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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著神的意思憂愁

陳曉東牧師北美基督燈臺協會駐會牧師

	 使徒保羅曾經說到人的生命猶如地上帳篷，經歷風霜雨打，日漸
朽壞。當我們風華正茂，精力旺盛的時候對此體會不深。隨著年華如逝
水，我們對保羅所言卻越來越有共鳴。聖經說：“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
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
土。”(創3:19)	 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進入人生下半場的你，特別是在
四旬期再思此言，心中豈無憾憾然？	
　　聖灰日始於復活節前46天，這是教會年歷中的四旬期（又稱為大齋
期）的開始。在這40天中，基督徒學效耶穌基督在傳道之先，在矌野中
禁食40天，以上帝的話抵抗魔鬼的試探而不受誘惑的事蹟，在這40天中
刻苦己身，作為身心靈的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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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世界享樂主義盛行，在世俗潮流中倡議克苦己身的思想本身就
是一場思想的爭戰；但是使徒保羅說：「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
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
聖。」(林後7:1)	這裡的應許是甚麼應許呢?保羅說這應許是我們在肉身
的帳棚裡嘆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在這嘆息勞苦的生命中，渴
慕穿上基督的義袍，好叫這必死的肉身被基督復活的生命吞滅了。(林後
5:1-4)	
							在聖灰日當日，教會將去年棕枝節存的棕枝燒成灰燼，塗在信徒額
頭上，劃上十字架的標誌。讓聖徒銘記己罪和主耶穌的拯救。在保羅寫
給哥林多人的書信中，提到「憂愁」一事。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在新型冠
狀病毒大流行期間發出警告，指出憂鬰症和相關的精神疾病發病情況節
節昇高，在此期間許多心理學家要我們多操練積極的人生態度，凡事多
從正面和積極的態度思考，然而想不開的人還是一浪高過一浪。保羅寫
信要哥林多人憂愁，這豈不是與時代的見解背道而馳嗎？
							保羅說：「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
愁，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悔，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愁不過是暫時
的。	如今我歡喜，不是因你們憂愁，是
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來。你們依著
神的意思憂愁，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
虧損了。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就生
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
俗的憂愁是叫人死。你看，你們依著神
的意思憂愁，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
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心、責
罰	。在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
潔淨的。	」(林後7:8-11)	原來在世俗中
生出的憂愁可以叫人愁死，但是依著神
的意思憂愁卻可讓人活出新生命，我們
豈能夠不在神面前悔改祈禱呢？

							讓我們在四旬期多行悔改的祈禱，例如使用以下的祈禱文：公義的
上帝，我願罪己，為自己在關懷、助人和愛心方面的失敗，謙卑自己並
且悔改。我們是一群罪人，為他人帶來許多痛苦，在社會中造成許多的
不公不義，我願來到你的恩典和更新的力量面前，勇於接受主的糾正，
引導我們轉向上主公義的日光，讓我們與主同行，走在實現與你和好的
承諾中。為了大地上的子民，你在基督耶穌裡深深地接納了我們，我們
感謝您。阿們！



賜生命的主，
掌管萬有的天父，

我們活着、存留都在乎祢。
感謝主賜給我們寶貴的生命，
儘管我們不明白生命誕生的奧秘；
但我們可以禮讚生命，活得精彩。

雖然有些地區佈滿地雷，舉步維艱，
有人在暴力、仇恨中失去親人而哭泣；
面對黝黑力量的威嚇，
我們要歌唱，我們要跳舞，
展現生命的姿彩。
因我們堅信，
生命勝過死亡，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上主啊！
我們不能承受生命的輕，
因為沒有承擔，生命顯得輕浮，
沒有遠象，生命顯得模糊；
但同時，我們也不能承受生命的重。

給我們足夠的幽默感，面對一切橫逆；
做事認真，但不會對自己過分嚴苛；
在遊戲中擴闊心靈空間，
建立堅固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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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靈雨
我們不能承受生命的輕

伍渭文 牧師       基督燈臺全球課程講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座副教授

因享受生命而重視生命，
因重視生命而守護他人的生命,
使人活得更有尊嚴。

奉基督名字祈禱。
阿們。



牧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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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關係之中的禱告

訪 包兆會博士採訪者：陳曉東牧師（基督燈臺全球學院院長）

陳牧師：請問您對今天基督徒禱告的進深，有哪些看見與見解	?

