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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陈晓东牧师北美基督灯台协会驻会牧师

	 使徒保罗曾经说到人的生命犹如地上帐篷，经历风霜雨打，日渐
朽坏。当我们风华正茂，精力旺盛的时候对此体会不深。随着年华如逝
水，我们对保罗所言却越来越有共鸣。圣经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
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
土。”(创3:19)	 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进入人生下半场的你，特别是在
四旬期再思此言，心中岂无憾憾然？	
　　圣灰日始于复活节前46天，这是教会年历中的四旬期（又称为大斋
期）的开始。在这40天中，基督徒学效耶稣基督在传道之先，在旷野中
禁食40天，以上帝的话抵抗魔鬼的试探而不受诱惑的事迹，在这40天中
刻苦己身，作为身心灵的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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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是享乐主义盛行的世界，在世俗潮流中倡议刻苦己身的思想本
身就是一场思想的争战。但是使徒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
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
成圣。”(林后7:1)	这里的应许是甚么应许呢?保罗说这应许是我们在肉
身的帐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在这叹息劳苦的生命中，
渴慕穿上基督的义袍，好叫这必死的肉身被基督复活的生命吞灭了。(林
后5:1-4)		
　　在圣灰日当天，教会将去年棕枝节存的棕枝烧成灰烬，涂在信徒额
头上，划上十字架的标志。让圣徒铭记己罪和主耶稣的拯救。在保罗写
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提到“忧愁”一事。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新型冠
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发出警告，指出忧郁症和相关的精神疾病发病情况节
节升高，在此期间许多心理学家要我们多操练积极的人生态度，凡事多
从正面和积极的态度思考，然而想不开的人还是一浪高过一浪。保罗写
信要哥林多人忧愁，这岂不是与时代的见解背道而驰吗?
							保罗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
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
的。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
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
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
亏损了。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
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
的忧愁是叫人死。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
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
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	。
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
的。	”(林后7:8-11)	原来在世俗中生出
的忧愁可以叫人愁死,但是依着神的意思
忧愁却可让人活出新生命,我们岂能够不
在神面前悔改祈祷呢?

							让我们在四旬期多行悔改的祈祷，例如使用以下的祈祷文：	 	
							公义的上帝，我愿罪己，为自己在关怀、助人和爱心方面的失败，
谦卑自己并且悔改。我们是一群罪人，为他人带来许多痛苦，在社会中
造成许多的不公不义，我愿来到祢的恩典和更新的力量面前，勇于接受
主的纠正，引导我们转向上主公义的日光，让我们与主同行，走在实现
与祢和好的承诺中；为了大地上的子民，祢在基督耶稣里深深地接纳了
我们，我们感谢祢。阿们！



赐生命的主，
掌管万有的天父，

我们活着、存留都在乎祢。
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
尽管我们不明白生命诞生的奥秘；
但我们可以礼赞生命，活得精彩。

虽然有些地区布满地雷,举步维艰，
有人在暴力、仇恨中失去亲人而哭泣；
面对黝黑力量的威吓，
我们要歌唱，我们要跳舞，
展现生命的姿彩。
因我们坚信，
生命胜过死亡，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上主啊！
我们不能承受生命的轻，
因为没有承担，生命显得轻浮,
没有远象，生命显得模糊；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承受生命的重。

给我们足够的幽默感，面对一切横逆；
做事认真，但不会对自己过分严苛；
在游戏中扩阔心灵空间，
建立坚固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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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灵雨
我们不能承受生命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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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享受生命而重视生命，
因重视生命而守护他人的生命,
使人活得更有尊严。

奉基督名字祈祷。
阿们。



牧者访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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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关系之中的祷告

访 包兆会博士采访者：陈晓东牧师（基督灯台全球学院院长）

陈牧师：请问您对今天基督徒祷告的进深，有哪些看见与见解	?

包老师：
							我观察到今天基督徒的灵修，大多停留在教义上，教义只能让我们
停留在理解的层面；真正的灵修却是全身心的，包括我们的梦想、意
志、情感和创伤都需要被上帝触摸，理想的祷告是自己的生命被上帝全
方位触摸：看到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是否足够的好，对他人有没有一种深
刻的爱，看到自己的生命本相。
　　这是一种祷告进深中带出与上帝、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并对这
些关系进行转化的祷告，而不是祷告时仅停留在教义内容和上帝概念的
理解上，因为教义和概念无法带出与上帝相爱等各种关系性，而进深式
祷告可以带出与上帝相爱等各种关系性。

陈牧师：你能给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一些建议，让我们怎样更深的与上帝
同行吗?	 	 	 	 	 	 	 	 	 	 	 	 	

