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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聖靈降臨

陳曉東牧師北美基督燈臺協會駐會牧師

    「五旬節到
了，門徒都聚集
在一處。忽然從
天 上 有 響 聲 下
來，好像一陣大
風吹過，充滿了
他 們 所 坐 的 屋
子；又有舌頭如
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各
人頭上。他們就
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
口才，說起別國
的話來。」 
(徒2:1-4)

 2021年5月23日是聖靈降臨節所在的日子，你是否預備好迎接這
個日子的來到？藉此節期，真實地經歷聖靈上帝臨在於你個人的生命、
教會、世界和宇宙中。在21世紀，我們需要對三一信仰和聖靈上帝，經
歷一場嶄新的醒覺。

　　聖靈充滿並不是20世紀的現象。三一真神從創世之初到世界的末
了，皆是同榮、同尊、同工。創世記向我們揭示的真理是，神從起初創
造天地。當大地依然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就運行在水面上。
然後，神的聖言發聲說：「要有光。」真理之光於是出現，聖靈為光暗
分定出界限。神的靈，即聖靈上帝，在神的創世歷史、救贖歷史和終末
的歷史中，祂從來不曾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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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聖經對聖靈的工作有豐富的記載：祂在創世之初，彰顯創造奇
功，祂以生命氣息為萬物和人類帶來生命，祂與人敗壞的血氣爭戰，以
神聖的大能臨到祂所揀選的領袖，祂引導百姓追求聖潔公義，賜下啟示
給眾先知，預示彌賽亞的來到。

       從新約到終末的教會，聖靈進一
步啓示著自己的位格，默示著聖經的
真理，彰顯著基督的位格與工作，賜
予神的百姓各樣的恩賜，建立使徒、
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成全
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教會。

       親愛的聖靈上帝，願祢引導基督的教會，在瘟疫依然蔓延的時候，充
滿活力，願主的百姓歸向耶和華！祢撕裂也必醫治；祢打傷也必纏裹；
當我們甦醒，祢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祢面前得以存活；我們務要認識
耶和華，竭力追求，以認識神為至寶。願聖靈降臨的日子，祢出現如同
晨光，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阿們! (何6:1-3)

       讓我們榮耀聖靈上帝，並向祂祈禱說：聖善的靈，你的大能運行在
空虚、混沌和黑暗的淵面之上，將世界導入各從其類的存有之中。你是
父上帝和子上帝之間發出的仁愛和美善，向我們顯現上主無盡的恩慈。
你在五旬節，響聲大作，如大風吹動，充滿在使徒所坐的屋子中，又如
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使徒和使女們的頭上。聖靈上帝，我們
也渴慕你聖潔和公義能力的充滿，我們需要你不住地為我們代禱；我們
又因你所賜的話語，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直到地極。

　　我們祈求聖靈與主的教會同行，不要因為稗子混雜在麥子中間而停
止施恩於神的兒女；祈求你恩上加恩，激勵忠信的子民傳福音直到地極,
引導罪人歸主，成為國民，作父上帝的祭司。

　　我們祈求聖靈同在，因祢不住的代求，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在这
同室操戈的世界，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
此聯絡；在兄弟彼此鬩墻的世道之中，竭力保守合而為一的心，活出基
督徒在終末得勝的使命。

       祈求聖靈上帝，讓我們經歷新英格蘭教會敬虔生命的復興，得見以
西結所見到的異象，向遍滿骸骨的平原發預言說：『枯乾的骸骨啊，要
聽耶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
你們就要活了。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
氣息進入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7:4-6)



 「求主垂念」貫穿六節，「求主垂念」即求主憐憫。認罪的禮序，重點
不在盤點所犯罪過，乃在上主面前,坦承在諸般試探面前，生命的脆弱。

　　辛尼修文武雙全，喜愛運動和天倫之樂，為多利買(Ptolemais)主教。
六節詩詞有不同的主題：罪--憂慮--戰鬥--迷途--敵軍猛攻--洪水。

1 懇求耶穌垂念，將我罪孽洗清，使我脫離世間情欲，使我心內潔淨。
2 懇求耶穌垂念，憐我多憂多患，讓我為主忠愛僕人，得享應許平安。
3 懇求耶穌垂念，憐我身陷戰陣；雖在萬般憂患之中，保我健康生命。
4 懇求耶穌垂念，禁我離主孤行；在此黑暗迷惑之中，指引登天路程。
5 懇求耶穌垂念，狂風駭浪可驚；敵人在前猛攻之時，懇求與我親近。
6 懇求耶穌垂念，待到洪波既落，但願看見永恆光明，永享無窮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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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靈雨
《求主垂念歌》                 

