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石為記的祈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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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歷史中，百姓為了
記念上帝的作為，以立石為
記號：亞伯拉罕以石頭築壇
獻祭；雅各在伯特利豎立石
柱紀念他的異夢；約書亞帶
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得
地為業，神吩咐約書亞從十
二支派中各揀選出一人，從

約 旦 河 水 中 取 一 塊 石 頭 過
河，每一塊石頭代表一個支
派。
      另外，約書亞也要求祭司
抬約櫃所立之處豎立十二塊
石頭，立石為記，代表上帝
應許的實現。立石為記讓我
們永遠記得重要的事情，記
得上帝的帶領和臨在。



      文字也是如此，華
夏先民從祭祀甲骨的裂
紋之中說文解字，今天
我們继續以文字書寫成
章，見證三一真神在祂
子民中所成就的作為。

      基督燈台禱告學院的導師羅常恩牧師曾經提醒學員：祈禱者用 
「靈修筆記」記錄神對我們的引導。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神，祂現在依然向我們的心靈講話。我在此邀請你多作文字祈禱，
就像昔日的大衛王，以文字將他在神面前情詞迫切的祈禱記錄下
來，成為傳誦千古的祈禱佳作。

      其實，你也可以像大衛王那樣，在神面前用筆書寫你的祈禱，
記錄神對你生命的感動；記得2008年，我站在所事奉機構的優美
山崗上，祈求神將在此美麗的山水和靈修經驗成為神對中國教會的
祝福；於是我們開始了「一杯涼水」的事奉行動，從那時候開始，
神就打開事奉的機會，幫助千百的華人牧者，在那聖道和靈風吹拂
的山上經歷與神同行的更新。然而，我們如果不曾立石為記，書寫
成文，主在我們當中所施行的恩惠就會被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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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聖經中的立
石為記受到啟發：設立
祈禱月刊為祭壇，祈禱
者將祈禱的文字分別為
聖，奉獻在上主面前，
成為馨香的火祭!



      今年年初Covid-19在武漢爆發，事情發展至今，疫症在全球漫
延，我們每天活在疫情的威脅之下，然而，神對基督燈台協會的引
導沒有停止，當人人居家避疫期間，上帝復興我們的祈禱生命、激
勵我們火熱佈道，全球課程廣受歡迎。我們又怎能夠任由在神面前
的祈禱隨風飄散，將主的恩典和引導遺忘?
      讓我們立石為記，書寫為文，我們嚐過了主恩的滋味，就應當
留下文字，見證神的慈愛、信實和引導；詩篇34篇如是說：「耶和
華的使者在敬畏祂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
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
當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這是大衛王的親身經歷，感謝
主，他用文字記錄下來，形成祈禱文，聖靈上帝用此詩篇，又成為
世世代代的經歷與祈禱。
      我邀請全球的祈禱勇士和學習者，用此文字祭壇，向主献上馨
香的火祭。

      2015年，那一年神差遣祂的使女從遠方來到新英格蘭佈道，
正是那一年，神點燃基督燈台在新英格蘭和全球事奉的火苗。轉眼
五年就過去了，神引導他僕人使女的腳步，也經歷著柳暗花明-在
矌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的神迹奇事。我們如果沒有堆石為記，記
念上帝在我們中間的作為，恐怕我們就會像那些頑梗悖逆的以色列
民，在忙碌中遺忘了神在我們中間的作為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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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 
帖撒羅尼迦後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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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祈禱文