包老师：
						我个人觉得,在大公教会灵修传统中,天主教的“默观”值得推荐。	
“默观”既可以借助经文进行默想，也可以借助正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事情进行默观，例如：我今天跟我身边的人生气了，我就可以转向灵修
状态：我问自己，我今天为什么生气?生气背后我有哪些情绪被触动?我
是否有一些很深的渴望未被满足，所以我用生气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了对
以上生气的默观，接下去我就可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邀请上帝介入到
我的生气和默观的内容中来，求祢医治和带领我。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默观，所有默观后的内容都可以转化为祷告。生

受访者：包兆会博士（文学博士／系统神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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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都市的人很忙，如果能就地取材做默观的灵修，相信可以促进他们
随时随地与上帝同行。而默观的果效就是现在：信徒通过默观，整理了	
自己的生命，与上帝重新建立了关系，最终带着盼望、带着从上帝而来
的亮光和力量，重新上路，正向地去面对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

陈牧师：圣经中有哪些人物的祷告生活，是您羡慕并且愿意去效法和跟
随的？	 	 	 	 	 	 	 	 	 	 	 	 	

包老师：	 	 	 	 	 	 	 	 	 	 														
						我羡慕并且愿意去效法和跟随的，首先一定是耶稣基督，祂经常晚
上独自上山向父上帝祷告。
							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忙碌的世代，无论是教会的牧者还是服侍
同工，一定要有时间让自己学会独处，回到内室与上帝相交，如果没有
这样的生活，你很快就会被事工拖垮。
							祷告还会帮助我们看见并持定异象，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服侍，都
是为着人在服侍的，不是在为耶稣服侍；人会给我们很多要求，会要求
我们按着他们的期望、他们所设定的形象来活，但这会模糊了我们从上
帝而来的异象，唯有在祷告中我们才能分辨哪些是上帝的异象，哪些是
人的期望？
							圣经当中另外一个值得我效法的人是保罗，他祷告当中常常提到“
喜乐”，他的喜乐是和祷告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祷告是愁
眉苦脸的，是带着一份问题清单来到上帝面前，好像有很多解决不了的
问题和烦恼。但保罗这种信靠上帝的单纯，并因着单纯带来的喜乐，是
值得我们在祷告当中学习的，在祷告中你不需要为了完成某个指标，或
解决什么问题，带着这样的压力和规定的任务，你来祷告就是为了单单
享受与祂的同在。我曾经操练过几次这样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什么都
不求，我来就是与祢约会，就是单单享受与祢同在。
　　大德兰修女说得好：“祈祷最主要的是爱的修炼，不在于想得多，
而在于爱得多。”

陈牧师：在您谈到独处这个话题时，我联想到在今天繁忙的城市生活
中，如何营造一个与上帝亲密独处的空间呢?	 	 	 	 	 	

包老师：	 	 	 	
							由于各人工作性质的不同，每个人一天当中属于自己的时间有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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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不管怎样，都需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让自己独处的时间和空间，哪
怕外界环境嘈杂，你手头事物繁忙，你也可以给自己营造一个独处的内
心空间，比如你采用默祷耶稣祷文的方式，“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
怜悯我这个罪人”，通过这种反复的默祷以此来提醒自己是罪人，现在
就需要倚靠上帝。因为人一旦忙碌起来，就很容易忘记自己是基督徒的
身份，忘记自己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工作动机需要常常被提醒：“无论
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西3：23）	

陈牧师：在祷告生活中，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和体会吗?		 	 	

包老师：
							祷告真的很重要，尤其是禁食祷告对我来说有深刻的体会。若禁食
一周，越到后面的时候，人会感觉很虚弱，就越会感觉到上帝的同在，
能够被祂所touch（触摸）。
　　我比较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太太在新加坡三一神
学院读博士，已读了一年半，中间回来一次之后，就有点不想回去读书
了，当时我们两个人觉得，此事重大，就为此禁食祷告了一周，之后就
决定不去读了。
　　还有一次是我所带的校园团契的一个学生，本身有轻微的精神分裂
症，她的症状被一个有灵恩背景的宣教士认为她被鬼附，把她关在房子
里进行赶鬼，结果回来后她的病更严重了；之后我协助她的班主任将她
送进当地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当时学校还要追究我的责任，因为她是我
的学生；我为她禁食祷告了一周，一周后，她恢复了正常，在医院治病
期间她也吃了医生开的药。

