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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刚强的争战者

陈晓东牧师北美基督灯台协会驻会牧师

	 经文：「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
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
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
下，烧灭了他们。」（启20:7-9）

							从基督升天，到耶稣的再来,基督的教会在地上已经争战了两千年。
进入第三个千禧年，今天的基督徒更需要在争战的祈祷上进深。从两千
年的教会历史来看，敌基督气忿忿地最后挣扎如大河翻腾的水，如暴风
和密云遮盖地面。牠到处扬起残忍暴躁之民，以车马军兵围困圣城。仇
敌甚至有时候直闯城门，毁坏主的工作。牠指示海兽和陆兽,筑起土垒，
周围环绕圣民，四面困住神的儿女。这些都是圣经中描述仇敌进攻上帝
之城的光景。
							因此诗篇上行之诗这样教导我们祈祷：「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
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罗腾
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设，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
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争战。」（诗120:1-7）
我们要拿起勇士的利箭就是主的道，和罗腾木的炭火就是圣灵的工作对
付仇敌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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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教导基督的子民说：「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做
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
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6:10-12）时代争战的号角声吹得
急促，我们要在神的宝座前不住地祈祷，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
							面对世代的交替，有识之士称我们的时代为大脱嵌(GREAT	DISEM-
BEDDING)的世俗世代。在廿一世纪，全球新异教主义蠢蠢欲动，宗教极
端主义如野火烧不尽、世俗人文主义泛滥，历史虚无主义当道，专政者
意气风发，曾经被喻为山上之城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日益背离清教徒父
老们的建国理念，如今摇摇欲坠，走向败亡。神的教会如同启示录中身
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的妇人。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
难中疼痛呼叫。据全球宗教监察报告，2020年全球有超过3亿4仟万的
基督徒活在不同国家的暴力迫害之中。
							主呼召属他的儿女们，要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而且务要
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林前16:13）所以我
们依然要以上行之诗祈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
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
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
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
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121）
							让我们用以下的祈祷文同心祷告：主啊，我知道爱是从你而来的巨
大能力，是在圣灵中所生发的仁爱果实，这不是肉体的情欲所能够产生
的爱，而是在圣灵里恒久的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不得体（害羞）的事。主啊，在终末的战场上，让我们听清楚主的
话语：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
							我们如何在末世的争战中得胜呢？主啊，让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末后的战场
上，愿你的基督徒儿女们彼此掩护遮盖，联结众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
唯独信心，大有盼望，等候圣灵的烈火从天而降,如昔日主审判所多玛、
蛾摩拉的日子，如神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刑罚埃及之日。愿火从
耶和华面前出来，在祂前面行走，主啊，以利亚当日与巴力争战的日子
如何，我们也祈求我们的日子将如何刚强奋勇。

（经文摘自赛8:7-8；结38:9，16；哈1:16；王下6:15；弥2:13；诗
120-121；弗6:10-12；林前16:13；13:4-7；王下	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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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勉励
上帝美意存到万代（诗:33篇）

 何崇谦牧师

								自去年三月以来，我们一出门就要带口罩，所以我们一直都不容易
见到人家的笑容，甚至各人好像没有表情一般，只能见到别人的呆滞甚
至沮丧的眼神。人人迫不得已般的目无表情，所以众人都感染到忧闷，
甚至忧郁的情绪。周围都弥漫着怨恨和恐惧的气氛。
							从没有想过感染瘟疫如此容易，面对死亡如此之近。从未想过人生
起伏跌荡的波幅如此大，平常的生活也如此难过。其实没有一个世代可
以避免灾难，难怪大量收集人之祷文的诗篇，当中主题出现得最多的就
是哀歌。
							诗篇一百五十篇本身是一个整体性，连结有统一性的单元,即是说，
它有序言，有主题内文，和结论。序言由第一、二篇组成。内文由第三
至一四五篇组成，主要是哀歌（起始的第三至五篇已是），占了总数一
半以上；其次是敬拜颂；再其次是智慧诗和宫廷之诗。结语篇是由第一
四六至一五○篇组成，全都是赞美歌颂传扬之诗。
							与「近亲」的传道书或约伯记很相似，都有一个母题。传道书的母
题是「人的死亡与上帝的智慧」；约伯记的母题是「人的受苦与上帝的
主权」；诗篇的母题是「人在逆境中仍要赞颂上帝不变的慈爱与荣美」
（或实爱、坚爱［HESED］）——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
们要唱新歌，歌颂拯救我们的神。全地都当向耶和华歌唱......