      親愛天父，感謝你的保護，
感謝你的慈愛，感謝你是公義的
神！我們同心仰望你，倚靠你的
扶持和幫助。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天父，基督燈臺是屬於你
的，我們手所作的工，需要你的
帶領，願蒙你的悅納；求你堅立
我們同心合意的心志，興起愛你
的僕人使女火熱的心，使我們的
腳步緊跟隨你，帶領我們向上飛
翔如鷹展翅。
      在這疫情中我們需要的變
更，都隨著你的心意而行。無論
是「粤問越開心」清談福音節
目，或者是七月份的祈禱學校和
國語版清談福音節目，青少年護
教辨道訓練和城市宣教士學院及
基督燈台事工學院的教導工作，
我們都需要你的帶領。求你賜給
我們更多同心合意的同工和經濟
上的資源。最重要的是我們都願
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為每一位身體軟弱的弟
兄姊妹代禱，求你一一施憐憫，
讓他們來到你的面前為要得憐恤
和幫助。一切都在神的掌管當
中，我們順服敬拜你！！
      天父，在這混亂的世代當
中，真理的教導被淡化，假先知
興起於各處。求你給我們一個辨
明真理的智慧，剛強壯膽的心去
發聲維護真理，但不要被那惡者
迷惑我們，免得我們以自己的方
式去發聲爭辯，總要專注仰望
你，明白你做事的方法和原則，
緊守崗位堅守信仰，在你面前手
潔心清的事奉你，奉你的名成就
美事。求你記念在上者有明智的
政策，讓我們作出適當的回應和
行動。赦免我們隨便濫用聖經的
名義作自私的行動和言語，總要
在真道上不偏不倚跟隨主的指引
向前行。
      禱告不配，奉耶穌基督聖名
祈求，阿們!

                                   朱淑儀



秋蓮的禱告

       主啊！當我們想到你能將萬
事變為美好，想到你對我們的憐
憫不至斷絕的時候，我們就滿心
感恩！       
 主啊！撒旦是想要攪擾我們
的心，叫我們對你失去信心，叫
我們灰心，叫我們失望，但當我
們緊緊倚靠你的時候，你就保護
我們不失腳。你知道我們每天所
行的路，你試煉我們之後，我們
必如精金。      
     求主堅固我們的信心，在人生
的每一個季節都顯明你的同在，
讓我們經歷你的信實和隨時的幫
助。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Pau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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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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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渭文牧師 基督燈台全球課程講師
崇基神學院客座講師



掌管歷史的上主，
當Youtubers 沉寂下來時，
讓我們聽到靈魂深處的微小聲音。
當我們走出社交媒體同溫層後，
不再對信仰不冷不熱，
更多時間在你面前獨處。

隱密行事的上主，
叫我們明白，滿城盡是黃金甲，
祇是一齣電影的名字。
藍色的多瑙河隨著晨曦冒起，
也會金光耀目。

讓我們轉撕裂為共融，
從異見者的智慧，學曉謙遜；
並肩𢹂手，一起走進新時代。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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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新時代禱文

      HK這一年多經歷激烈的政見爭拗，
弄至社會、教會、甚至家庭嚴重撕裂。建制
派稱藍絲，民主派稱黃絲。
      七月一日通過嚴峻的「港版國安法」，
香港進入新時代。個人希望這是楔機，藍黃
共濟，修補關係，一起面對新時代。
      請為香港禱告，為香港教會禱告，守望
這城，成就隱密行事的上主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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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馬斯錢伯(Thomas Chamber)著名講章The Expulsive 
Power of A New Affection  ，經文取自約壹二15：「不要愛
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是裡面
了。」他巧妙地把經文的原意倒轉過來，達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經文原來叫信徒不要愛世界，因為愛世界奪去愛上主的
心。這是信徒皆知，耳熟能詳的觀念，但太熟悉的詞句產生
概念疲勞。廣東話「話頭醒尾」，好的就是容易領悟，不好
的就是降低甚至失去不可預測(unexpectancy)性。好的影評對
推荐的電影，處理劇透時都有分寸。影評有揭示，同時也有
遮蓋，誘動你渴求完全的揭示，買票進場。