（Lord Jesus Think o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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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節攻擊來自內心情欲之紛擾；二節多憂多患來自外在之橫逆；三節
人生如戰場，諸般壓力摧我身，求主保守健康；四節陷在迷惑歧路求指
引；五節敵人猛攻，仇敵以死亡威嚇，若上主親近不用懼怕；六節洪波
既落，經過死蔭之幽谷，自是芳草處處的永恆樂園。

        詩歌透過層層試探，步步驚嚇，呈現人性的脆弱。從內心情欲到外在
的橫逆，從生活的壓力到迷惑歧路，直至人生終末死亡的威嚇，都是不
能承受生命的重，求上主垂念。

     《求主垂念歌》作者以攻擊的視角，詮釋信徒在朝聖的征途上，遇到
的重重試探，背後因為有一位仇敵--撒但。

作者：古利奈辛尼修SYNESIUS OF CYRENE(375-430)，楊蔭瀏譯，普天
頌讚(1977), 152。



      哥頓·麥當奴(Gordon McDonald)，前美國學生團契總幹事，其暢銷
書《心意更新》(Ordering Your inner World)，為美國教牧推薦的十大靈
修好書，我在神學院教授教牧學時，都是要寫讀書報告的必讀書。作者
靈力充沛，恩賜華茂，工作量愈來愈大，在心靈疲憊孤單時，受情欲誘
惑跌倒，但他坦承犯罪，經友好同工輔導扶持後重新上路，寫了《重建
你破碎的世界》(Rebuild Your Broken World)一書。

   這書有一章以攻擊的角落論述試探。人犯罪就像昆蟲進入蜘蛛佈下的
網羅，被捕獵不能動彈，坐以待斃；但一個房間之所以被蜘蛛結網，由
來有自。此房間一定沒有打掃很久了，門窗緊閉，空氣不流通，滿佈塵
埃，房間的溫度和濕度剛好，讓蜘蛛寄寓其中，掛網其上，最後我們發
現，在網之中央有一隻等候昆蟲的蜘蛛，等候昆蟲墮入其網羅。

       人犯罪不是偶然的，當然受試探的人，因為對自己靈性的輕忽，沒有
常拂拭，讓心靈滿佈塵埃，讓蜘蛛飛進來結網，讓試探有機可乘；更重
要的是撒但的佈局，伺機用種種方法攻擊我們。

     撒但是有情格的主體，天空掌權的惡魔。彼得說:「務要謹守,儆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彼前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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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蒙拯救是出於上帝
       基督燈臺全球課程講師    

中華聖經教會欣道堂主日學老師 作者（圖與文）盧天賜長老

     編輯組的同工選了這幅畫，請我說明這幅畫的創作思考與我的人生經
歷的關聯，我出生於廣東，六歲時逃難到香港，在那裡念小學一年級直
到高中畢業，畢業後便考進台灣大學電機系。

       我困在窄如手掌的香港
九龍已十二年了，如今有
機會到美麗的寶島開開眼
界，心中感到非常興奮。
當年，我只能乘搭最便宜
的貨船往台灣。那時的港
台航缐有「四川輪」，它
每星期一晚從香港西環碼
頭出發，星期三早上便可
抵達台灣東北角的基隆港。

   次日，突然烏雲密佈，九月的狂風大作，在那氣象預測尚未發達的年
代，真感嘆到「天有不測之風雲」，隨之而來也想到「人有旦夕之禍
福」：船在驚濤駭浪中拋來拋去，一時看到船的兩側被浪壁欄著，如同
摩西過紅海一般穿過隘口，一時船被巨浪舉起，如同方舟擱置在亞拉臘
山頂一般，只聼到馬達高速空轉的聲音；忽高忽低的浮沉，使船上大部
分乘客都暈浪，所幸我沒有什麼頭暈嘔吐的感覺；船上傳來一大堆謠
言：有人説，船已失控，快飄到汕頭了；有的說，有人已失蹤了……於
是船長決定回航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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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家的那個晚上，我站在輪船的甲板上與母親揮手道別，這是我人生
第一次離開父母，我看到母親依依不捨地飲泣，她似乎盡可能掩蓋她的
眼淚，但慈母對我的愛已在那情景中表達無遺了，這是一個永遠難忘的
時刻；船啓動了，母親的身影也漸漸變小而消失，這樣我離開了風平浪
靜的東方之珠。

