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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上帝與我們同禱並為我們爭戰

陳曉東牧師北美基督燈臺協會駐會牧師

     聖靈上帝，在耶
穌基督昇天以後以守
護者的關係與身分降
臨在門徒中間，《聖
經·使徒行傳》向我
們揭示了這偉大的事
實。《使徒行傳》第
一章記載了這振奮人
心的事件：「耶穌和
他們聚集的時候，囑
咐他們說：『不要離
開耶路撒冷，要等候
父所應許的，就是你
們聽見我說過的。約
翰是用水施洗，但不

       主耶穌應許祂在復活中重建大衛家倒塌了的帳幕,祂頒佈大使命，差
遣門徒進入世界中。教會在聖靈的充滿中，跟隨耶穌的腳蹤，醫病、傳
道、趕鬼，傳天國的福音。教會在草創之初雖然受到羅馬帝國嚴厲的打
壓，卻在蓽路藍縷中席捲了歐洲大陸；更在21世紀正在傳遍世界。這一
群跟從耶穌的門徒們，並不是能夠把教會打造成為遍及世界的跨國企業
的天才經營者；跟隨耶穌的使徒們只是一群打魚的漁夫，後繼者中有智
慧和聰明的人也不多,但是教會因為活在聖靈上帝的大能之中，教會在歷

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1:4-5)隨後,在五旬節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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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史中乘風破浪，傳揚基督的福音，踐行耶穌的使命，直到如今。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
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這是《使徒行傳》的最後一句話，給人
戛然而止的感覺，然而，真的是戛然而止了嗎？其實不然！三十年後，
拔摩島上的約翰在異象中看見說：「……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
和祂寶座前的七靈，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
元首的耶穌基督，祂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又使我們成
為國民，做祂父神的祭司……」

       有些華人教牧、長執和教會領袖在今日依然對聖靈上帝在教會中的
工作看法兩極：一端禁口不提聖靈上帝的位格與工作，視聖靈的工作如
洪水猛獸；另一端，開口閉口視聖靈的工作是新雨，彷彿聖靈只在廿世
紀初橫空出世。其實，這兩極既不符合聖經啓示的真理，也不瞭解二千
多年教會子民所書寫的聖靈行傳。

       基督徒所敬拜和跟隨的是聖父、聖子和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三一
真神從創世之初即共融無間；聖子由聖父所出，聖靈由聖父與聖子共
發，三一真神在空虚、混沌和淵面黑暗之中創造出世界，使萬物各從其
類；同樣由聖父與聖子發出的聖靈上帝，在新舊兩約構成的救恩歷史中
行事，榮顯在諸天的創造之中，同樣也在人類的歷史和教會二千多年的
歷程中行事。今日聖靈上帝依然為我們不住地嘆息禱告，我們當細細體
察聖靈上帝在教會及個人生命中的超然的作為。 

    門徒昔日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
時候嗎?」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
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7-
8)，這一應許在歷世歷代走天路的教會中歷歷在目。廿一世紀，許多的
建制教會搖搖欲墜，人去樓空，眼目所見觸目驚心，此時末世的深淵之
坑被打開了嗎？基督教會要沒落了嗎？斷乎不是！教會的希望在哪裏？
世上的智慧和學問能夠拯救教會嗎？使徒保羅說：「你們既靠聖靈入
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加3:3)今天，讓我
們在聖靈上帝大能的引導中經歷終末教會的得勝。

　　《使徒行傳》又稱為《聖靈行傳》，祈求主興起全球的祈禱勇士匯
聚在聖靈上帝的召聚之中，不必遠望，聖靈的工作就在你眼前；因為在
這晝夜不住的祈禱聲中，聖靈上帝與我們在終末的世局中同禱、並為我
們爭戰。



       葛培理常說：耶穌愛你（Jesus loves you）。

     但今天有些人認為「耶穌愛這世界」，較「耶穌愛你」正確。「耶穌
愛你」，比較難宣諸於口；說「耶穌愛這世界」，則滔滔不絕。

     曾看過一篇文章,介紹1980年代美國教會最喜愛的十大聖詩民調，為
首的是奧古斯塔斯·蒙塔古·托普拉迪（Augustus Montague Toplady，1740-1778）
的《萬古磐石》（Rock of Ages，1776)。