陈牧师：为什么您如此注重禁食祷告并反复操练呢？您怎样禁食呢？

包老师：
							圣经中主耶稣也说过“非用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可
9:29）;同时，也是向上帝发出一个信号，“天父啊，我是动真格的了,
我现在撇下身体的欲望，就是为了更好地靠近祢,祢一定要顾念我啊！”
　　在禁食形式上，我有时会选择用一周的时间来禁食祷告，是什么东
西都不吃的那种，只喝水或少量蜂蜜，尤其是遇到重大的事情，需要完
全禁食，就如诗篇131篇1节所说的，“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
行”，需要在禁食中求祂显明心意。



	

基督受洗
梅章建文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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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中的祷告

						名画《基督受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这幅画取自圣经题材，
描绘了基督受洗的情景。此画的画家是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
（Piero	Della	Francesca，约1410-1492），原籍中部意大利，生于翁
布里亚的圣塞波尔克罗镇。他曾在佛罗伦萨学艺，1442年任博尔戈镇参
事，1470年左右停止绘画。他在晚年终止了艺术生涯，全心投入透视法
及几何学的论文写作，但他仍然是十五世纪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	

							皮耶罗曾在佛罗伦萨住过三
年，在那里研究过马萨乔、安吉利
科和他的老师威涅齐阿诺等大师们
的透视学原理、造型方法、光线和
色彩的应用。他非常重视透视，把
它看成是绘画的基础，1482年他
曾撰写《论绘画中的透视》一书；
他同时也是数学天才，深信只有在
那些极其明晰而纯净的几何物体结
构中，才能发现最美的东西，他发
表了西方美术史上第一篇透视学论
文，创造出弗朗切斯卡式的“建筑
结构式的构图”。他从数学观念出
发，把对光线和色彩的敏感与在绘
画平面上再现立体空间造型结合起
来，形成自己的独特画风。所以他
的画即有数学般完整的形式和出色
的空间感，整体看来又有一种不受
时间限制的宁静气息。

							他住在圣塞波尔克罗小镇--这个位于亚平宁山脉下的特韦雷河边荒凉
小镇，既偏僻又宁静，阳光灿烂，风光明媚。他将画作《基督受洗》，
置于自己生活过的自然环境，以其对光和色彩的敏感，创造了画面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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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受洗》的画面中,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基督施洗,在稍远处
有一个人掀起自己的衣服，以便也能受到祝福；另一边三位身着袍衣、
头戴花环、翅膀多彩、面带荣光的天使，在看似鸽子的圣灵自天国降临
时，见证了这和平的景象。画作中宁静肃穆的气氛是凭借着一系列的垂
直线达成，而这些垂直线由站立的人物、树干以及缓缓流向远处的河流
共同构造出来。画家使用线状透视的神奇力量，这也是早期意大利文艺
复兴艺术家迷恋的一种画法，最突出的是背景里人物和树木的处理，它
们隐现进入远处时，体积逐渐减少。
							画面主体是
约翰用河水为耶
稣受洗；与此同
时，天空飞来一
只鸽子，那是圣
灵降临的象征，
作者描绘精微而
不失整体感，圣
经人物造型准
确，刻画细腻，
背景运用了透视
画法而加强了特
定空间的纵深
感，衬托着画面
的神圣气氛。

的空间感。

							此情此景，
耶稣受洗的画面
呈现，出自马太
福音3:13-17。
耶稣从加利利来
到约旦河，见了
约翰，要受他的
洗。约翰想要拦
住祂，说：“我
当受祢的洗，祢
反倒上我这里来
吗?”耶稣回答
说：“你暂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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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許了祂。耶稣受了洗,随
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祂开了，祂就看见上帝的灵彷彿鸽子一样，落
在祂身上，天上传来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祢藉着主耶稣约旦河的受洗，彰显神祢自己
是三位一体而独一的真神。祢创造宇宙万物，并且照着祢自己的形象造
出我们；可惜始祖犯了罪，以至我们生在罪中，不能自拔又不能自救。
谢谢祢赐下祢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的罪，舍身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更甚者是天父祢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至我们能因信主耶
稣而得救，蒙天父悦纳，再次感谢赞美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祷
告，阿们！

							耶稣受洗也让我们领受到神三位一体的真理。从这段经文中，神的
三个位格同时出现：圣父从天说话，圣子受洗,圣灵降在耶稣身上；真神
三位一体,是福音书记载耶稣事迹和教导的基础。

							为什么耶稣要接受洗礼呢？耶稣绝对没有罪，所以不是因为悔罪,而
是要“尽诸般的义”,意思是成就神的使命，耶稣的洗礼促成神的工作。
耶稣受洗的意义是：首先，祂为天父子民的罪而痛悔；其次，祂认可并
支持施洗约翰的服侍；再次，祂将洗礼作为自己公开的事奉做起点，给
全人类带来救赎的信息；同时，祂与我们的人性认同；以及，祂为我们
树立榜样，主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人子，并不需要为罪而受洗，祂受洗只
为顺从神，尽诸般的义。