牧長創作



      當船做180度轉彎時,遇到了最危險的關頭：強風正面吹向船的一側,
側風使船甚不平衡,導致船內貨物由這邊滑到那邊，又由那邊滑到這邊，
那時我已感到死亡在即；船在回程中行了數小時後，船長又再次改變主
意：又作了一次大轉彎，繼續前往台灣……這次全船的人都意識到死期
已臨頭；那時我很傷心，我不是怕死，乃是因想像到父母親因失去兒子
悽悽慘慘的情境而傷痛。

　　我開始醒覺到人的無奈和上帝的存在,我知道不是人尋找上帝，乃是
上帝尋找人。如今我稍明白聖經，回顧此事，才深信那就是「上帝叫我
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的甦醒經歷。最後，船終於抵達基隆，那天是星
期五早上，比原計劃延遲了兩日。別人可能說我幸運，但我深知這是上
帝的保守，這是我生命中與主的重大相遇之一。

     我在畫中表達的思考是：「人在救恩事上，完全是出於上帝。」聖
經·《以弗所書》2:1寫道：“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
來。”死在過犯罪惡中的人，是在屬靈上「已經在罪惡汪洋中溺死了」
的人，他既是死人，他就連「希望得救的想法」都沒有，他「不會」，
甚至「不可能會」想起上帝的事；他雖有自由意志，但他的自由意志是
不會選擇上帝的，他只會抵擋上帝，因為他是罪的奴僕；如果上帝照著
祂的旨意揀選他，上帝就先做一件事，就是使他的靈活過來，他一旦活
過來，他就有上帝的靈在他裡面，他就「重生」了。

     一個重生了的人，是一個新造的人，他以前死寂昏暗的靈性已甦醒, 
知道了以前所不能知道的事：他知道了他需要救主。新造的人的理性、
情感、意志都是更新的，更新過的理性能夠明白上帝，更新過的情感一
定會愛上帝，更新過的意志一定會選擇上帝；當他被救活過來之後，上
帝就賜給他「信心」作禮物；此時，他用更新過的自由意志，作出明智
的決定，他必定會接受上帝的禮物，所以上帝的揀選是絕不會落空的，
這就是所谓不可抗拒的恩典。

     我在畫中所要表達的是:仁慈的上帝拋出了祂早已預備好了的救生索,
索端繫着一個救生圈,並且精確地扔到已活过來的溺者伸手所及的邊緣，
上帝賜给他的信心和更新過的自由意志，使他必然会抓住這個救生圈，
所以他的獲救是有把握的，上帝將他拖上岸，他就得救了，這是何等奇
妙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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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救恩事上, 毫無貢献, 也一無所誇, 全是上
帝的恩典，我們只能感謝祂和榮耀祂。



牧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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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為兒女不住禱告
訪 Winnie教練 

採訪者：陳曉東牧師（基督燈臺全球學院院長）

陳牧師：在您剛剛結束的《培育3Q下一代》課程，父母們有非常好的反
響，請問您對家長們有哪些建議和忠告?       

Winnie教練：

       我的建議就是：要不停的為你的家人、孩子、家庭來禱告。孩子是
神所賜給我們的產業，是一個祝福，並且神比我們更愛我們的孩子，祂
會保護、看顧他們，所以我們要學會放手，把孩子交託給神 (Let Go and 
Let GOD)，我們去引導幫助他們就好。我們也需要投資一些時間來學習
如何用正面的方法來教養及影響孩子。

　　也許有時你會感覺神沒有垂聽你的禱告，但實際上不是神沒有垂
聽，而是我們禱告的方向錯誤了。例如：我之前向神禱告，求祂改變我
的女兒，當女兒沒有改變的時候，我就會埋怨神為什麼不聽我的禱告。
直到有一天在禱告中聖靈啟示我：“我將這個女兒放在你的身邊並不是
要你去改變她, 而是要藉著她來改變你。當你改變以後, 你周圍的人都會
改變!”我們必須謹記，上帝在我們生命中最大的目的並不是讓我們人
生一帆風順，而是塑造我們越來越像耶穌；其次，我們禱告的內容太籠
統、不夠明確，需要更具體一些，讓我們自己知道自己真實的需要；還
有一點就是我們禱告的時候願意把結果交給神，不要老是在持守著自己
的想法和期望,希望神能滿足我們的期望。記住：神在我們孩子的生命中
有獨特的命定,也有獨特的過程來塑造我們的孩子,並不是千篇一律的。