       這詩說到最後審判時，基督是我們的避難所（第一節）：
       萬古磐石為我開，容我藏身在主懷，
       願因主流水和血，洗我一生諸罪孽，
       使我免于主怒責，使我污濁成清潔。

    這詩取名為《萬古磐石》，除了呼應舊約磐石出水解渴，基督被釘，
血和水流出使罪得潔淨，主旨指出在最後審判時，人奔向山洞和岩石穴
裏，躲避審判，「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
目和羔羊的忿怒。」（啓六16）

     文章評論說:教會經過六零年代推動社會關懷,社會公義，但從聖詩民
調顯示，信徒最關心的，是個人靈魂的救贖，我這個人跟上主的關係。
其實，路德改教運動的發軔，也是個人在上主面前的終極關懷，coram 
Deo（before God）。

    但個人和社會能分割嗎？耶穌豈不是叫我們愛人如己嗎？長老執事，
也要他們先好好治理自己的家，才治理上主的教會；審判先由神的家開
始。最個人（most personal）也是最普及（most universal）。所謂個人 
（personal），不是獨立的個體（individual）。個人是有情格（person-
hood），而情格隱含你與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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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靈雨
屬靈操練  內外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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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保守秘密是個體，能分享秘密才是個人。一個上幼兒園的幼兒回
家，父母問：「寶寶，告訴我今天學校發生什麼事？」寶寶就如實告訴
父母，因他尚未懂得獨立於父母；直到有一天他說：「我不告訴你！」
寶寶長大了，他是獨立於父母的個體。不過，直到他能分享秘密，情格
才完整。

        屬靈操練，內程（journey in）與外程（journey out）並舉。齊家經
世，內聖與外王兼備。沒有圓心，怎可能有圓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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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醒悟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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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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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長創作

      多年前,我和太太有機會到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參觀以前沙皇的冬宮—
世界著名的博物館 (State Hermitage Museum)，內中有大量世界名畫；當
我看到一幅由倫勃朗 (Rembrandt)所繪的「浪子回頭」油畫時，我停留了
片刻，欣賞油畫大師的筆法和他所調用的色彩,同時也默想聖經的話語。 

　　大家耳熟能詳「浪子回頭」的故事,全文記錄在路加福音15:11-32；
本文關注在「浪子悔改」的這一段,路加福音第十七節。

　　我的神學思想，深受已故的史鮑爾 (R.C. Sproul) 牧師的影響。他的
得救經歷也是因聖經具刺銳力的話語而促使的，他進大學後的第一個禮
拜內，有一天他與一位學長談話，這位高材生學長與他談起「與耶穌建
立個人關係」的話題，他們的對話是一般性的閒談，而非正式的福音演
說。當學長談到聖經具有超越的智慧時，不知為何，引用了半句朦朧模
糊的經文：「……樹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樹倒在何處，就存在何處 (傳
道書：11:3b)」。突然間，聖靈使「他醒悟過來，」他好像意識到自己像
死樹一般，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裏，且正在腐爛中。他看到自己的生活何
等墮落，慢慢地腐爛衰退。在這思想下，史鮑爾進入房間，雙膝跪下在
床邊禱告，求神赦罪，他遇見了耶穌，得着生命，彷彿朽爛的靈魂從森
林的地底被抬舉起來。事後，史鮑爾說，「這半句經文猶如當頭棒喝，
正中我心中的要害。」誰能想到這半節舊約經文，讀起來非常尋常，卻
能改變一個人的生命！這就見證了上帝的話語確實帶着使人重生的能力。 

　　才華洋溢的奧古斯丁，年輕時生活放蕩不羈，他的母親日夜為他流
淚禱告，但似乎徒勞無功。一天，他在米蘭寓所的花園中散步，聖靈催
逼他回頭，他的心靈呼喊着：「要等到何時呢？何不就在此刻，結束我
污穢的過去？」這時他恰巧聽到鄰家兒童大聲齊唱疊句：「拿起書來
讀，拿起書來讀 (Tolle lege，tolle lege)」當時，他的視線落在一本已經
打開的聖經上，這本聖經剛好打開到新約羅馬書 13:13-14，上面寫着：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