 新年蒙恩
 主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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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第三十三篇全诗结构是涟漪式的，中央的那一点是10至12节，
主题是：“上帝的美意万代常存”，由这主题而发展以下三个重点，成
为我们的福乐：
⒈		上帝赐我们生命乐章，可谱奏出活泼赞美之歌（1-3、20-22节）
⒉		上帝赐我们生命智慧，可辨识虚妄无效之威权（4-6、13-19节）
⒊		上帝赐我们生命保障，可逆潮中持勇气盼望（10-12节）
	
							感谢主，让我们的生命如音乐，也使我们经历到神的作为而喜乐。
求主引导我们不断经历新恩,就是祢的仁义、公平和慈爱所成就的恩典。
我们立志要以颂扬、敬拜的情怀过每一新天。奉主基督之名求,阿们。

							敬畏神的人，为何能
在不同的生命处境中向祂
赞颂？因为敬畏神的人所
信靠的，是天地万物的创
造者，祂也是与人一起创
造世界历史；而这一位永
活的神，也是最明白我们
的，最愿意帮助我们的，
必为我们申诉辩护。



慈爱的天父，
隐密行事的上主，	
祢的作为难以测度；
但祢的慈爱，
在基督里显而易见。	
因为云上的太阳，
每朵黑云的边际，都镶上银线；
暴雨之后，总有彩虹。	
	
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
但知道谁掌管明天。	
我们纵使失去所有，
但还有明天伴随。	
	
我们的日子如何，
因着祢的恩典，
力量也如何。
为此我们感谢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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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灵雨
每朵黑云的边际，都镶上银线

伍渭文 牧师        基督灯台全球课程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客座副教授

求主不要让过去的失败，
使我们气馁消沉，	
也不要让现在的成就，
使我们脚步轻浮。	
	
既然祢把我们的
将来隐藏起来，	
就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期待。
在距离中持守信念，	
在奋进中操练纪律，	
在艰苦中磨练坚毅。	
	
不要让眼前一时的快感，
夺去将来的荣耀；	
帮助我们更好操练自己，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阿们！



牧者访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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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祷告中重建丰盛生命

访 徐志秋 牧师
基督灯台全球课程讲师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大学系统神学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大学中文神学项目主任 

问1：请问徐牧师，您还记得第一次的祷告，是怎样的经历吗?

徐牧师：
							第一次的祷告是那么难忘，	大约在1987年，读高中的时候，我当时
在苏南农村听福音广播电台，电台里面是葛培理牧师的抉择时间，他当
时发起一个呼召：“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果
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当
时,我就跪在收音机的旁边,跟着做了决志祷告,这就是我第一次的祷告。
							祷告之后，心里面很平安，甚至有属灵上面超越的现象，就在当时
有一个不是我的思想，而是从外面进来的一个思想:“将来会服侍主”。
那种隐隐约约，但是说不出来的感觉；当时放在内心里面原初的异象，
就像今天服事的场景，这种异象不一定可以用语言来形容，因为那是上
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心灵语言，是一种感觉。

问2：您当时就这样降服在上帝面前，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并带着呼召进
入到大学里面开始学习，这个过程当中，您如何升化你的祷告？或在祷
告当中有哪些经历呢?

徐牧师：	 	 	 	 	 	 	 	 	 	 	 	 	 	
							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当时在人大和北大读书时的情形。
								我谈谈在人大的经历：当时的人大是一个非常狭长的校园，非常地
拥挤，家属和学生就挤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结果就导致到处都是人，你
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本科宿舍又是住8个人，几乎是没有可以
祷告的地方。唯一可以安静的时间，就是在夜里的11点钟，学校图书馆
关门了，我到花园里面，或在房子与花圃之间一点点距离的地方，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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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安静的跪着祷告。因为那里不被人注意和发现，甚至有一次在祷告结
束时，把记录祷告内容的本子落在那里，但当第二天晚上再过去时，本
子还在那里，没有被人拿走；还有就是一些教室不开放自习，但学生可
以进去，也没有灯，就可以去到里面安静祷告、默想。
							其实祷告就是一种呼吸、是一种愿望要满足。尤其是在属灵有争战,
或者是成长的过程中，在一些关键的阶段的祷告很重要，记忆最深是在
30年前，当时面临着退团等一些决定的时候，必须有很多的祷告，在祷
告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会进来，就会帮助我进一步的确认：“你纵然
会失掉整个世界，却可以得到创造世界的主。”有这样的话语进来，就
会很有底气的跟老师去谈，这是我祷告当中一个很深的经历。
							人生会有很多个关键的时刻，你会很清楚的知道那是上帝在你身上
的工作，现在回头去看，无论是跟随葛培理牧师做的那个决志的祷告、
还是大学时期做的退团的决定，其实，上帝带领我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
路。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你能够感觉到上帝的带领，圣灵在那个场
景、那个时刻所作的，会让你一直记在心里面。