　　在此，要跟大家分享徐立平牧師的母親，她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人，
她是一位非常敬虔的母親，有超過30年的時間，她會每天凌晨4點鐘起
床，為自己七個孩子和七個孩子各自的家庭、孩子來禱告；另外, 每天晚
上有家庭崇拜, 幾十年從不間斷；所以徐牧師兄弟姊妹七個，每一個人都
非常愛主，在神的國度中都服事的很好、很有影響力，這些和他母親的
禱告是分不開的。

受訪者：Winnie教練 （3Q領導力學院親子教練/基督燈臺全球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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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牧師：可否介紹一下，您從自我覺察到投入下一代事工前後的經歷? 

Winnie教練：                        
      這要從我自己生育的經歷講起，我分別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由
於我的一雙兒女都經歷了難產，導致女兒不足月就被剖腹取出；兒子又
遭遇剛出生就經歷了8個小時的手術。

　　同時我和大多數的父母一樣，我們在教導孩子方面也沒有接受過專
門的訓練，都是從上一輩父母那裡學來的，但很多方法都是錯誤的，導
致孩子會出現不好的行為，我們和孩子的關係也慢慢變得很差，兒子雖
然聽話，但自控能力有些差，容易發很大的脾氣，女兒在很小的時候就
喜歡撒謊，並且很叛逆。

　　我那時真是心力交瘁：孩子一天天長大，問題不斷的出現；徐牧師
又工作忙，又要照顧在香港的父母，就很少有時間能在家裡，有麻煩時
沒有人能夠及時幫助我，結果導致我那時的禱告也從最開始的有信心、
到後來的不耐煩、直至最後埋怨神了；即便如此,神的愛仍在激勵著我，
讓我即使在遛狗的時候，也會在心裡默默的向祂禱告……

　　直到很多年以後，教會的一個姊妹幫助我把兩個孩子的出生和現在
的行為聯繫起來，讓我知道经歷剖腹產的孩子對他們的將來會有哪些影
響。在那段時間，我就跟神禱告說“神啊，這麼多年，我那麼辛苦，甚
至於痛苦，但我不想白白的經歷，我要怎樣做，讓我所經歷的能夠成為
他人的幫助和祝福？”

　　後來我就開始參加各樣的親子培訓及專業認證課程，再結合我自己
的經歷，於是就研發出現在的《3Q親子教練課程》。至今我也在一直向
神禱告，求祂使用我，讓我成為更多年輕父母的祝福。



9

 當然有，我想每個基督徒都會有無力禱告的經歷，我的禱告是很隨
意的：我會不被時間和地點限制，會隨時像和一個朋友、一位父親說話
一樣；有時我會安靜的坐在那裡思想，我在思想的時候也是在禱告；有
時，我會把自己真實的感受告訴神說：“我的疲憊、我的憤怒、我的情
感，這些都會影響我向祢禱告，但我需要祢幫助我，我此時沒有力量向
祢禱告，求聖靈此時幫助我”；有時，我也會逼自己去禱告的，因為當
我們覺得沒有能力、不能去禱告的時候，我們就越不想去禱告，這樣就
會越來越差、越不能禱告，所以我需要逼自己回到禱告當中，哪怕禱告
一塌糊塗，也沒有關係，因為我相信我們的天父愛我們，就算我們在最
糟糕的時候，祂仍然愛我們，所以我就把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完全敞開在
祂面前。還有，我也會找一些屬靈長者來分享我的現狀，請他們來為我
禱告。

