洗澡或搭地铁等声音。然而我相信，
作为基督徒，必须热切地持守我们的内心世界，让
其中充满属乎神的真理，使我们成为昼夜思想神话
语的人。

耶稣面对试探时，说出其中一句话：“人活着，不
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太4：
4）因此，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属灵操练。就是默想。
默想，就是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圣经的话语。

7



我建议大家每天默想一段圣经经文。以
《诗篇》119篇为例：全诗共有二十二
小段，每小段有八节，可以用二十二个
星期来默想全篇经文。每小段有八节经
文，每日至少可背诵一节，这样每星期
就有八种不同的内容可以帮助你去体会
神话语的实在，你就越来越能为神话语
的丰富和多姿多彩而感到惊奇。神的律
例、典章、诫命、教训是那么的丰富，
你会开始欣赏到神的话语和你生命的关

系。

二十二个星期过去，又可以再开始另一个二十二星期，
循环三次后，我肯定你会成为一个属灵生命健全的人，
因有神的道在你的生命中与你同在。

十七世纪的清教徒是伟大的默想者，有一本值得向大
家推荐、阅读的书，就是巴克斯特的《圣徒永恒的安
息》，书中他教导我们如何默想。另一位是荷尔主教，
他也是论述默想的好作者。

默想是有目的的。就是盼望借着神的话语，进入与神
更亲切的关系。你的目的是盼望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一切的反应上，都有基督的灵来带领。你要愿意忠于
神的圣言又乐于顺从。并期望神透过他的话与你说话，
使你成为一个晓得默想的人。虽然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但一定会为你带来更新、改变。

           （因篇幅过长，分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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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辉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
然报答你。（太6:6）上一节经文说，
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法利赛人以表
演的方式故意叫人看见，就是说这样
的祷告与神是没有关系的祷告，那么，
应该如何祷告呢？在旧约时代无论是
会幕还是圣殿，外邦人只能到外院，
没有机会靠近祭坛，而对于大多数以
色列百姓，也只能进入到内院，献上
赎罪的羔羊，称为“祭坛上的恩典”，
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来也给了外邦人
机会得到这“祭坛上的恩典”统称为
“赦罪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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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什么时代、也无论什么人，神的恩典不是以赦
罪为结束，而是以赦罪为开始的，神无论在什么时代
盼望我们进入到他的圣所，不再是院子里的热闹。在
圣所里有香炉、有摆放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香
炉就是我们的祷告，神要我们与他连合，得着从他而
来的光，带我们进入到更深之处，就是至圣所。进入
到圣所还不够吗？为何还要进入到至圣所？还记得至
圣所里面有什么吗？至圣所里有约柜，约柜之上有两
个基路伯，而基路伯的翅膀都是打开的，神要在我们
的祷告中，将我们带入到至圣所他翅膀的荫下，瞻仰
他的荣美、享受他的供应、与他同在，这是何等大的
福分！对，这至圣所就是我们的内屋，就是我们与神
亲近的地方，使我们能与主面对面，体会与主连连亲
嘴的甜美，并且要关上门，不再让外面的热闹（就是
世界的名利、权势、金钱。。）打扰我们，使我们可
以与罪隔离，单单的安静在神的里面，用谦卑的心听
见神的声音、领受神的旨意、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父之所以在暗中，不是父要故意隐
藏他自己，而是我们若不从心中真正的认
我们的罪，我们是无法见神的面的，只会
给我们带来杀身之祸，我们的天父他是圣
洁的，有罪之人在他面前是无法存活的，
自然那不肯认罪、或不从心中真正认罪悔
改的人，是不能进入到圣所、至圣所的，
（在旧约时代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圣所祷
告，但若有罪必不能活着出来）因此也不
能得到神翅膀的护臂、更不能享受到与神
同在、听见神的声音、领受神旨意的美好
了，我们要想得到神的旨意、与神建立关
系、得到神一切的供应。。。无路可走，
必须先认罪悔改，父必在暗中察看，以便

给出父自己的结果。

                   

所以，这里的报答，用原文的意思表达--偿还
可能更合适，就是说：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
偿还个人，在它的里面包含善、恶两个意义，
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公义的神，也是无所不知的
神，（历代志上28:9）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
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
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
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她，他必永远丢弃你。 ”是
的，我们的主耶稣是轻慢不得的，他虽在暗中，
但我们的所思所想无不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
若真心悔改，进入到他的圣所寻求他，他也必
带我们进入到至圣所关上门，使我们可以安静
的享受在他翅膀的荫下得着一切的供应、听见
他一切的旨意、见着他的荣面，是何等的美好！
是何等的喜乐！愿神祝福你，得着这一切的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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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日课祈祷
                        