包老師：
							我觀察到今天基督徒的靈修，大多停留在教義上，教義只能讓我們
停留在理解的層面；真正的靈修卻是全身心的，包括我們的夢想、意
志、情感和創傷都需要被上帝觸摸，理想的禱告是自己的生命被上帝全
方位觸摸：看到自己與上帝的關係是否足夠地好，對他人有沒有一種深
刻的愛，看到自己的生命本相。
　　這是一種禱告進深中帶出與上帝、與他人、與自己關係並對這些關
係進行轉化的禱告，而不是禱告時僅停留在教義內容和上帝概念的理解
上，因為教義和概念沒法帶出與上帝相愛等各種關係性，而進深式禱告
可以帶出與上帝相愛等各種關係性。

陳牧師：你能給今天的弟兄姊妹們一些建議，讓我們怎樣更深的與上帝
同行嗎?	 	 	 	 	 	 	 	 	 	 	 	 	

包老師：
						我個人覺得，在大公教會靈修傳統中，天主教的“默觀”值得推
薦。“默觀”既可以借助經文進行默想，也可以借助正在發生在自己身
上的事情進行默觀，例如：我今天跟我身邊的人生氣了，我就可以轉向
靈修狀態：我問自己，我今天為什麼生氣？生氣背後我有哪些情緒被
觸動？我是否有一些很深的渴望未被滿足，所以我用生氣的形式表現出
來？有了對以上生氣的默觀，接下去我就可以做一個回應的禱告，邀請
上帝介入到我的生氣和默觀的內容中來，求祢醫治和帶領我。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默觀，所有默觀後的內容都可以轉化為禱告。生

受訪者：包兆會博士（文學博士／系統神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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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都市的人很忙，如果能就地取材做默觀的靈修，相信可以促進他們
隨時隨地與上帝同行。而默觀的果效就是現在：信徒通過默觀，整理了
自己的生命，與上帝重新建立了關係，最終帶著盼望、帶著從上帝而來
的亮光和力量，重新上路，正向地去面對我們所處的生活世界。

陳牧師：聖經中有哪些人物的禱告生活，是您羡慕並且願意去效法和跟
隨的？	 	 	 	 	 	 	 	 	 	 	 	 	

包老師：	 	 	 	 	 	 	 	 	 	 														
						我羡慕並且願意去效法和跟隨的，首先一定是耶穌基督，祂經常晚
上獨自上山向父上帝禱告。
							尤其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忙碌的世代，無論是教會的牧者還是服侍
同工，一定要有時間讓自己學會獨處，回到內室與上帝相交，如果沒有
這樣的生活，你很快就會被事工拖垮。
							禱告還會幫助我們看見並持定異象，因為我們今天很多的服侍，都
是為著人在服侍的，不是在為耶穌服侍；人會給我們很多要求，會要求
我們按著他們的期望、他們所設定的形象來活，但這會模糊了我們從上
帝而來的異象，唯有在禱告中我們才能分辨哪些是上帝的異象，哪些是
人的期望？
							聖經當中另外一個值得我效法的人是保羅，他禱告當中常常提到“
喜樂”，他的喜樂是和禱告聯繫在一起的。今天我們很多人的禱告是愁
眉苦臉的，是帶著一份問題清單來到上帝面前，好像有很多解決不了的
問題和煩惱。但保羅這種信靠上帝的單純，並因著單純帶來的喜樂，是
值得我們在禱告當中學習的，在禱告中你不需要為了完成某個指標，或
解決什麼問題，帶著這樣的壓力和規定的任務，你來禱告就是為了單單
享受與祂的同在。我曾經操練過幾次這樣的禱告，來到主的面前什麼都
不求，我來就是與祢約會，就是單單享受與祢同在。
　　大德蘭修女說得好：「祈禱最主要的是愛的修煉，不在於想得多，
而在於愛得多。」

陳牧師：在您談到獨處這個話題時,我聯想到在今天繁忙的城市生活中,如
何營造一個與上帝親密獨處的空間呢?	 	 	 	 	 	 	