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特
別是當他讀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時，上帝的話語刺透他
內心的軟弱之處，聖靈使「他醒悟過來」；自此以後，奧古斯丁便歸向
上帝，並於次年受洗。這個中世紀的故事，再次見證了上帝的話語確能
帶着使人悔改的能力的。 

        數世紀後，馬丁·路德也被類似的方式喚醒過來，路德深深地在神的
公義上掙扎，他承認他甚至偶爾會恨惡這個教義；但當他讀到奧古斯丁
對羅馬書1:17的註釋時，突然聖靈使「他醒悟過來，」他頓悟到福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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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諦，就是 「義人必因信
得生。」 這一句短短的經
文促使馬丁·路德展開了偉
大的宗教改革運動，其影
響力波及至今，再次見證
了上帝的話語確是帶着改
變人類歷史的能力。 

　　我認為福音的精髓就
是：一個人的得救，始於
聖靈上帝隨己意使他醒悟
過來，然後賜他信心作禮
物；他就知道自己是罪
人，甘心願意在天父面前
悔改，父神憑着祂的獨生
子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
成就的工，藉着罪人的信
心，接納他作祂自己的孩
子；所以，人被救贖，人
無功可言，完全是三位一
體的上帝的同工；我們只
能感謝祂，讚美祂，事奉
祂，榮耀祂。 

     圖畫注解： 
· 鴿子：聖靈，使人醒過來。
· 聖子：罪人的手臂和天父的義袍交織成一個十字架的標誌。
· 父親：代表慈愛的天父，破除「嚴父慈子」的錯誤神學觀念。
· 浪子：蒙恩的罪人，因信稱義。



牧者訪談

7

讓奇妙之事在禱告中發生
採訪者：陳曉東牧師（基督燈臺全球學院院長）

陳牧師：祈禱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        

Henry老師：

       祈禱,就是與愛我的主溝通，因為我們不是對著空氣講話，而是我們
真知道主在這裡。在過去有一年的時間，我每天都擘餅，因為我覺得每
一天記念我的主非常重要，尤其是每天我擘餅，閉上眼睛默想的時候，
我就想起祂的十字架，當我想起祂的愛的時候，我首先會處理自己裡面
不合祂心意的地方，這會讓我非常感恩，因著祂的愛，會讓我能夠每一
天來到祂的面前，祂是一位這樣愛我的主。

　　曾經參加過一次特別的營會，營會的主題是「禱告與釋放」，那次
的體驗很特別，就是在營會開始的當天清晨，當傳道人講完他的信息之
後，大家就開始不談話，保持安靜，直到次日的早餐之後，我們才開
口。那天當我進入自己的房間，安靜下來閉上眼睛的時候，2009年領受
的異象再次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同時出現的還有另外一幅畫面：就是耶
穌跪在天父的右邊，在為我禱告。這幅畫面讓我不斷的流下眼淚，真的
讓我很感動，因為真知道主耶穌每一天都不斷的在為我祈求，讓我不至
於失了信心。

　　所以我每一天都在感受著這份愛，每一天的禱告也都是與愛我的主
溝通。聖靈在禱告當中不可或缺，祂能夠使我們深深的感受得到主的
愛，並且讓我們明白主的心。

受訪者：Henry Lai 黎演剛教練  （基督燈臺全球學院講師/ 營銷顧問及團隊領袖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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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牧師：家庭是神所設立的最基本的團契單位,您會在家庭當中設立「禱
告祭壇」嗎?            