 因為抑鬱症不是一天就開始的，而是孩子長時間對自己完全沒有信
心，完全對自己是絕望的，想放棄自己、或逃避自己；同時父母又忽略
了孩子的感受，缺乏和孩子的溝通，長此以往，造成了孩子的抑鬱。
　　我建議父母們，不要對孩子的康復有錯誤的期望，以為在很短的時
間內就趕快好起來。這樣的話，會帶給孩子和自己很大的壓力，令到情
況更糟! 在這段生命低谷的日子中要多陪伴孩子，不單禱告而且要禁食禱
告，並且要尋求專業心理輔導，更嚴重或有自殺傾向的話就需要立刻去
看心理精神科醫生。在超過一半的情況下，請有經驗的代禱團隊為孩子
在「內在醫治禱告」和「代際癒合禱告」(Generational Healing Prayer)
方面代禱，會加速康復的時間。
       孩子也許是10年,或許15年才走到今天這個抑鬱地步，我們家長就要
有更大的耐心去幫助這個孩子：首先，父母最需要給孩子的就是無條件
的愛和接納，這是幫助孩子最基本的條件，因為這些都是孩子之前沒有
從父母那裡得到的；其次就是鼓勵，幫助孩子建立信心和進取心；幫助
孩子制定規律的作息時間；讓孩子幫忙做事情，並馬上鼓勵他們；陪孩
子做適量運動，哪怕只是5分鐘的走路；健康營養的飲食，對一個人的精
神也有很大的影響和益處；經常和孩子溝通，盡可能在適當的時候確認
孩子的感受。
　　我會分享幾篇禱文給大家，在需要時使用。

陳牧師：Winnie老師您有經歷過無力禱告的時候嗎？您是怎樣面對的?  
Winnie教練：    

陳牧師:您對有抑鬱症的孩子的家庭,可否给父母們在康復方面的建議?  
Winnie教練：                        



　 　《從抑鬱到喜樂的禱告》

神啊！
我祈求能活在歡喜快樂的生命中，
任何令我無法全然喜樂的攔阻，
求祢將它從靈裏挪開，
或使我能夠超越勝過它，
使我能發現生命中真正的美。

我渴慕我能活得更豐盛，
我渴慕我能擴大視野，
我渴慕我能活在歡喜快樂的生命光
景裡，
神啊, 求你讓我現在就能實現這一切
神啊,感謝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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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DEPRESSION TO JOY                    

Dear God,
I pray that I live my life in joy.
Whatever is keeping me from the full 
expression of joy; 
I pray that it is spiritually removed,  
or that I can look beyond it, to dis-
cover the true beauty in my life.

I want to live more;     
I want to expand my awareness;  
I want to live in joy.
Help me dear God to realize this now.
Thank You, God.

供稿：Winnie 親子教練轉載
脫離憂鬱的禱告

領禱禱文



　　  《從沮喪到平安的禱告》　　
　　　
親愛的主：
從此開始，我不再沮喪。
沮喪的情緒將被丟棄，
以祢的平安來代替。
祢那平靜安穩的力量，   
浸透我全人全身，
寬慰著我的情感，我的意志，  
我的心靈，
祢使之都充滿了喜樂與平安。

我領受祢所賞賜的平安，
我歸向祢，心中歡暢；
我全然領受祢平安的同在，
祢的同在令我深感鎮靜與安寧。
這是神聖的時刻，
因為此刻,我進入到祢屬天的安息。

      
 
感謝親愛的主，
因祢提升了我的靈，
感謝親愛的主，
因祢賜我是無價的平安，
我會愛惜珍重這份平安，
並承諾與他人分享這份平安。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FROM DEPRESSION TO PEACE

Dear God,
Beginning now, I no longer feel 
depressed.
My depressed mood is cast out 
and replaced with your peace.
Tranquility permeates my being, 
soothing my emotions and filling 
my mind and heart with joyous 
serenity.

I accept your gift of peace.
I come to you, Dear God, and my 
mood is lifted.     
I fully accept your peaceful pres-
ence, and I feel calm.
This moment is holy, for in this 
moment, I enter into your spirit of 
peace.
       
Thank you, dear God, for helping 
me to elevate my mood.
Thank you God for your priceless 
gift of peace. I will cherish it, and I 
promise to share it with others.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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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抑鬱沮喪祈禱》

親愛的主，祢是我們的避難所，  
無論時機好壞，無論順境逆境，
在祢無盡的憐憫中，
祢給面臨痛苦、沮喪、抑鬱的我們,
帶來了平安與寬慰。

求主幫助我們知道藉著祢，
我們可以擁有喜樂、平安、  
永遠福樂的應許，
幫助我們渡過艱難的時刻，
求祢走在我們前頭，
環繞在我們四周；
使我們在今生的旅途中，
得以追隨祢的腳蹤,與祢結伴同行。
幫助我們專注於我們所蒙的祝福，
而不定睛於我們所遭遇的不幸。

親愛的主，
感謝祢垂聽並成就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RAYER FOR THOSE COPING 
WITH DEPRESSION  
 
Dear Lord, you are our refuge in 
good and in bad times.
In your infinite mercy, bring peace 
and comfort to those of us who face 
days sometimes filled with pain 
and depression.
       