问3：徐牧师，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祷告的方式吗?	 	 	 	

徐牧师：	 	 	 	 	 	 	 	 	 	 	 	 	 														
							祷告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是闭着眼睛的，也不一定非要在一个安
静的地方。祷告是随时随在的，也可以睁着眼睛。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
五千人的时候，祂是望着天、睁着眼睛祷告的。但闭着眼睛会帮助你专
注自己的内心，和上帝来沟通，不会被身边嘈杂的事物所分神。
							祷告是与圣灵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就是祷告；祷告是随时随在的
一种意念，这种意念会很快的，不需要任何媒介的，是可以马上立即地
向主来祷告。
							感谢上帝恩待我，在我脑力很好、读高中的时候，那时还没有拿到
第一本圣经，就跟着福音电台记下了大量的经文，后来在祷告的时候，
那些经文就会浮现出来，其实上帝会用经文，用祂的话语来提醒、引导
我们的，这就是祷告和经文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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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4：人都会经历压力很大的时候、都会经历创伤时期、人都会有低谷时
期、属灵的忧郁时期，我们作为牧者，也都会经历这些时期，在这些时
期,你遇到不知道该怎样祷告,甚至都不太想祷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徐牧师：	 	 	 	 	 	 	 	 	 	 	 	 	 	
						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祷告方式，那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曾操练
了一种方法，就是“耶稣祷文”（Jesus	Prayer）,它是东正教里的一种
祷告方式，通过一种重复（repetition），不断的重复来祷告，它的祷词
很简单，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这
个祷词虽然简单，但其实很多的元素都在了：对上帝的呼求、对自己的
认定、求上帝的怜悯。操练这种祷告，可以把你的心收回来，归在在基
督的身上；基督不是一个客体，祂是一个位格，是神本身；当你的心收
回来的时候，祂会带领你，祂会教导你，祂会和你沟通，上帝是活着的
神，祂会回应你，祂的回应会大到你不敢想象的地步，祂不是被动的，
祂主动地创造这个世界，基督主动地道成肉身，圣灵主动地吸引你，让
你来向祂开口祷告。
							还有一种值得操练的祷告方式,就是当你面临极大的方向性决定时，
当你不明白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什么时，就需要禁食祷告。祷告是一种争
战，是极真实的属灵状况，正如《战争房间》所拍摄的，禁食祷告可以
帮助我们更专注，会有更直接的应许、极大的平安临到我们。	



问5：在当下这个世代中,您对我们基督徒在祷告方面能提供一些建议吗?	