修詞不在文字在概念 



       講章中文直譯可作「新歡排舊愛」。這譯法使人想起男女移
情別戀，比較負面。但這講題醒目，甚至振聾起瞶，會眾就要聽
下去，看看講員如何為題目解圍；為題目解圍也成為推動講章的
動力。另一個可能的翻譯是「新愛牽魂，回絕舊戀」。這譯名平
穩高雅，講章可描述新愛，如何牽動我們的靈魂；回絕，指出人
的意志和責任，也指出試探的力量。我們會接受試探，甚至享受
罪中之樂，誠如聖經所說：「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
血的地步。」(來十二4)
       修詞，不是咬文嚼字，是概念的轉移；修詞，不是美容，是
動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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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伯聰明之處在強調上主
的能力，多於罪中之樂的能
力。不錯，愛世界把我們愛
父的心奪去，但愛父的心，
同樣可以奪去愛世界的心。
他用「排拒的能力」，排拒
戀慕世界的能力。這詞鮮活
有力，也有屬靈的洞見。排
拒試探，指出落在靈慾相爭
的張力中的信徒，希望勝過
誘惑，舉心向上。王爾德說
過：「我們都在溝壑裡，但
有人在那裡仰視星宿。」「
聖人有他的過去，罪人有他
的 將 來 」 。 放 蕩 不 羈 的 奧
古 斯 丁 ， 豈 不 是 浪 子 回 頭
後 ， 成 為 教 會 的 柱 石 嗎 ？



徐立平牧師訪談

徐牧師：在侍奉過程中，我們會將更多的心思用在忙於侍奉上，
而忽視了與神的親密關係。         
 若我們的服侍一旦停止下來，我們通常會問神兩個問題「有
什麼壞的事情發生了？下一步我要做什麼？」而這樣的提問往往
得不到神的回應。            
 直到有一天神可能會跟你講「前十年來你都忙得不得了，現
在你沒有侍奉、沒有責任，有更多的時間，你為何不帶我一起去
海邊，一起騎腳踏車，與我談談心，你每次到我面前都是談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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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燈台全球課程講師
加州3Q領導力學院院長

問：徐牧師，請談談你對基督徒祈禱生活的理解？

與神談情 
聽祂聲音 
知祂心意 



徐牧師：「滿足渴求的禱告」—就是在祈禱中操練多向神問問
題，然後聆聽祂的聲音。把渴望從人而來的滿足轉向神，例如：
不是問人「你怎樣看我?」，而是問神「你怎樣看我？」，然後就
用心聆聽，無需質疑內心的聲音是自己的想像或是幻聽，因為屬
神的的羊(人)，能聽見祂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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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請說明一下，你提到的「满足渴求的禱告」。

做的，你與我談談情好不好？……」    
 你有多久沒有與神談情了？神不是在打造一部工作的機
器，一個奴隸，祂是在創造祂的兒子和女兒，將來配得成為聖
子耶穌基督的新婦的一個人。我們很多時候的禱告都好像是和
神談生意，都是關於我們要作甚麼(doing)，而神最重視的卻是
我們是誰 (being)，我們成為怎樣的一個人?      
 所以在禱告之前，我們要先認定，神在我們的有生之年，
最終的目的是：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祂塑造我們的生命越來越
像主耶穌，這是神最終極的計劃，所以在禱告中與神建立的關
係是最重要的。



      當時間不對的時候，上帝說「慢下來」(Slow)。
如果上帝在你每打一個響指的時候， 就回應每一個禱告，這會
是多大的災難啊!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上帝會成為了你的僕人，
而不是你的主人；上帝在為你工作，而不是你在為祂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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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上帝的延遲並不是祂的否認或拒絕，上帝的時間是完
美的，耐心是我們在禱告中所需要的。

      徐牧師將羅伯特舒勒博士的一段祈禱心得送給大家— 「
神永遠回應禱告」。            
當那個念頭不對的時候，上帝說「不」(No)。

不，當它不是最好的主意；         
不，當這個念頭是絕對錯誤的時候；        
不，當儘管它可能會幫助到你，但卻可能會對別人造成麻煩。



當你不對的時候，    
上帝說「成長」(Grow)。
自私的人，需要在無私方面成長； 
謹慎的人，需要在勇氣上成長；       
膽怯的人，需要在自信上成長；   
主導的人，需要在敏感度上成長； 
批判的人，需要在忍耐度上成長； 
負面的人，需要在積極態度上成長； 
追求愉悅的人，需要在對受苦人的同
理心上成長。