Henry老師：                        
      在我家中有一個內室，就是我和主耶穌談心的地方，對我來說是一
個非常特別又重要的地方，在其中我設立了一個有形的祭壇，放了一些
石頭，並且在上面澆了一些從以色列帶回來的膏油，這些對我來說非常
重要，因為當我開始禱告的時候，我們整個家庭就從禱告開始了。

　　在我2015年收到《如何為你的太太禱告》這本書的時候，對我很大
的提醒就是“首先你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丈夫?”所以禱告首先要從自己開
始。之後我就邀請我的太太和我一起禱告，雖然我和她信主的時間僅相
差一年，但我們的靈性卻有一段距離，所以很多年，我為太太禱告的重
點都是怎樣才能讓我和她的靈性越來越近。

　　另外在當時，我太太的家人還都沒有信主，所以那時更多的也是為
她的家人信主禱告；之後就經歷了主奇妙的恩典，先是我的媽媽和她的
媽媽同一天信主，之後她的弟弟信主，她的爸爸回轉，最後就只剩下她
的姐姐還沒有信主了。我們從1990年開始就一直為她的姐姐禱告，直到
姐姐2016年信主。藉著這件事我也鼓勵到一些朋友，因為他們為別人禱
告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還沒有得到回應，就不禱告了，但我們為
姐姐禱告了26年。

陳牧師： 您如何為您的妻子和孩子禱告?（禱告的重點）  
Henry老師：    
      為妻子和孩子的禱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能否夫妻同心禱告。因為當
時兒子還沒有信主，那首先我就自己禱告：讓我的太太和我多一些時間
一起禱告。

　　夫妻兩個人牽手禱告的力量非常大，因為夫妻難免會有不愉快的時
候，我單獨跟主說“對不起”,與牽著太太的手一起禱告說“對不起”，
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我拉起太太的手，雖然她還沒有說原諒我，但當我
一拉起她的手，她就哭了，在我們繼續禱告的時候，就發現主的愛湧流
在我們當中……所以夫妻兩個人的禱告，一定是要同心，並且牽手保持
身體接觸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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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送給大家兩個詞：「禱告」與「禱告生活」，它們是不一樣
的。一個通過禱告創辦企業的弟兄邀請我做他的「靈性教練」，每兩個
月去他的企業帶領大家開一次禱告會。我建議他“兩個月一次的禱告會
是非常棒的；但如果每一天，你企業當中的專業人士，能夠將客戶放在
禱告裡面，那麼每一次的禱告就是「禱告生活」，兩個月之後，大家聚
在一起講見證過去的兩個月，你們每一天的禱告,都有什麼事情發生?”

　　曾經一位做理財規劃的姊妹，每次見客戶之前都把對方放在禱告
中。有一次，她為拜訪見面的客戶禱告時，神感動她買一張感恩卡送給
對方，對方是一對夫妻。當她和客戶見面的時候，她說“我是一個基督
徒”，那對方說“我也是”，她告訴對方“今天當我把我們的見面放在
禱告當中的時候，神就感動我買一張感恩卡給你們，雖然我真的不知道
是為什麼，但這是天父送給你們的感恩卡。”

　　這時那個丈夫接過感恩卡，在上面寫上一些字後送給他的太太，並
對太太說“對不起，昨天晚上是我不好，我今天早晨非常感謝主給我一
個很好的太太，但我從來不懂得感謝她；現在當我看到這張感恩卡，
就好像上帝提醒我把握機會，跟你說‘謝謝你’。”他太太當時就哭
了……那個早晨，這個姊妹與她的客戶夫婦成為了朋友。

　　禱告生活，不是只有遇到很嚴重的事情才與神溝通，而是每一天把
你自己微小的事情都放在禱告裡面，你就會發現神會做很多的事情……

陳牧師：對於今天那些因忙碌而導致失去禱告的弟兄姊妹，您想
對他們說些什麼?           
Henry老師：                        

      另外就是為兒子信耶穌禱告,兒子原本對信仰非常抗拒，2018年4月
18日那天，我太太被診斷癌症復發，從醫院回來，我們一路上都沒有說
話回到家裡。晚上在「家庭時間」，太太就做了一個決定：向兒子傳福
音，於是我們先向天父禱告。

 　那個晚上,我們的心情絕對不好，但我們向兒子傳福音，他卻沒有抗
拒，於是我邀請他一起禱告接受；後來他和媽媽說“那個晚上，我和爸
爸禱告的時候，裡面非常開心，這開心是從前從來沒有感受到的。”