徐牧师：	 	 	 	 	 	 	 	 	 	 	 	 	 																	
						祷告应该是一种心灵习惯，就是心里时时刻刻都想着祷告。
							其实基督徒对于祷告的思维方式，不应该停留于自我独白（Mono-
logue），更应该是一个双向对话（Dialogue），是与圣灵的双向对话，
与圣灵对话本身就是跟神祷告。
							在今天的这个世代当中，我们遇到太多使我们分心的事情，电脑和
手机里面无数的信息，其实在我们心灵里面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垃圾，我
们现代人就生活在这种资讯垃圾里面，这些信息若我们没法及时处理，
最后都成为垃圾淹没我们。
							而祷告是圣灵有生命力的思想,像种子向上生长抽枝发芽。这与倒在
我们里面的垃圾,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里面的祷告，其组织元素是「道」
（Logos）、是圣灵（Spirit），《创世记》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之后上帝的「道」（Logos）说：要有
光，就有了光。
							其实，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道、没有神
的灵、没有祷告，我们也是空虚混沌、浑浑噩噩的这种状态，没有组
织，没有秩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状态；而祷告，让我们里面触摸
到上帝，以神圣的视角知道生命的意义，好像一个碎片，知道自己在一
块彩色玻璃上面的位置；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位置的话，你只是宇宙的一
粒尘埃，一个碎片，你整个人就是迷失的，彻底的迷失的。现代人的迷
失感非常的强，强到一个程度，人就开始抑郁；虽然抑郁有不可否认的
生理方面的因素，但抑郁也有他心理和属灵的层面因素，往往是深深的
丢失的、迷失的感觉，找不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导致人的抑郁。
							祷告可以对我们的内在重整，不单是自我的重整，而是通过上帝的
视角、通过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对我们生命的重整；这与一个人
有智慧和知识是不一样的，你头脑知道很多东西，不能让你成为有生命
的人；而真正成为有智慧有生命的人，是需要有上帝的灵，圣灵借着祷
告，在人的心里运行；「道」借着祷告，在人心里面组织，让我们的生
命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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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祷
梅章建文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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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中的祷告

							这幅富有宗教意味和乡村背景的《晚钟》名画，是田园画家尚·
弗朗迪克·米勒（Jean	Francois	Millet）之作。米勒,1814年生于法国
北部诺曼底的乡村，少时务农，是一位农家子弟。小时候，他的信仰受
一敬虔信主的妇人影响甚多，据说这位妇人是他的祖母。米勒从小就显
露出极高的美术天赋，但他在巴黎渡过穷困潦倒的青年时代。十九世纪
初，二十三岁的他前往巴黎学画，老师和同学都瞧不起这个乡巴佬，在
巴黎渡过的贫穷日子，令米勒对城市生活，深感厌恶；只有罗浮宫，才
让他找到了艺术的美妙和心灵的安宁。十二年后，三十五岁的他返回乡
村，并且一住就是二十七年，终其一生，再未离开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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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作品在三十岁前曾两度展出，
却未受人注意；他生活甚苦，常常家无
隔宿之粮。为了生存，他曾经用素描去
换取鞋子；用油画去换得睡床；为接生
婆画招牌赚得生活费；甚至迫不得已，
违背自己的心愿，绘画低级庸俗的美女
裸体画，借以迎合大众胃口，向富有人
家兜售，希望多点收入。一天，当他经
过一间印刷店，看见两人正在品评橱窗
内的一幅裸女画复制品，其中一人说
道：「这就是那位除了画裸女以外，再
不画别的什么的米勒的作品啦！」。

							米勒听了十分伤心,回忆幼年开始学画时,祖母对他所说的话：「你要
作画家，先要作个善良的人。你要为永恒画画，切勿忘记这话！若我看
见你作坏人，我宁可看见你死。」想到这里，他回到家中，躺在床上，
抱头痛哭，决意从此不再去画裸女。其妻也愿安贫，共度艰苦生活。有
时无钱买颜料，便用柳枝烧成炭来当作画笔；买不起画布，就用纸张。
后来他的画，多以田园取材，简朴真纯，流露敬虔之意。
							在熟悉的田园家乡里，米勒找到了自己的画艺方向。他说：「我是
一个农民，我愿意到死也是一个农民，我要描绘我所感受到的东西。」
于是他上午务农，下午作画，土地似乎给予了米勒无穷的力量与灵感，
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农民生活为主题的经典，其中包括《播种者》、《拾
穗者》和《晚钟》三大传世之作。这些画作不仅反映民间疾苦，而且包
含悲悯与人性。

							很可惜这位农民画家大半辈子
并没有得到当时人的认可，他的画
甚至饱受富人的嘲笑与诋毁。米勒
的画作真正在画坛上引起巨大的回
响，要归功于1867年的巴黎世博
会，他在这届世博会上展出了包括
《晚钟》在内的八幅作品，他的作
品《晚钟》（或称晚祷）和《牧羊
女》获得一等奖，同时获得国家授
予最高荣誉勋章。此时，人们才终
于被土地的力量所打动，于是他声
名大振,米勒获誉「农民画家」。
八年后（1875）,他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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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勒是如何创作「晚钟」，而成为大师呢？这幅画是1858年，他
三十五岁时作的，为他最伟大的作品。此画描绘当时欧洲各地的农村，
黄昏教堂钟响时，远近的人听闻，俱皆停止工作，默祷感恩。画中一对
贫苦农家夫妇，在一个深秋的黄昏，空旷的土地上，正在挖掘晚收的土
豆，一天苦工尚未结束，此时远处一座教堂，响起了晚祷的钟声，于是
夫妇二人放下在田地上的小车、菜篮、锄头等农具，站起来默默地恳切
祷告，他们辛勤工作，善良诚实，周围自然环境的静寂，衬托着心灵的
安宁。人性的虔诚善良、刻苦耐劳都融入在简单的构图中，令看见的人
都受感动。