當所有的一切都對的時候，       
上帝說「去吧」(Go)
然後奇跡就發生了：
一個無望的酒精成癮者自由了！
一個毒品成癮者被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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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

偶然看到一幅聖像，描繪的是耶穌為法蘭西斯洗腳的
圖景：耶穌以他聖痕中湧流出的救恩之水，洗了法
蘭西斯的腳，同時在其腳上，也印上了與自己同樣
的聖痕。感動於這幅聖像的信仰內涵，煩請Stevie弟

兄依照這幅聖像，設計了團體的新標識。

斗
室
靈
修

愛的痕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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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彼此服侍對於我們的信仰而言，是很重要的。然而，另
一個事實卻是，我們又常常迷失在我們自以為好的服侍中。我們的
服侍，或許可以令我們滿意，若能令他人滿意，那就更好了，但即
便如此，我們也可能仍無法從中看到耶穌的身影。當我們慢慢習慣
了耶穌的缺席，慢慢習慣了信仰——探尋、認識耶穌的過程——在
我們對他人的愛與服侍中變得可有可無，我們完全可以靠自己搞定
這一切，若是這樣，我們又如何在這服侍中，體驗到對於耶穌的效
法呢？           

關
於耶穌為門徒洗腳的
事蹟，我們會常常記
起福音書中主所說
的：我是你們的主，

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
你們也當彼此洗腳。在我們的團
體準則中，第二十二天論及謙卑
的文字也提到：（正如耶穌）自
甘卑微地為門徒們洗腳，我們也
應當同樣謙卑地彼此服侍。這些
文字都為我們所熟知，也常作為
我們默想的內容，以增添我們服
侍的熱情與動力。在我們的信仰
意識裡，我們若能謙卑地愛並服
侍他人，這就是對於耶穌最好的
效法了。

       當然，能夠為他人付出，終歸是美善的事，但作為跟隨耶穌
的門徒，我們的愛與服侍既是效法他，我們總需要首先體驗到，耶
穌，他真愛了我們。他首先服侍了我們，洗了我們的腳，我們才得
與他有份。雖然我們並未親歷肉身的耶穌，將這事做在我們身上，
然而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若停下快節奏的腳步，藉著祈禱的眼
光，去回顧每一天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美善，在那些被愛、被接
納、被體諒、被寬恕的地方，我們可以意識到，那也正是耶穌愛並
服侍我們的所在。認真地體驗被愛，並在其中看到耶穌，這是我們
效法他去愛並服侍他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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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他做了什麼、他打算去做什麼，法蘭西斯更在乎心靈如何
與十架耶穌相遇，並為其愛火所淨化，而這正是他一切服侍力量的泉
源。他首先是愛的追求者，藉著生活中真實被愛的體驗——或許那是
乞丐與麻風病人回贈的問安與祝福，存於愛中的耶穌逐漸清晰地為他
所認識，其心靈被耶穌的愛火所灼燒，最終連其肉身也印上了十架耶
穌至愛的痕記。而隨著耶穌之愛，越來越深地烙印在其生命內，法蘭
西斯天然人性的美善，也經歷了雕削、煉淨，成為耶穌愛與服侍的生
命，在這世上美好的延續。

       在我們祈求主賜給我們服侍能力、解決我們服侍困境、增添我
們對他人的愛與關注的同時，讓我們也一同祈求主，叫我們更深地覺
察到，耶穌當下是如何愛了我們，洗了我們的腳。當耶穌至愛的痕
記，藉著他服侍的行動，也逐漸清晰地印在你我生命內，我們才能以
同樣的行動，愛並服侍他人。
主佑平安、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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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歷史上，
聖法蘭西斯精神
常被形容為“撒
拉弗（愛火天
使）的/為愛火
所灼燒的”，然
而這愛的信仰，
並不是那個樂善
好施卻又生性荒
唐的少年人，僅
靠變賣布匹、周
濟窮人就足以促
成的。