 　所以「家庭祭壇」和「家庭時間」是分不開的,與夫妻同心禱告是分
不開的，為家裡的每個人信耶穌得救禱告；雖然主的時間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卻必須這樣做。



	

解下十字架
梅章建文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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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廊中的禱告

 梅姆靈·漢斯（Memling.Hans 1430-1495）是一位德裔早期尼德
蘭畫家，曾在羅希爾·范德魏登的布魯塞爾畫室中作畫；范德魏登去世
後，他成為布魯日當地的主要畫家之一，他大半生居住在比利時的布魯
日，成為當時的畫壇宗師。

 畫家梅姆靈的繪畫風格受
到胡斯的影響，他常學習模仿
胡斯的構圖，也許因爲技巧偏
於樸拙之故，他成為了藝術史
上如此親近大眾的人物；他從
事宗教畫和肖像畫的繪製，以
細緻入微的宗教繪畫而著稱；
燦爛的色彩以及簡單卻又自信
的構圖，讓人聯想到荷蘭繪畫
的風格。（資料參考維基百科
資料——畫家生平）

  梅姆靈的名畫《解下十字
架》，畫中的人物形態充滿哀
痛，藉著凸顯人物的特殊構
圖，整體表露出悲痛的情境：
耶穌被釘死之後，解下十字架
的一幕，是令人悲痛傷感的時

刻;此情此景,難過的心情填滿在旁每個人的臉,撲面而來,直通心靈。

    耶穌受難後被解下十字架後埋葬的相關歷史,在新約四福音中都有記
載。從畫中可以猜到幾位人物的身份，癱倒在地上的是耶穌的母親馬利
亞，她傷心至極以至身體無力，需要旁人攙扶;扶著她的紅衣男子，可
能是耶穌託付照顧母親的約翰，後面是幾位在旁安慰馬利亞的婦女;中
間有兩位衣著較華麗的男士，猜想其中一位是亞利馬太人約瑟，另一位
是尼哥底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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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利馬太人約瑟,他就是將耶穌解下十字架的主要人物，他是一位財
主、猶太公會的成員及宗教領袖，負有盛名並享有地位，在猶太議會中
是一個富有和正直的議員，是耶穌的秘密信徒；以前他不敢公開跟隨耶
穌或與反對耶穌的人辯論，現在卻勇敢地要求領取耶穌的遺體，並且把
自己的墓穴獻出來埋葬耶穌；當那些公開跟從耶穌的門徒逃遁四散時，
約瑟卻勇敢地站出來，冒着名譽被毀的危險，但他關心耶穌，不顧代
价，向羅馬總督彼拉多求取耶穌的身體。

  除了約瑟,還有尼哥底母也是暗暗地作耶穌的門徒，他也是公會的成
員，曾於夜裏探訪耶穌（約3:1-2），其後更曾在其他宗教領袖面前試圖
為耶穌為辯護（約7:50-52）。他們倆不顧名譽,甘願冒險埋葬耶穌（約
19:38-42）。今天，約瑟與尼哥底母流芳教會歷史，而當日公會中其他
成員卻無人記念，當你想到為基督作見證會損害自己的利益聲望時，請
回想亞利馬太人約瑟與尼哥底母。你是否在作“隱藏的信徒”？如果你
仍向朋友、同事面前隱瞞自己的信仰，現在就站出來，讓別人認識你的
信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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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親愛的耶穌基督,我們實在滿心感謝祢，祢竟為世人捨命流血，釘在
十字架上，為的是要救贖我們，使我們可以得著永生，這份愛實在令人
驚歎。我們只不過是塵土，我們竟如此蒙恩，竟蒙祢如此厚愛，實在不
配！主啊，感謝祢犧牲的愛，我們願以這卑微的生命回應，求祢使用。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們！

      人們在經歷苦難時常會發問：上帝祢在哪裡?為什麼?為什麼是我?十
字架就是最好的回答。畫中耶穌鬆馳的身體，手腳的釘痕，和肋邊的刺
痕，使目睹的人心碎，人間再也沒有什麼苦難大過耶穌基督十字架上所
承受的苦難。耶穌基督為救贖我們脫離死亡，為我們代死，以自己身體
性命為代價，舖就了這條讓我們回歸天父之家的道路。