祈祷：
	 亲爱的天父，感谢祢，从此画中，我们获得有如晚钟的警示，就如
保罗所说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
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4:18）从画中农民身上，
想起主耶稣曾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
割的一同快乐。」（约4:36），求主使我们承担传福音的使命，叫人得
着永恒的生命，这生命在人里面长大成熟，因着祢的应许，生命得以存
到永远。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米勒这位以农
民的身份，痴迷于
农庄和大地的画
家，他的画一度被
人耻笑，视为土
气，最终时间证明
了他的作品是不朽
的。米勒的祖母告
诉米勒要为永恒而
画画。我们作了基
督徒，也应以此为
鉴，一生所作，皆
要为着永恒的主而
作，不要只顾短暂
的，乃要顾及存到
永恒的。

							《晚钟》（晚祷）由此成为米勒三大传世之作。米勒生前以一千八
百法郎卖出，死后在拍卖场中竟以八十万法郎成交。此画终由政府以二
十五万美金从英国一位收藏家手中买回，现在藏于卢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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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祭坛

GLS 学员：赞公主

							2020年是我经历祷告生活翻转生命的一年。从一月份起，我像往
年一样，开始新一年的读经计划及规律的灵修生活，也开始每天认真地
写我的祷告日记。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祷告，有固定
的个人祷告时间，也有不固定时间的随时随地祷告。经过每天持续地祷
告，我更体会到：“祷告不是拿着一堆自己想要的清单带到神的面前，
求神来一一满足我们个人的所需,祷告更是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开始。”
							生活中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工作上的、服事上的、我自己的、
为人的需要代祷的，我都会带到天父面前，听听祂的想法；不是单方面
的只顾着讲自己想讲的，而是和祂谈谈心，和祂交流我的想法，就像和
亲密的爱人，非常亲密的朋友倾吐知心话一样，而这样的关系很重要的
是：“我要听祂说。”所以我不断地操练聆听神的声音，我也越来越容
易听到神的声音，对祂的声音更加敏锐；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让我更
加认识这位爱我的天父，更加愿意在凡事上寻求祂，像祂在乎我一样，
我也更在乎祂的心意。久而久之，在祷告中，我不再是单向地、自己不
停地说，而是我说，祂听；祂说，我听。

我说，祢听；祢说，我听

							每一天,我都特别
期待与天父的相聚。
尽管每天都有稳定的
祷告生活，但它并非
一种公事例行。尽管
生活中依旧会遇到困
难，也会有很多祷告
的事情神垂听了但还
是没有成就，但我依
旧坚持祷告，因为我
更看重我和祂的关系,
这种女儿和爱她的父
的美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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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更加看重这份关系的时候,我就越祷告越爱祷告，越祷告越想祷
告。神让我在祷告中经历到祂是信实的那一位,有些小到我自己都想不到
的事情,天父当下很快就会垂听我的祷告,并且为我成就；甚至是自己祷
告时求问的问题,在当下就有了智慧和答案；也有很多祷告的事项，神都
听了,正在成就。「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路
18:1	)	「不住地祷告」	(帖前5:17)。对那些神给我的应许，我会紧紧抓
住；对那些神还没有为我成就的，我继续不灰心地祷告，因为我更看重我
与祂的关系，这份与天父深厚的关系比祷告的事项成就与否更重要。