包老師：	 	 	 	
							由於各人工作性質的不同，每個人一天當中屬於自己的時間有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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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不管怎樣，都需要給自己營造一個讓自己獨處的時間和空間，哪
怕外界環境噪雜，你手頭事物繁忙，你也可以給自己營造一個獨處的内
心空間，比如你採用默禱耶穌禱文的方式，“主耶穌基督，上帝之子，
憐憫我這個罪人”，通過這種反復的默禱以此來提醒自己是罪人，現在
就需要倚靠上帝。因為人一旦忙碌起來，就很容易忘記自己是基督徒的
身份，忘記自己所做的一切；我們的工作動機需要常常被提醒：“無論
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西3：23）	

陳牧師：在禱告生活中,您有哪些難忘的經歷和體會嗎?	 	 	 	

包老師：
							禱告真的很重要，尤其是禁食禱告對我來說有深刻的體會。若禁食
一週，越到後面的時候，人會感覺很虛弱，就越會感覺到上帝的同在，
能夠被祂所touch（觸摸）。
　　我比較難忘的一次經歷是在2014年的時候，我太太在新加坡三一神
學院讀博士，已讀了一年半，中間回來一次之後，就有點不想回去讀書
了，當時我們兩個人覺得，此事重大，就為此禁食禱告了一週，之後就
決定不去讀了。
　　還有一次是我所帶的校園團契的一個學生，本身有輕微的精神分裂
症，她的症狀被一個有靈恩背景的宣教士認為她被鬼附，把她關在房子
裏進行趕鬼，結果回來後她的病更嚴重了；後來我協助她的班主任打電
話將她送進當地的一家精神病醫院；當時學校還要追究我的責任，因為
她是我的學生；我為她禁食禱告了一週，一週後，她恢復了正常，在醫
院治病期間她也吃了醫生開的藥	。

陳牧師：為什麼您如此注重禁食禱告並反復操練呢？您怎樣禁食呢？

包老師：
							聖經中主耶穌也說過“非用禁食，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可9
：29）；同時，也是向上帝發出一個信號，“天父啊，我是動真格的了,
我現在撇下身體的欲望,就是為了更好地靠近祢，祢一定要顧念我啊！”
　　在禁食形式上，我有時會選擇用一週的時間來禁食禱告，是什麼東
西都不吃的那種，只喝水或少量蜂蜜，尤其是遇到重大的事情，需要完
全禁食，就如詩篇131篇1節所說的，“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
行”，需要在禁食中求祂顯明心意。



基督受洗
梅章建文師母

畫廊中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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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畫《基督受洗》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這幅畫取自聖經題材，
描繪了基督受洗的情景。此畫的畫家是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
（Piero	Della	Francesca，約1410-1492），原籍中部意大利，生於翁
布里亞的聖塞波爾克羅鎮。他曾在佛羅倫薩學藝，1442年任博爾戈鎮參
事，1470年左右停止繪畫。他在晚年終止了藝術生涯，全心投入透視法
及幾何學的論文寫作，但他仍然是十五世紀最受歡迎的藝術家之一。

							皮耶羅曾在佛羅倫薩住過三年,
在那裡研究過馬薩喬、安吉利科和
他的老師威湼齊阿諾等大師們的透
視學原理、造型方法、光綫和色彩
的應用。他非常重視透視，把它看
成是繪畫的基礎，1482年他曾撰寫
《論繪畫中的透視》一書；他同時
也是數學天才，深信只有在那些極
其明晰而純淨的幾何物體結構中，
才能發現最美的東西，他曾寫出西
方美術史上第一篇透視學論文，創
造出弗朗切斯卡式的“建築結構式
的構圖”。他從數學觀念出發，把
對光綫和色彩的敏感與在繪畫平面
上再現立體空間造型結合起來，形
成自己的獨特畫風。所以他的畫即
有數學般完整的形式與出色的空間
感，整體看來又有一種不受時間限
制的寧靜氣息。