  前一陣子看到一個非常難過的故事，不但使我熱淚盈眶,它竟使我失
眠差不多整夜，惟有向神訴盡心緒，因這故事有耶穌受難的影子。在蘇
格蘭北部，某天晚上暴雨成災，洪流沖破橋下的柱子，一位青年牧人驚
覺到：如果火車衝過懸橋，將會墜入山崖！此時火車已由遠漸近隆隆作
聲；於是他衝到鐵軌上，奮力揮動雙手，示意停車；火車司機一直按動
汽笛警示他避開，但牧人仍不回避，並試圖以身軀擋住火車；最後火車
停在懸橋之前！火車的緊急刹停，令乘客從睡夢中驚醒，旋即當乘客看
到所處的險境時，臉色皆白。

      司機說:「這眞是一髪之差,
我們險些全部覆沒。你們來，我
要指給你們看看今晚的救星。」
於是他們跟著司機回頭走，看見
青年牧人的殘屍散在鐵軌旁邊，
鮮血淋漓;司機說:「若非他為我
們死,今晚我們都要滅亡了。」

      各位，主耶穌不也是一樣在
十字架上為我們死嗎?祂若不為
我們死,我們都要滅亡了！大祭
司該亞法説:「獨不想一個人替
百姓死,免得通國㓕亡,就是你們
的益處」（約11:50）；耶穌的
犠牲為全人類帶來永恆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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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祈禱

謝芬芬牧師

       心存感恩是基督徒最基本的態度。（馬丁·路德）

禱告時不住地感謝神
阿斯伯里神學院在讀聖經研究神學碩士

 （保羅說，）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啓示的靈賞給你
們，使你們真知道他。（弗 1:16-17）

      《以弗所書》1:15-23節在希臘原文中是一句字數為170字的長句，
句子的長度似乎透露出作者在感謝上帝過程中的綿延不絕。這一句子
中，保羅依循了猶太人的祈禱次序：祝福、感謝和代求。每當祈禱時，
保羅常記念以弗所教會，代表他們向上帝獻上不住地感謝，表達他在日
常生活中一直沒有忘記對信徒的愛。

 在新約中，「感謝」以你—我人稱互動形式總是指向感恩的對象上
帝。保羅為以弗所教會向上帝獻上感恩，是基於「他們受了所應許的聖
靈為印記。」（弗1:13）在此句中，保羅最先提到的不是禱告的內容，
而是禱告的態度。

     不住地感謝神是保羅的禱告態度。感謝不應只是表達興奮情緒,也不
只純粹享受當下的快感。感謝神不是對話式祈禱的一次結語或是領受完
了祝福的一張賬單而已；相反，它呈現出來的是依賴上帝豐富的同在、
應允和幫助。

     感謝上帝，因為上帝值得我們的崇拜;感謝上帝，因為上帝藉著基督
與我們建立了關係；感謝上帝，因為上帝施恩於我們完全是出於他自由
地賜予，並非基於我們的個人功德和委身。由此，感謝上帝提升了我們
的生活高度，擴張了自我的疆域，直接達及超越一切的上帝，因為耶和
華雖高，卻關注並介入我們的一生。

     因此,感謝上帝不僅表達了我們對上帝良善的感恩，承認上帝施恩的
事實,更能夠改變我們與上帝的關係，從而改變我們的當下環境——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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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時表達感謝上帝時不那麼令人滿意，也不夠完整，甚至不是出於
自覺和自由,但這不影響我們藉著感謝上帝與上帝建立一種聯接和關係。

       今天的社會是一個講究專業掌控市場,以專業來評估人的價值與服務
的社會。久而久之，職業上的專業性就取代了人際間的信任度。隨著專
業的不斷標準化，人們的道德敏銳度被消磨了，人與人的關係受損了，
人們經驗的質量也不再被重視了，心存感恩也不再被視為美德；人們甚
至不再鼓勵對共同美善公開地表示感謝，視此舉動為一種軟弱或尷尬。