畫中是一對合掌的手，一看便知是祈禱的手。這手並不
美觀，手筋皺紋盡現，是一雙勞動的手，但合起來向
神禱告，這手便變得特別美麗。並不起眼的手郤是令

人敬重的手，因為此名畫背後蘊含著一個感人肺腑的故事。

禱告的手 

       這一幅長滿老繭，指甲破損、指節粗大且佈滿了皺紋的
手，曾握過纖細的畫筆，也曾扛過粗重的器具；曾飽受風霜與
艱辛，為人類創造了幸福。如今卻雙手合起舉向上主，作聖潔
而虔誠的祈禱。這雙手的禱告姿勢，多麼恬靜與美麗。它的構
圖非常簡單，但卻十分感人和敬重。

      世界名畫「禱告
的手」，是德國畫家 
亞爾伯·杜勒的名 
作。這幅畫的背後更
有一則愛與犧牲的故
事，為世人所津津樂
道。

梅章建文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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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雙手的背後有如此動人的兩兄弟的故事，他們同時有著
相同的夢想，都希望可以發展自己在藝術方面的天份和愛好。不過
因為家貧窮，無法同時供給兩兄弟一起到藝術學院進修。他們的計
劃只能有一人先進修，另一人則到礦場工作賺錢。四年後，在礦場
工作的那一位再到藝術學院進修，由學成畢業那一位賺錢支持。當
弟弟學成歸回找他的哥哥時，那長期在礦場工作的哥哥伸出他的雙
手，表示不可能實現他的夢想了，但很高興看見弟弟能實現他的夢
想。因哥哥四年來在礦場工作，己毀了他的手，關節動彈不得，連
筆也掌握不到。兩兄弟行涙直流，垂著頭便黙然無聲。

       幾天後，弟弟不經意地看到哥哥跪在地上，合起他那雙粗糙的
手祈禱說：「主啊！我這雙手己無法讓我實現成為藝術家的夢想，
願祢將我的才華與能力加倍賜於我弟弟。」弟弟見到這一幕立刻決
定繪下哥哥的這一雙手，因他心想道：「我雖然無法將技巧還放在
他的手上，但我要向整個世界表示我的摯愛與感激。我要畫下這雙
正在祈禱的手，畫下它的高貴、愛與無私。」就這樣，這幅著名祈
禱的手，畫出了兄弟間真誠的樸實心靈，和對信仰應有的赤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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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爾伯·杜勒
（1471-1528），

是德國中世紀
末期、人文主
義初期、著名
的畫家及藝術
理論家。

       但願有一天，有人願意繪一幅耶穌釘痕的雙手，能像「禱告的
手」一般成為名畫！

       有一首古老的聖詩叫「親愛主，牽我手」。又是一個悲傷的故
事，作者多爾西三十四歲時，妻子因難產而死，嬰兒幾天後也不幸
夭折了。多爾西一下子喪失妻兒，瀕絕崩潰。就在那徘徊於生死邊
緣的一刻，聖靈開啓他寫下了這首感人的詩歌。不單止幫助了他，
也安慰了千千萬萬唱過這首詩歌的人。因他讓主握著他的手，度過
人生的難關，他所牽的手是釘痕的手。        
 主耶穌的手曾被粗糙的鐵釘穿破祂的手掌，為的是擔當全人類
的罪而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神最大的施與，是祂差遣主耶穌來到
這個世界拯救我們。因此凡相信神大愛的人，都能得著永生！上帝
就在你的手掌上，祂與你十分相近，祂的雙手為你被刺破，為你贖
罪！你願意尋求這位施恩的主嗎？

       試望著自己的手，我們有沒有經常真誠的禱告。在我們人生的
路上，有沒有讓神牽著我們的手，因我相信每人都會有不同的苦難
需要主耶穌來拉我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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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祭壇