							他住在聖塞波爾克羅小鎮--這個位於亞平寧山脈下的特韋雷河邊荒涼
小鎮，既偏僻又寧靜，陽光燦爛，風光明媚。他將畫作《基督受洗》，
置於自己生活過的自然環境，以其對光和色彩的敏感，創造了畫面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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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受洗》的畫面中，施洗約翰在約旦河給基督施洗，在稍遠
處有一個人掀起自己的衣服，以便也能受到祝福；另一邊三位身著袍
衣、頭戴花環、翅膀多彩、面帶榮光的天使，在看似鴿子的聖靈自天國
降臨時，見證了這和平的景象。畫作中寧靜肅穆的氣氛是憑藉着一系列
的垂直綫達成，而這些垂直綫由站立的人物、樹幹以及緩緩流向遠處的
河流共同構造出來。畫家使用綫狀透視出神奇力量，這也是早期意大利
文藝復興藝術家所迷戀的一種畫法，最突出的是背景裏人物和樹木的處
理，它們隱現進入遠處時，體積逐漸減少。
							畫面主體的
是約翰用河水為
耶穌受洗，正在
此時天空飛來一
隻鴿子，那是聖
靈降臨的象徵，
作者描繪精微而
不失整體感，聖
經人物造型準
確，刻畫細膩，
背景運用了透視
畫法而加強了特
定空間的縱深
感，襯托出畫面
的神聖氣氛。

的空間感。

							此情此景，
耶穌受洗畫面的
呈現，出自馬太
福音3:13-17。
耶穌從加利利來
到約旦河，見了
約翰，要受他的
洗。約翰想要攔
住祂，說：“我
當受祢的洗，祢
反倒上我這裏來
嗎？”耶穌回答
說：“你暫且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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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於是約翰許了祂。耶穌受了洗，
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祂開了，祂就看見上帝的靈彷彿鴿子一樣，
落在祂身上，天上傳來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謝謝祢藉着主耶穌約旦河的受洗，彰顯神祢自己
是三位一體而獨一的真神。祢創造宇宙萬物，并且照着祢自己的形象造
出我們；可惜始祖犯了罪，以至我們生在罪中，不能自拔又不能自救。
謝謝祢賜下祢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甘願為我們的罪，捨身被釘死在十
字架上；更甚者是天父祢使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以至我們能因信主耶
穌而得救，蒙天父悅納，再次感謝讚美天父。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禱
告，阿們！

							耶穌受洗也讓我們領受到神三位一體的真理。從這段經文中，神的
三個位格同時出現：聖父從天說話，聖子受洗，聖靈降在耶穌身上；真
神三位一體，是福音書記載耶穌事蹟和教導的基礎。

							為什麼耶穌要接受洗禮呢？耶穌絕對沒有罪，所以不是因為悔罪，
而是要“盡諸般的義”，意思是成就神的使命，耶穌的洗禮促成神的工
作。耶穌受洗的意義是：首先，祂為天父子民的罪而痛悔；其次，祂認
可並支持施洗約翰的服侍；再次，祂將洗禮作為自己公開的事奉做起步
點，給全人類帶來救贖的信息；同時，祂與我們的人性認同；以及，祂
為我們樹立榜樣，主耶穌是完全無罪的人子，並不需要為罪而受洗，祂
受洗只為順從神，盡諸般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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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祈禱

謝芬芬牧師

							“朝向上帝就是默禱。默禱是一種內在的凝視，直入靈魂深處，並
超出靈魂朝向上帝。我的靈魂越發現上帝，越多忘記自我，最終在上帝
那裏找到自我。”（巴爾塔薩）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
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
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
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弗	1:18-20）