      使徒保羅則在提醒我們,對上帝心存感恩才不至於使自己在高度職業
化的世界中迷失自己，在強調職業自主權面前還依然保持我們內心溫暖
的部分，在因著職業化而趨於冷漠的社會中重新找回人與上帝、人與世
界、人與他人的關係維度——心存感恩，為此感謝。

　　正如威廉·拜倫說，「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也願意隨時為此辯論，
那就是：如果要我把宗教的全部意義歸結為一個詞,那就是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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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造就
祂愛與接納的眼神醫治了我

基督燈臺全球學院學員：Candy

      我是基督燈臺的旁聽生,感謝神的恩典,讓我有機會接觸到這個平台,
能夠聽到徐立平牧師關於醫治代禱的課程；更有幸能夠被服侍，觸及到
嬰幼兒時期的傷口，並且進行清理；非常感恩這個平台，也謝謝為我禱
告的姐妹們。

 　首先徐老師的課件就顯得非常專業,PPT還無條件分享給學員們，課
也講的很清晰；然而在分組的時候，彼此間的代禱操練就比較有限，可
能因為彼此不是很熟悉，氛圍就沒有那麼自在；但感恩的是，後來班長
蒐集代禱名單，於是我就踴躍地報了名。

     我從小信主，一直在教會服
侍,也接受過聖靈的充滿。如今
服侍越來越忙碌，再上一個台
階的階段，我感覺到有瓶頸，
體現在「懼怕權柄，害怕失
敗，停滯不前」的狀態；在我
個人內室禱告中，有時候聖靈
好像也提醒我是關於母腹中的
傷害，被聖靈觸摸的時候經常
會感動流淚。我也嘗試做過很
多的原諒與饒恕，可是那種受
傷的委屈情緒和感覺好像一直
還在。

 　雖然外表看上去,大家都說我能力強，口才行，服侍做得好，但我心
中卻有著深深的自卑，不認可自己，覺得自己不行，認為自己不會成
功，甚至服侍上也沒有信心能夠持續做好，更不願意起來做領袖。

 　於是在被「內在醫治禱告小組」服侍的時候,我敞開心跟姐妹們訴說
了我的光景，講到小時候母腹中傷害的時候，也伴隨著掉眼淚，當時
zoom上有三位姐妹服侍我，她們一一為我禱告，等到小組長最後開口為
我禱告的時候，我哭的也是鼻涕眼淚一把把……



為人處事方面開始成熟很多；聖靈也多次跟我
講話。我不需要再懼怕了，也許裡面還有那個
躲避大權柄的習慣；但我相信，神會繼續醫治
我，幫助我的：祂所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
之處是何等美好，而我的受造更是奇妙可畏，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
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
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
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感謝神給我這次的經歷和體驗，也感謝姐
妹們願意付出寶貴的時間來服侍我，我也想成
為聖靈的器皿，在那些被需要的靈魂面前，成
為神愛的出口，去安慰更多受傷的心。

       後來就感覺自己好像徜徉在天父的懷抱，天父看我的眼睛，是笑瞇
瞇成為一條縫的，我覺得好親切好親切，祂看我的眼光，跟許多人不
同，跟我自己看待自己的眼光也不同；當時真實的印證了「神是無條件
地接納我，愛我」。雖然過去理性上都曉得都明白，但當時的感受是很
奇妙的，心生喜樂，充滿盼望；那以後也很奇妙，我好像經常能夠看到
那個畫面：天父的形象從此在我心中就是笑瞇瞇成一條縫的眼睛，我可
以在祂懷裡享受安息。於是我將這個畫面畫成一幅畫給姐妹們看。
 後來，在我的服侍中的環
境裡，神一扇扇為我開門：我開
始進入神設定的軌道，更全身心
的投入服侍，一再地把重擔卸給
神；於是我開始有了擔當，對待
責任也不再恐懼，在處理一些自
上而下的不公平的事情，不再是
動情緒；而是可以理智冷靜地解
決處理問題，達到很好的果效。