10

保罗的祈祷系列

谢芬芬牧师

							“朝向上帝就是默祷。默祷是一种内在的凝视，直入灵魂深处，并
超出灵魂朝向上帝。我的灵魂越发现上帝，越多忘记自我，最终在上帝
那里找到自我。”（巴尔塔萨）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
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
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
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弗	1：18-20）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阿斯伯里神学院在读圣经研究神学硕士

							使徒保罗献上祈祷:“照明你
们心中的眼睛”（弗	1:18节）。
在圣经中，“心”是圣灵光照内
在深处的地方，也是我们被赋予
属灵异象的中心所在。保罗呼召
基督徒过一种新生活：知晓、爱
和服侍上帝,享受与基督的团契，
在苦难之中看见盼望,而这一切都
始于我们的内心。
							为了更美更清晰的异象,保罗
为以弗所教会祈祷三个祝福：	盼
望、丰盛和能力。	 “盼望”就
是得救的确据,也抵制绝望。“丰
盛”就是保罗要以弗所教会去欣
赏上帝所赋予他们的价值。对于
上帝来说，一位被救赎的人远比
宇宙更有价值，我们应该为这一
事实而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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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δυνάμεως，POWER）和“运行”（ἐνέργειαν，WORK-
ING）是同义词，保罗用二个同义重叠词来强调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
力，就是这大能使地狱之子变成神的儿女，可以直接承载我们日常生活，
在生活中战胜罪恶。保罗藉着祈祷提醒，愈是看见耶稣，就愈会被他吸
引，然后成为像基督一样的人，能力好像源于上帝的动态力量	；上帝的
大能一直运行着，持续工作着，内在推进着......	 	 	 	 	 										
	 保罗祈祷的不只是“大能”，更是大能得以“运行”，得以运行在
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保罗祈祷的不只是关于上帝的大能本身，而是祈
祷那使人死里复活的大能“与我们联结在一起”，这大能藉着祈祷传输在
我们身上。

							藉着祈祷，上帝的大能一旦与我们联结时，就产生“大能大力”。“
大能大力”就是去征服死亡的能力。“大能大力”用来描绘上帝的惊人力
量，表现在“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因此，十字架是上帝的爱之最高
展现，复活则是上帝呈现其最大能力的时候。
							保罗提醒，祈祷使得这种不可估量的上帝之大能朝向并赐予我们这些
信者。这大能体现在救赎的大能，就是可以将人的灵魂夺回，归信于他。
或许我们会说，我的堕落，背叛，欺骗，伪装远超过了你我的想象，但是
上帝却说，他的能力是充足的。另外，这大能也是使我们成圣的能力，	
就是帮助我们过敬虔生活的能力。
							今天教会的强项在于活动、计划和事工，却薄弱于在祈祷中寻求上帝
及上帝的大能。保罗在这里强调了祈祷的重要性，告诉我们，祈祷是教会
生活的优先选择。马丁路德相信，上帝日常所做的事，就是垂听我们的祈
祷，应允我们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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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祭坛

一个神圣的委托一个神圣的委托
-- 给天下所有的父母

佚名

祂说：「我将我的孩子暂时托付你们一段时间，
	　　　　			生时讨你们喜爱，
　　　　				死时使你们悼念。
																										可能是六、七年，或廿来载，
												你是否愿意为我好好照顾他，
																			直到我召他回家？
　　　	他处处迷人，
	　　　　　带给你们欢乐的时光，
　　　	纵使时间短促，
　　　	你们所拥有那美丽的回忆，
　　　	堪作离别伤痛的慰藉。
　　　	我不能答应他会久留，
　　　　　	因世人都会归回尘土。
　　　	但这孩子来到世间，
　　　　　	是为了我有功课需要他学。
　　　	我天涯海角为他遍寻良师，
　　　　　	在茫茫人海中，我选召了你。
　　　	你是否愿意倾力爱他，不以此为白费气力。
　　　　　	即使在召他回家时，不要怨恨我。」



　　我彷彿听见他们在说：
　　　	「亲爱的主，愿您的旨意成就，
　　　　								为您的孩子所带来的喜乐，
　　　　　												我们愿意冒伤痛的风险，
　　　　								我们将会细心照料他，
　　　　　												尽一切所能爱护他，
　　　　								为过去所经历的欢愉，
　　　　　												将以感戴的心铭记。
　　　　								但如果天使要提早接他回去，
　　　　　												我们将勇敢地克服离别的悲愁，
　　　　　　																并尝试着去接受。」