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阿斯伯里神學院在讀聖經研究神學碩士

							使徒保羅獻上祈禱：“照明
你們心中的眼睛”（弗	1:18節）
。在聖經中，“心”是聖靈光照
內在深處的地方，也是我們被賦
予屬靈異象的中心所在。保羅呼
召基督徒過一種新生活：知曉、
愛和服侍上帝，享受與基督的團
契，在苦難之中看見盼望，而這
一切都始於我們的內心。
							為了更美更清晰的異象，保
羅為以弗所教會祈禱三個祝福：	
盼望、豐盛和能力。“盼望”就
是得救的確據，也抵制絕望。“
豐盛”就是保羅要以弗所教會去
欣賞上帝所賦予他們的價值。對
於上帝來說，一位被救贖的人遠
比宇宙更有價值，我們應該為這
一事實而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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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δυνάμεως，POWER）和“運行”（ἐνέργειαν，WORK-
ING）是同義詞，保羅用二個同義重疊詞來強調那使耶穌從死裏復活的能
力，就是這大能使地獄之子變成神的兒女，可以直接承載我們日常生活，
在生活中戰勝罪惡。保羅藉著祈禱提醒，愈是看見耶穌，就愈會被他吸
引，然後成為像基督一樣的人，能力好像源於上帝的動態力量	；上帝的
大能一直運行著，持續工作著，內在推進著......	 	 	 	 	 										
	 保羅祈禱的不只是“大能”，更是大能得以“運行”，得以運行在
我們的身上，也就是說，保羅祈禱的不只是關於上帝的大能本身，而是祈
禱那使人從死裏復活的大能	“與我們聯結在一起”，這大能藉著祈禱傳
輸在我們身上。

							藉著祈禱，上帝的大能一旦與我們聯結時，就產生“大能大力”。“
大能大力”就是去征服死亡的能力。“大能大力”用來描繪上帝的驚人力
量，表現在“上帝使基督從死裏復活”。因此，十字架是上帝的愛之最高
展現，復活則是上帝呈現其最大能力的時候。
							保羅提醒，祈禱使得這種不可估量的上帝之大能朝向並賜予我們這些
信者。這大能體現在救贖的大能，就是可以將人的靈魂奪回，歸信於他。
或許我們會說，我的墮落，背叛，欺騙，偽裝遠超過了你我的想像，但是
上帝卻說，他的能力是充足的。另外，這大能也是使我們成聖的能力，	
就是幫助我們過敬虔生活的能力。
							今天教會的強項在於活動，計劃和事工，卻薄弱於在祈禱中尋求上帝
及上帝的大能。保羅在這裏強調了祈禱的重要性，告訴我們，祈禱是教會
生活的優先選擇。馬丁路德相信，上帝日常所做的事，就是垂聽我們的祈
禱，應允我們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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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祭壇

一個神聖的委託一個神聖的委託
-	給天下所有的父母給天下所有的父母

佚名

祂说：「我將我的孩子暫時託付你們一段時間，
	　　　　			生時討你們喜愛，
　　　　				死時使你們悼念。
																										可能是六、七年，或廿來載，
												你是否願意為我好好照顧他，
																			直到我召他回家？
　　　	他處處迷人，
	　　　　　带給你們歡樂的時光，
　　　	縱使時間短促，
　　　	你們所擁有那美麗的回憶，
　　　	堪作離別傷痛的慰藉。
　　　	我不能答應他會久留，
　　　　　	因世人都會歸回塵土。
　　　	但這孩子來到世間，
　　　　　	是為了我有功課需要他學。
　　　	我天涯海角為他遍尋良師，
　　　　　	在茫茫人海中，我選召了你。
　　　	你是否願意傾力愛他，不以此為白費氣力。
　　　　　	即使在召他回家時，不要怨恨我。」



　　我彷彿聽見他們在說：
　　　	「親愛的主，願您的旨意成就，
　　　　								為您的孩子所帶來的喜樂，
　　　　　			 					我們願意冒傷痛的風險，
　　　　我們將會細心照料他，
　　　	 					盡一切所能愛護他，
　　　　為過去所經歷的歡愉，
　　　　	 					將以感戴的心銘記。
　　　　但如果天使要提早接他回去，
　　　	 					我們將勇敢地克服離別的悲愁，
　　　　　	 				並嘗試著去接受。」

				GLS學員Xixi摘自《旋風中的靜語》（賴若瀚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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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書籍推介
林傳經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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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應心：真摯傾情的禱告》