Help us to realize that through you 
there is joy and the promise of last-
ing peace.
Help us through the rough times.
Walk before and beside us so that 
we may walk in your footsteps and 
reach out to you in our journey on 
this earth.
Help us to focus on our blessings 
rather than our misfortunes. 
       
Dear Lord.
Thank you for hearing and answer-
ing our prayers. Amen

12



應許經文

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他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
懼怕，也不要驚惶。(申命記31:8)

凡跌倒的，耶和華將他們扶持；凡被壓下的，將他們扶起。   
(詩篇145:14)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詩篇62:5)

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他們
必得著歡喜快樂，憂愁嘆息盡都逃避。(以賽亞書35:10)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以賽亞書53:4 )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馬可福音9:2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
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馬書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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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受難 梅章建文師母

14

畫廊中的禱告

      這次介紹的名畫有些特別，看似是從孩童或少年人的手筆下畫出來
的。因我在少年時期，我所作的畫，類似這種畫風，我喜歡每幅畫都用
黑色缐勾勒出輪廊，為的是使畫顯示得更突出。但此畫是出自名畫家的
手筆，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看似單純粗略，卻是深藏不露。

     畫家是法國人,名字是喬治·
魯奧（George Rouault， 1871-
1958）。他生於巴黎，是一位
細木工的兒子，其祖父是位業
餘畫家，童年時他從祖父那裏
習得繪畫知識。1885年14 歲時
在巴黎裝飾藝術學校的夜校求
學，同時在彩色玻璃設計行當
學徒。1891年20歲考上美術學
校，之後進入象徵主義畫家莫羅
工作室學習，成為老師的得意門
生。1885-1890年在玻璃作坊
當學徒五年，從事修復中世紀教
堂的彩色嵌玻璃窗的工作。

　　他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
關心社會，憐憫罪犯，作品富有
強烈的宗教神祕感。他畢生忠於
自己的老師莫羅，在莫羅死後，

任莫羅美術館館長。他繪畫的題材在1941年前多為水彩，後來才以類
似彩色嵌玻璃畫的方法作油畫。他用粗大的黑線勾勒輪廓線，填入厚厚
的色彩。他其它的畫的作風，多是採用這種畫風將之表達出來。1900
年因他皈依基督，雖然受了洗，但並沒有接受宗教教育，然而他與許多
著名的基督教作家成了朋友，比如于斯曼對他後來的藝術生涯方向很有
影響；他也經常被列為宗教畫家，因其宗教的狂熱，使他成為一個與
世隔絕的孤獨者，他甚至堅信，在工業化的社會裏，基督終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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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畫就是表現出悲慘残酷的一面：畫中的耶穌受難,十字架和周圍人
物都以單純的色彩勾勒出輪廓，主導構圖的十字架成為畫的重心，濃厚
和沉重感的色彩與粗獷的形體邊線相托，特別增強了耶穌基督救贖大功
的力量。整體效果（尤其是勾畫色區的黑粗綫）使人聯想到玻璃彩繪。
他在此畫中用的明亮綫條，有力地強調了其深沉的宗教感情，他運用一
種蝕刻法，來增強流動的畫意，其意味深長，極富情感的作畫方式。特
別在表達耶穌的形象上，激發我們對主耶穌的感受。

      作者從四福音書中
了解耶穌受難的過程，
作者有意使人聯想到
耶穌經過整整一夜的折
磨，受了那麼多的鞕
打，主耶穌一定是很虛
弱了。按當時羅馬人的
用意，就是要讓這些被
判釘十字架的刑犯，死
得更痛苦啊！羅馬人鞭
打耶穌時，用的是帶有
尖銳骨塊的蠍子鞭，被
打的人皮開肉綻，滿身
鮮血，實在慘不忍睹；
兵丁還任意將荊棘冠冕
加在耶穌頭上，加添了
祂的痛楚。