							去年平安夜拿到的经文更是神对我的鼓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太21:22）想起那天拿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惊
喜地高喊哈利路亚！彷彿已经得着了一样。谢谢主！
							2020年底，当回望这一年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在乎我所祷告的那些
事情本身了，而是无比的地享受、每一天在祷告中和祂建立的真实的亲密
的关系。因为，在祷告的过程中，我已经在那个祷告的当下，领受到了极
大的平安、格外的喜乐。疫情中度过的这一年,虽然外界的环境动荡不安,
然而这整整一年,祷告中所经历的极大的平安和喜乐,甚至令我觉得2020
年是我生命中的最幸福的一年。这一切,我想和我的祷告生活密不可分。	
							感谢爱我的天父，如今2021年已经过了一个月，我的祷告祭坛依旧
持续燃烧。新的一年，我的心愿之一就是不住地祷告、恒切祷告、常常祷
告、不可灰心、更多地代祷、一生都做一个祷告的人。我已深深明了：祷
告不是按照我的意愿去祈求神的赐予及成就,而是透过祷告,神来改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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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祷文
敬拜认识祢

	 陶恕（Dr.	A.	W.	Tozer,	1897-1963）
是美国教会杰出的神仆，在芝加哥南方宣道
会牧养教会三十年，兼任《宣道见证》主
编。虽然他的教育水平只有小学程度，但十
七岁决志信主后，上帝赐他过人的智慧，他
变得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以至获惠敦学院
与侯顿学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陶恕笃信圣经权威，确认耶稣基督的福
音的必须性与不可妥协性，因此他的文章和
讲道皆言词直率，观点清晰，又勇于指出教
会和社会的负面现象，发人深省。陶恕被誉
为「二十世纪的先知」、「牧师的牧师」,
他的信息历久不衰。

								耶和华全能的神啊！祢并非哲士和智者的神，而是
众先知和使徒的神；更超越的是，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神和圣父，愿祢让我正确地将祢表彰出来。
       那些不认识祢的人，会把祢当作偶像来求告，以致
所敬拜的不是祢，而是他们想象中的受造物；为此垦求
祢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祢，并且配得称颂祢。
       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摘自《认识至圣者》/  陶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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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妈们祷告时》
作者：倪福媛（Ferm Nichols）∕葛珍妮（Janet K.Grant）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祷告的妈妈：你是否极其渴望神保护妳的孩子，
使他们能脱离那些藉着毒品、暴力和错谬的教导来抢夺你孩子的心思和
身体的邪恶势力呢?你会不会认为：「我太微小了，太不重要的，神不会
垂听我的祷告?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祷告的力量－包括妳自己在内！」
							倪福媛对于祷告的能力充满热情、信心。她创立的「国际妈妈代祷
网」，在全球拥有十五万个会员，每周有数万个祷告小组在世界各地，
为她们的孩子、家庭祷告。她深知：如果你建立起规律的祷告生活，你
的孩子、婚姻都会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当妈妈们祷告时》以生动活泼的笔触，描述「国际妈妈代祷网」
的原则与经历。在本书中，倪福媛亲自带你进入她的旅程，成为一个有
能力的祷告者。整本书融合了她实际操练的方法，指出你可以怎样也成
为一个合乎圣经的代祷者。这本书充满了惊人的真实例证，它将不断地
推动你相信：如果你有勇气祷告的话，神就会作事，你的祷告生活会经
历革命性的改变，你与主耶稣的关系会更深入、更亲密。



P.03

P.05

P.06

P.10

P.13

P.15

P.01 祈祷信息：作刚强的争战者

新春勉励：上帝美意存到万代 

空山灵雨：每朵黑云的边际，都镶上银线

牧者訪談：「道」在祷告中重建丰盛生命

画廊中的祷告：晚祷

祷告祭坛：我说，祢听；祢说，我听

先贤祷文：敬拜认识祢

祷告书籍推介：当妈妈们祷告时

17

本期目录

P.16



请支持基督灯台事工

支票奉献，抬头为“	GLS”，邮寄往本机构登記地址:
30	Hartford	Tpke,	PO	Box	2549,	Vernon	CT	06066	
Attn:	GLS

信用卡/银行转账/支票

扫码即可奉献



投稿方式

邮箱:info@thegoldenlampstand.org

编委会成员

发行者：北美基督灯台协会

我們以信心事奉神，接受自由奉献，
請即時掃码奉献

微信二维码

   总编辑:  陈晓东牧师        
文字编辑:  林传经传道          
美术编辑:  黄启姿     
       校对:  赵 林          
 事工统筹: 尘兮 付 煜 喜乐

欢迎投稿，来稿请注明文
题、作者姓名、联系方
式。 采稿由编委会决定，
编委会 保留修改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