圣公会作为大公教会的一分子，继承了公共日课祈祷这一古老教
会传统，它不仅在特定神职团体和修道团体的奉献生活中被持守
遵行，也同样在教会公共崇拜 (公祷 )及平信徒个人日常灵修时被
广泛应用。

现代基督徒习惯从个人灵性需要出发，看待公共日课的价值：有
些人无法通过现代信仰模式解决灵性枯竭的困境，转而在古典信
仰中找寻新鲜感；有些人希望借助规律的日课及不同节期、时辰
的默想主题，指导、规范个人灵修；有些人则天性喜静，期待在
礼仪的宁静中深入祈祷的内室… …当然，这些原没有什么不妥，
只不过，当“我想要”的声音太过强烈，我们是否还能意识到，
有限的自我在信仰寻求过程中应该不断地被超越，而非不断地被
满足呢？

在圣公会信仰观念中，公共日课祈祷首先在于引导人们走出自我，
不断经验教会的团体信仰。教会信仰，并非对于各人个性化信仰
表达的复制、组合，相反，每个人对于基督持续更新的信仰认知，
源于教会信仰不断延伸至各人生活中被具体化解读。在公共日课
祈祷中，我们当以祈祷的共融替代个人的好恶，以团契的精神替
代个人的感动，以“我们信”替代“我想要”。我们相信，我们
所舍弃的，终必被主成全，临在于教会中的基督，也必藉此进入
我们的生命！

                                                    T S 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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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lla

人生在世，困难失望总是有的。信主的人不代表便无灾无难，无病无痛，万事如意。
最近无论是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上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和变化，更加上身体有患上

疾病 ，在种种难处当中，心情起伏在所难免。

白天的时候还可以靠着圣经的话语，家人朋友的鼓励和支持，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
应付过来。夜阑人静，或者尤其是清晨的时候，总有一种无名的压迫感和不安，就像
恶梦一样来攻击我。这种潜意识的困苦压迫感，使我清晨起来无法平安入睡。  就在

这个时候，记得一位主内姊妹的分享，与其辗转反侧，不如爬起来祷告亲近神。

我们都是罪人，无论信主多久，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仍然是有点挣扎。终于爬起身来
走到安静的另外一个房间，免得让身边家人也给我吵醒了。

12

祷读的锻炼



跪在床边，打开圣经，就遵照着日期，把当日要读的诗篇开口读起来，然后
慢慢地，神的话语就进入我的心思意念感情当中，思维也就渐渐地改变了，
跟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同在，得着平静安稳的心。然后按照着神的话祷告
起来。祷告完毕，就回到原来的睡房中倒头再睡。再醒来的时候，心灵得着
安宁，人也舒服得多，当日读的诗篇总有一两句经文感动存留在心中，也医
治我，使我有力量可以面对这一天的挑战。这个用诗篇祷读的锻炼，是几年
前从牧师那里学来的功课，每天就是按着当日的日子来 读五篇诗篇，比方说
今天是一号就由第1读到第5篇，二号就由第6篇读到第10篇，如此类推。亲口
诵读神的话语，用自己的耳朵在听着，心灵在触动当中，靠着圣灵的提醒，
每每都有不同的感动。就这样用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靠着他的带领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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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场中面对的大小问题，也因着
这心中的平安和力量可以面对。最
重要的做人处事原则，: 不从恶人
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
人的座位，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
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
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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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在翱翔：
         在旧约里祷告》
               

圣灵翱翔如鹰，背负世人运行在黑暗混沌之上。 

本书是一本依据旧约研经而写下的祷告诗集，它承继
了古时诗人悲悯的眼目，为当代的悲恸之处哀哭，并
投向神公义视野的恢弘向度，寻求人与神、与社群、
与环境的连结。作者邀请每位读者同为与神同行的羁
旅者，在行进间一吐胸臆间的悬念，吸纳圣灵的奥祕
气息。

藉由本书祷词，让我们在旧约里祷告，以寻找──属
灵与知性的合一、基督徒社群中的领导、普世教会的
互动、跨文化的经验，以及个人与社会角色的转换。

                            
                          供稿人：林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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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在呢喃》
           在新约里祷告（中英对照）

32篇祈祷诗、41幅灵修图画、2片祷词CD
让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改变你的生命。