 魯 奧 在 對 社 會 與 宗 教 的
思考中逐漸形成自己的藝術個
性，從他的畫中，會嗅到一些
狂野的味道，他曾是野獸派藝
術運動的一員，然後加入表現
主義，儘管他曾參加過20世
紀初的野獸派畫展，但後來他
遠離這兩個流派。他有自己的
風格，喜歡以陰暗的色調與靈
感，來抒發他的激情和抒情，
他擅長描繪悲慘殘酷人生的象
徵，內心充滿憂鬱愁苦，同時  
卻還對生活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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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祢為我們的罪孽,甘願上十字架受苦受死。祢本可從十字架上走
下來，但祢沒有這樣做；祢忍受痛苦和屈辱，更爲釘祢的人和嘲笑祢的
人祈求天父的赦免；再次感謝祢甘心犧牲自己的性命，流出寶血，洗淨
我們的罪，祢在死後第三天從死裏復活，證明祢是又真又活的神，以至
凡相信祢的人，都被天父悅納，成爲神的兒女，我們感謝讚美祢，奉祢
的聖名而求。阿們。

 耶穌被釘十
字架而死，不是
因爲自己犯了什
麽罪，而是按照
慈愛的天父的旨
意,為世人成就神
的救贖大功。使
徒保羅斬釘截鐵
地說：“祂（耶
穌）是愛我，爲
我捨己。”（加
拉太書二20下）

       釘十字架的地方，地形有如髑髏的樣子,希伯來文稱為各各他山或加
略山。畫家魯奧有意描繪十字架下的人都陷入痛苦之中，因爲場景確是
使人充滿愁苦，其實作者就在表達自己對耶穌被釘十字架而反映出來的
愁苦，但他還是對生命充滿希望，我們也對生命充滿盼望，因主耶穌的
死不是句號，當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祂被下面經過的人譏誚，叫祂
用三天的時間建起聖殿或是從十字架上下來，證明自己是神的兒子，果
然祂真的在死後第三天復活，帶給世人救贖的恩典。

       當我第一次在一個電影銀幕觀看耶穌受苦被釘死時,竟忍不住失聲痛
哭，悲慘殘酷的畫面，使我內心沉默了一段時期，日夜想像著耶穌受苦
受難的畫面。釘十字架的刑場位於城外，犯人要背負著一根四、五十公
斤的橫木，走過大街小巷去到刑場，途中受盡路人的蔑視和譏諷，痛苦
更甚。耶穌因為傷重虛弱，在路上多次跌倒，祂已經無力再背負橫木，
於是羅馬百夫長隨意用其長矛點了路上一位旁觀者的肩頭，此人就得為
耶穌代背著十字架，這樣耶穌才能勉強支撐到了刑埸。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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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祈禱

謝芬芬牧師

       基督徒的祈禱從來不是純粹被動的，相反，總是伴隨著一個屬靈態
度和行動，那就是期待著被上帝悅納,單單地期待聽到來自上帝的聲音。
這就是祈禱的開始。（巴爾塔薩）

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阿斯伯里神學院在讀聖經研究神學碩士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祂得名。求祂按
著祂豐盛的榮耀，藉著祂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
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
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上帝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
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3:14-19）

 以弗所信徒當初遭遇的信仰困境，
如同現代基督徒。他們在掙扎生存的同
時，也險些「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
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
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弗4:14）。
他們為著所受的患難喪膽（弗3:13）。
使徒保羅深知以弗所教會的艱辛，得知
信徒的普遍沮喪；於是，他進行了非常
切實而接地氣的牧養和關懷。

　　首先，他為他們做的就是禱告。他
為他們獻上禱告。值得注意的是，保羅
特別用屈膝姿勢來禱告，這表示一位牧
者對以弗所信徒日常生活艱難的強烈認
同和深切關注。通常而言，古希臘羅馬
世界的人都是站立著祈禱，除非是為了
十分渴求得到在高位者的賞識而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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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擊垮一個人的不是一些特定困境，而是其內心放棄了堅持，不
再有鬥志，而「剛強」一詞對應著勇敢、堅定、果斷這些內在秉性，這
正是他們所最需要的。因此，保羅獻上祈禱，不求上帝改變他們當前現
狀，逃離困境；相反，祈求信徒的內心藉著聖靈生發希望，不再怯懦膽
小。我們的內心是聖靈與我們相遇的地方，也是上帝大能運作的地方，
也是最能體現我們敬虔的地方。