				GLS学员Xixi摘自《旋风中的静语》（赖若瀚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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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书籍推介
林传经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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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应心：真挚倾情的祷告》

作者：卢云（Henri J.M.Nouwen）

							作者在复活节的退修中，发现自己内心有股渴望，就是要向耶稣的
心灵表白，向祂倾诉。这《心应心》的倾诉，优雅真挚地流露了人的心
要回应耶稣心灵的渴求与企望。
　　复活节的退修，看来是卢云调整长期疲累和创伤的机会，同时亦是
他想写有关“圣心--耶稣的心灵”的文章的时机。出乎意料之外，他赫
然发觉内心有股渴望。不是要写“圣心”的文章，反而是要向耶稣的心
灵表白，向祂倾诉。	
牧者推荐：
　　“知道你们翻译卢云的作品，非常高兴……卢云是我最敬佩的灵修
神学家。”
									温伟耀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客席教授）	
　　“卢云擅于表达他的内心世界，读者因此亦接触到自己心灵中的人
性及对神的渴慕。他虽然在学问和灵命上都不愧为大师，却不掩饰自己
的软弱和挣扎，这正阐明了他对耶稣之使命的了解—成为‘贫穷’。”
																				张胡怡蒨女士（前中国神学研究院讲师）	
　　“自接触到卢云的著作后，无论在灵修、牧养和讲道都得着启迪。
究其原因，是他的著作：既重视内在灵修，亦落实外在生活；能保存教
会传统，且适切现代挑战；可看到信仰盼望，也结合生命创伤。”
									翁传铿牧师（中华基督教会牧师、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社长）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   学分     学时         授课  
  课程编号             語言              (H)        时间

从圣经看金钱与财富   
G21221   
陈茂伟  博士  

圣经思维与决策    
G21211   
唐景安  教授 

1 
 
 
2 
 

3 
 

4 

 

5 
 

6 
 

7   
 
  
8

粤/ 
普  

普   
 

普  
 
 
普  
 

普  
 

普  
 

普 
 

英/ 
普

1.0 
 

1.0 
 
 

0.5 
 

0.5 
 

1.0 

2.0 
 

1.0 
 
 
 
 

1/8 
1/8

20学时/         
10讲  

20学时/         
10讲  
  
10学时/         
5讲  
  
10学时/         
5讲  
  
20学时/         
10讲  
  
25学时/         
10讲  
  
20学时/         
10讲  
  

2堂课/
季度    

2学时/讲 
2学时/讲

美东 周二晨 8-10AM   
北京 周二晚 8-10PM  

美东 周二晚 7:30-9:30PM  
北京 周三晨 7:30-9:30AM 

美东 周三晚 7:30-9:30PM  
北京 周四晨 7:30-9:30AM 

美东 周三晚 7:30-9:30PM  
北京 周四晨 7:30-9:30AM 

美东 周四晨 8-10AM   
北京 周四晚 8-10PM     

美东 周四晚 7-9:30PM   
北京 周五晨 7-9:30AM  

美东 周五晨 8-10AM   
北京 周五晚 8-10PM  

美东 周五晚 8-10PM  
北京 周六晨 8-10AM   

美东4月30日/北京5月1日 
美东6月4日/北京6月5日

注: 1.普-普通话；粤-粤语；英/普:英文授课，普通话传译。2.任何相关调整将于课程通知群中告知。

全面性祷告医治事工
培训（二）G21211        
徐立平  牧师  

整全丰盛家庭教练
G21222   
黎演刚  教练        

新媒体与福音信息制作
G21231      
李鸿韬老师/ 贾迦勒弟兄

教义与实践 之 基督教圣
灵论 G21212  
陈晓东  牧师  

城市关怀宣教的理念与
策略 G21232  
陈炽   牧师   

祷告医治   
G21141   
罗常恩  牧师  
第三讲：情绪病医治 
第四讲：身体疾病医治

     3.祈祷学校之《祷告医治》为季度课程，2021年每季度2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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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学期课程
欢迎扫描二维码或登入网页报名

https://classroom.thegoldenlampstand.org/moodle/

4月6日 - 
4月6日 - 

6月11日6月11日

学费：自由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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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祈祷信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空山灵雨：我们不能承受生命的轻

牧者訪談：进入关系之中的祷告

画廊中的祷告：基督受洗

保罗的祈祷：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祷告祭坛：一个神圣的委托     
 

祷告书籍推介：心应心-真挚倾情的祷告

基督灯台全球学院： 第二学期课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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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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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