 　我發現自己開始被神提升,祂
在多方位對我說話，顯明祂的心
意，不斷幫助我，在與人相處，

 　願神多多的賜福這個事工,使得更多人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和恩典，也
有更多的人樂意進入到這個禾場，一起建造主的身體。眾城門啊，你們
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將要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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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祭壇
禱告格言

GLS同工：Jedidiah整理

⒈ 暗中、誠懇、信靠的禱告，是一切敬虔的根源。 —William Cary 

⒉ 神仍然向那些肯花時間聆聽的人說話。             —Daily Walk

⒊ 神留下一些事情，是要靠禱告來完成。如果我們不禱告，
        這些事就永遠不能成就。                           —Helen Smith 

⒋ 禱告，乃是天堂與塵世互相親吻的時刻。           —猶太諺語

⒌ 當軟弱的信徒屈膝，撒但見了都要驚懼。           —William Cowper

⒍ 禱告是寄往天堂的書信，尋求主的，絕不落空。 —Robert Burns

⒎ 願以禱告作為早晨的開門之鑰，        
 夜晚的關門之閂。         —Matthew Henry

⒏ 最難的禱告就是告訴神：「願祢的旨意成就！」 —Daily Walk

⒐ 禱告不是要改變神，而是要改變自己，       
 好讓神為我們成就  祂原本就要成就的。             —Charles Finney

⒑ 禱告就是親近神，不管你用什麼形式。       
 禱告是人在需要上求助神嚴肅而神聖的一刻。   —Hugh McLellan



在花園裡
 妮亞

       浮萍啊, 你真可憐！你本有根, 卻搖擺不定！你讓身旁澎湃如浪濤般
的資訊和虛言, 沖刷你不定的思維, 無法靜止；你天天被困於那百般無止
的日常瑣事, 再無時間定睛在你的造物主身上。  

 浮萍啊！悔改吧！願那創造你的主憐憫你的軟弱吧！你為何不專注
尋求祂呢? 你祇須尋求祂!

　　你可記得, 那位為我們創始成終, 昨天,今天, 和明天都不改變的主！ 
祂仍在天上坐著為王, 掌管萬有, 托住你的生命, 保守著你的氣息； 雖然你
今處黑暗世代, 到處聽聞天災人禍，抑或疫情, 但你總不要害怕, 因祂也已
為你作了挽回祭, 白白賜下永生給你,是祂所應許的,並做你真正的保障。 

　　浮萍啊,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 耐性等候祂, 單單倚靠祂! 祂的話語, 祂
的智慧, 必能使你重新得着平靜安穩。 

       親愛的, 請你快快轉回，在主裡享受祂的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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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萍般的我



禱告書籍推介
林傳經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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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屬性》

作者：莊玫麗（Rosemary Jensen）

       究竟，我們禱告對焦嗎？我們有沒有藉著禱告，好好認識神？

      本書把聖經研讀和禱告結連起來，以神的屬性作為禱告焦點,在靈性
操練上幫助我們深化與神的關係。書中三十一個以神的屬性為焦點的禱
告靈修單元,以「行動法」（ACTS）引導讀者默想神豐富而多面的性情：

全心敬拜（Adoration）——細讀有關神的屬性經文，思想神的本相，認
識祂與我們真實的關係。

誠心認罪（Confession）——藉著禱文向神禱告，承認自己的罪，並誠
心悔改。

衷心感謝（Thanksgiving）——以感恩的心，回應神的屬性，感謝祂一
直在生命中引領。

專心祈求（Supplication）——安靜下來，記下自己的關注、祈求和領
受，好讓日後重溫。

 每一天禱告對焦，我們才能深刻地認識神，察驗祂創造我們的美
意，生活才能得重新定向，經歷以神為中心的人生。

     誠邀您手捧這本靈修指南，踏上給生命對焦之旅！

--以禱告作敬拜的靈修指南 
（中英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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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祈禱信息：聖靈上帝與我們同禱並為我們爭戰

空山靈雨：屬靈操練 內外並舉

牧長創作：他醒悟過來

牧者訪談：讓奇妙之事在禱告中發生

在花園裡：浮萍般的我

畫廊中的禱告：解下十字架    
 

保羅的祈禱：禱告時不住地感謝神

禱告祭壇：禱告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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