       今天，唯願保羅的祈禱就是你我的祈禱：

　　主耶穌啊，我們活在現實掙扎中，缺少勇敢，缺少堅定，求祢照著
上帝榮耀的權能，就是使基督從死裡復活的榮耀權能，在我們的內心，
藉著聖靈，賜下我們正需要的力量，成為內心剛強的人。阿們！

    接著，保羅在「天父」上帝面前為天上地上的各家之「父」獻上代
禱，意在表明造物主上帝超乎當時執政的羅馬皇帝，是所有生命的源
泉；更是把「上帝豐盛的榮耀」和「力量」視為祈禱的源頭。其實,「豐
盛的榮耀」暗含著力量極其强大，正是西1:11節中提到的「他榮耀的權
能」，而「榮耀的權能」恰是使基督死裡復活的大能，是「父的榮耀」
（羅6:4）。

　　保羅一個切實具體的祈禱就是「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弗3：16）「心裡的力量」其實就是「內在的我」，也是林後4:16節
所說的「內心」，更是羅7:22節的「我裡面的意思」。以弗所信徒活在
與世界爭戰中，「內在的我」正因著現實殘酷而陷入沮喪消沉，失去了
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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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祭壇
禱告格言禱告格言

GLS同工：Jedidiah整理

⒈  如果有一天我忽略了禱告，我將失去信心之火。——馬丁路德

⒉  禱告是把你不能解決的問題，交給能解決一切問題的神。  
 ——Daily Walk

⒊  禱告是神從患難的磐石中，汲取福祉之泉的途徑。——司布真

⒋  禱告就是安息在神的愛中，全神貫注聆聽祂在你裏面安靜微小的聲  
 音。——蓋恩夫人

⒌  禱告是靈魂的盾牌,是對神的奉獻,是給撒但的鞭笞。——本仁約翰

⒍  每當我走投無路，深覺自己的智慧和才幹，都不足以幫助我渡過難  
 關時，唯一能做的，就是屈膝禱告。——林肯

⒎  禱告乃是在神面前，為別人的好處代求。——聖奧古斯丁

⒏  祈禱是從天上所帶下來的寶貴福份，是無法形容，無法模仿的，  
 祈禱是由聖者所來的恩膏。——司布真

⒐ 在禱告中爭戰,讓你裏面充滿信心,你就會在主裏得着剛強與能力。  
 ——慕安得烈

⒑  在禱告中與神交通的唯一方法，乃是相信主耶穌的愛。—慕安得烈
 



禱告書籍推介
林傳經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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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做個成熟的禱告人 》

作者：鄧宜舒(Dennis,Jay.)

 你如果要讀一本講解禱告的書，做個成熟的禱告人，這就是你要的
書。他能幫助你改變你的生命，豐富你的生活，獲得屬天的力量，改變
你的世界。
 一位埋藏在聖經《歷代志上》無數人名中的小人物雅比斯和他短短
的禱告，因“神應允所求”，成了近年來許多人禱告的榜樣，也引發了
熱烈的討論和教會重新注重禱告的熱潮。
       本書探討了雅比斯的禱詞,介紹了作者自己和所牧養的教會多年來進
行的禱告實驗，證明禱告的確是通往天上寶庫的大門，而經過不斷磨練
出來的信心，是開啟這扇門的鑰匙。
       它要人明白，禱告不是“神燈”,擦一擦便有巨人出現，要甚麼便有
甚麼。這位不顯眼的雅比斯，他的名字就是“痛苦”，但卻是一位有勇
氣憑信心求神用他成就大事的人。我們像雅比斯似乎無足輕重，但天父
決不輕看我們。只要我們求，靠著神改變人的大能，平凡的人也可以跳
出小框框，為祂所用去影響他人，改變世界。
       作者在書中與讀者分享許多聖徒藉著禱告勝過引誘,從失敗與挫折中
重獲勇氣，有神同在做個得勝之人的經驗。他鼓勵讀者像耶穌在曠野，
像保羅在大漠中那樣，去進行一次為期30天，但應該是一生的禱告實
驗，做個成熟的禱告人，去完成本無力完成的大事。
       作者是一間興旺的教會主任牧師,是電視與電台節目的主持人，協助
他寫作本書的傑美柯女士是位聖經學者。作者為文幽默兼風趣，其中不
少地方涉及牧養教會的苦樂，更可供教牧參考。作者著重指出教會興旺
不靠技術，須靠恆切不斷的祈禱，要有神的真正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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