作者：盧雲（Henri J.M.Nouwen）

							作者在復活節的退修中，發現自己內心有股渴望，就是要向耶穌的
心靈表白，向祂傾訴。這《心應心》的傾訴，優雅真摯地流露了人的心
要回應耶穌心靈的渴求與企望。
　　復活節的退修，看來是盧雲調整長期疲累和創傷的機會，同時亦是
他想寫有關「聖心--耶穌的心靈」的文章的時機。出乎意料之外，他赫
然發覺內心有股渴望。不是要寫「聖心」的文章，反而是要向耶穌的心
靈表白，向祂傾訴。	
牧者推薦：
　　「知道你們翻譯盧雲的作品，非常高興……盧雲是我最敬佩的靈修
神學家。」
										 	 溫偉耀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席教授）	
　　“盧雲擅於表達他的內心世界，讀者因此亦接觸到自己心靈中的人
性及對神的渴慕。他雖然在學問和靈命上都不愧為大師，卻不掩飾自己
的軟弱和掙扎，這正闡明了他對耶穌之使命的了解—成為‘貧窮’。”
										 	 	 	 						張胡怡蒨女士（前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	
　　“自接觸到盧雲的著作後，無論在靈修、牧養和講道都得著啟迪。
究其原因，是他的著作：既重視內在靈修，亦落實外在生活；能保存教
會傳統，且適切現代挑戰；可看到信仰盼望，也結合生命創傷。”										
	 	 	翁傳鏗牧師（中華基督教會牧師、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



2021年第二學期課程4月6日 - 
4月6日 - 

6月11日6月11日

序號    課程名稱      授課   學分     學時         授課  
  課程編號             語言              (H)        時間

從聖經看金錢與財富   
G21221   
陳茂偉  博士  

聖經思維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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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         
10講  

20學時/         
10講  
  
10學時/         
5講  
  
10學時/         
5講  
  
20學時/         
10講  
  
25學時/         
10講  
  
20學時/         
10講  
  

2堂課/
季度   

2學時/講 
2學時/講

美東 周二晨 8-10AM   
北京 周二晚 8-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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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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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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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東 周四晨 8-10AM   
北京 周四晚 8-10PM     

美東 周四晚 7-9:30PM   
北京 周五晨 7-9:30AM  

美東 周五晨 8-10AM   
北京 周五晚 8-10PM  

美東 周五晚 8-10PM  
北京 周六晨 8-10AM   

美東4月30日/北京5月1日 
美東6月4日/北京6月5日

注: 1.普-普通話；粤-粤語；英/普:英文授課，普通話傳譯。2.任何相關調整將於課程通知群中告知。

學費：自由奉獻

全面性禱告醫治事工
培訓（二）G21211        
徐立平  牧師  

整全豐盛家庭教練
G21222   
黎演剛 教練        

新媒體與福音信息製作
G21231      
李鴻韜老師/ 賈迦勒弟兄 

教義與實踐 之 基督教聖
靈論 G21212  
陳曉東 牧師  

城市關懷宣教的理念與
策略 G21232  
陳熾 牧師   

禱告醫治   
G21141   
羅常恩 牧師  
第三講：情緒病醫治 
第四講：身體疾病醫治

     3.祈禱學校之《禱告醫治》為季度課程，2021年每季度2課 。

歡迎掃描二維碼或登入網頁報名
https://classroom.thegoldenlampstand.org/m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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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祈禱信息：依著神的意思憂愁

空山靈雨：我們不能承受生命的輕

牧者訪談：進入關係之中的禱告

畫廊中的禱告：基督受洗

保羅的祈禱：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禱告祭壇：一個神聖的委託      
  

禱告書籍推介：心應心 - 真摯傾情的禱告

基督燈臺全球學院： 第二學期課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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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基督燈臺事工

支票奉獻，抬頭為“	GLS”，郵寄往本機構登記地址:
30	Hartford	Tpke,	PO	Box	2549,	Vernon	CT	06066	
Attn:	GLS

信用卡/銀行轉賬/支票

掃碼即可奉獻



投稿方式

郵箱:info@thegoldenlampstand.org

歡 迎 投 稿 ， 來 稿 請 註 明 文
題、作者姓名、聯繫方式。 
採稿由編委會決定，編委會 

保留修改權利。

編委會
   總編輯:  陳曉東         

文字編輯:  林傳經  小兮          

美術編輯:  黃啟姿     

       校對:  林傳經  僕人  

         同路人  小兮    

 事工統籌: 付煜  小兮

發行者：北美基督燈臺協會

我們以信心事奉神，接受自由奉獻，
請即時掃碼奉獻

微信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