时常，圣经研究叫我们惧怕，祷告建立在仓促的经文应用之上；
属灵经历叫我们迷惘，祷告隔绝在冷硬的理智高墙之外。然而，
圣经的精意回荡在圣灵的低语之间，惟有交出全人全心倾听，才
能叫我们认识真理，用诗、用画、用灵魂在心灵深处向神回应。

本书是修辞学者杨克勤集结新约课程教学研究创作而成。曾经他
参加的教会畏惧学术，任教的高等学府疏远属灵事物，让他产生
「基督徒学者」的身分危机；而今，他以诠释学和创意性美学视
角撰写新约祷文，因而从支离破碎的身分认同中释放出来，体验
道成肉身的真理。他的学生玛瑟妮（C.Matheny），在艺术创作
中找到与真理的共鸣，她的图画对应祈祷诗，将要带领读者一步
一步走向奥祕真神的恩慈同在。

《圣灵在呢喃》是个人读经与灵修、查经小组、读书会的绝佳良
伴，在动人的祷告诗、画当中帮助人立下心愿，放开脚步追随永
恒之真、善、美的源头，与圣灵共舞，在恩典中活出精采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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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异恩典》
                            
                                    词 /曲：约翰 .牛顿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
                         真是何等宝贵！

许多危险，试炼网罗，
我已安然度过；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
更引导我归家！

                         将来禧年，圣徒欢聚，
                         恩光爱谊千年；
                         喜乐颂赞，在父座前，
                         深望那日快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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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Grace》中文翻译为《奇异恩典》，也有人称
《天赐恩宠》，grace原意为"优雅、优美"，此处解释成"
上帝对人类的慈悲、恩宠"。是美国最脍炙人
口的一首乡村福音歌曲，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
也是全世界基督徒都会唱的一首歌，被奉为基督教圣歌。
ROV. John NEWTON作于1779年，开始是一首传统的民谣，
或黑人灵歌，它表达了宗教的忠诚，其中包含着一个平淡
但是极富深意的赎罪的故事，它成了基督徒每次祈祷忏悔
时必唱的曲目，后来它流行越来越广，超越了宗教，成了
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成为人们祈求和平的经典歌
曲，是人民精神世界的赞歌，歌的主题和《圣经》的主旨
相符：忏悔、感恩、赎罪、重生，现在在任何庄严隆重的
场合、在仪式上、在很多流行音乐唱片里、在国家级的典
礼以及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上，你都能听到这首圣洁，
祥和，庄重，优美的歌曲。



歌的主题和《圣经》的主旨相符：忏悔、感恩、
赎罪、重生。歌词简洁充满敬虔、感恩的告白，
也是约翰·牛顿的生命见证，约翰·牛顿本是一
名黑奴船长，无恶不作，后来反而沦落非洲。在
一次暴风雨的海上，他蒙上帝的拯救，于是决心
痛改前非，奉献一生，宣扬上帝的福音，成为19
世纪的传道人（英国圣公会）。去世之前，他为
自己写了墓志铭：“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个犯
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作奴隶之主。但
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与神和
好，罪得赦免，并蒙指派宣传福音事工。”这首
诗歌就是他一生得拯救的见证。在歌中充满了他
对自己过去贩卖奴隶的悔恨，和对不计较这些仍

赐福于他的上帝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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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啊！中国

            词：紫灵香

中国啊！中国，你千疮百孔，
走过多少患难疾苦，
然而，今天就是今天，
神要使用你忧患之心，
因为你从未屈服！

中国啊！中国，你顽强不息，
踏过多少艰难险阻，
今天，此刻就是此刻，
神要唤醒你怜悯之心，
因为你忍耐顺服。

中国啊！中国，你必要丰盛，
历经多少期盼等待，
此刻，号角声已吹起，
神要从中国大地翻巨浪，
因为你必被收割！

副歌：
万物已复兴，
东风已吹起，
神的国要临到，
中国啊！中国，
敞开大门，复兴这世代！
中国啊！中国，
敞开大门，灵魂得苏醒！
中国啊！中国，
敞开大门，同心敬拜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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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灯台2020年2月24小时联祷

特别代祷 :  让我们一起敬拜主，  认罪祷告，求主怜悯愿瘟
疫停止，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
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

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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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敬拜主  ( 5分钟 )
h t t ps : / /www.you tube .com/wa tch?v=0 -8SyB8v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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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北美基督灯台联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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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gRuy6F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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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祝福祷告  (天国八福 )

   1  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2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3  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4  飢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5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7  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8  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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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本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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