退
休後我在醫院和法庭做翻譯工作，幫
助不懂英語人士溝通，也有機會向人
傳福音，做見證。

       每天我出門前都有一段時間在主前安
靜祈禱，求主使用醫生，以藥物幫助病人
恢復健康，也給我有機會向病人傳福音，
做見證，領人歸主。

邱健勤

“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提摩太前書2: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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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醫生的診斷，她的情況需要動手術，然後做化療。由於
做手術的部分很接近眼睛的神經系統，手術後可能導致一隻眼睛
失明，並且在鼻子旁邊會留下疤痕。

       眼瞎破相！無疑是一個爆炸性的噩耗，使她泣不成聲。醫生
讓她好好的考慮，過兩周再聯繫以便决定下一步的治療。

       我安慰她說：“人的盡頭是神的開頭”。我建議她到網上搜
另一家醫院，同時保持樂觀的心態有利於治療。我跟她分享福音
並我的抗癌經驗。結果找到賓大醫院耳鼻喉科，主診醫生診斷後
認為手術成功率很大，不會眼瞎，也不會留疤痕。她在二〇一三
年夏天手術前一天決志信主。手術成功，之後她和三個孩子都受
洗歸入主的名下。五年的復發期已過，一切正常，很是感恩。
              
 職場是我們每個人的一個禾場 。求主幫助我們對人的需要有
敏感,憐憫的心,把握機會給予幫助. 也求聖靈同工,感動人心歸主,
使得救的人數早日滿足，迎接主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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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為一位患鼻咽癌的
廣 東 單 親 媽 媽 翻 譯 。 她 還 很
年輕，只有39歲，有三個孩
子。家庭環境艱難困苦。用政
府醫保和領取政府生活補助，
在咖啡店打工賺取微博工資，
僅 僅 只 夠 一 家 四 口 的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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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傳經傳道

書
籍 
推 
介

       藉由本書，我們也再次見識到畢德生的
睿智驚人，總能在不奇之處指出驚奇，達到振
聾發聵的效果。短小精悍的默想，書中俯拾即
是，讓看似熟悉的福音書，在極短的篇幅中展
現信息的力道。一天默想一小篇，讓今年成為
改變生命的一年。

   

《天天與耶穌一起禱告》                               
作者：尤金·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

      《天天與耶穌一起禱告》 這本書中寫到與
耶穌一起禱告，就像學徒學習技藝的過程。靈
脩大師畢德生帶我們仔細咀嚼馬太福音和約翰
福音，每天讀1至2節的經文，像是靜立一旁的
學徒，細心觀察那位天天禱告、處處禱告的耶
穌，從而發現祂自己就是一篇動人的故事，人
性基督不再是註釋書裡的詮釋，而是真實的體
驗。



在花園裏

       在花園裏，再與祢親近，祢的聲音、祢的話
語，在清晨的空氣中、在芬芳的花香中、在鳥語
的歌聲裏，向我開啟。

       感謝我的創造主，讓我尋找到我生命的源
頭，我人生的意義。從認識祢以來，祢的愛不斷
地包圍我、帶領我，並引導我走每一步。小的時
候已經開始思想誰是掌管一切真理的主宰，也觀
察到人所拜的其他偶像和假神，唯有祢是獨一的
真神。第一次聽到基督的名字時，竟然是祢為世
人願意死在十字架上，那時雖然幼小的我卻被祢
的愛感動，儘管並不真正認識祢，也不曉得自己
的罪，但卻知道只有真正完美的神才能夠做出這
樣無比偉大的愛的行動。 

       父啊， 是祢的恩典、祢的愛，祢親自來尋
找我、呼召我，並教導我，讓我認識自己的罪。
眼前見到美麗的花園都是祢一手所設計，讓人能
夠從那美好的創造之物認識祢，叫人無可推諉。

天父：惟獨祢配得被稱頌，祢的美善永遠長存！
求祢繼續看顧我，祢的話語指引我走公義的路，
保守我的腳步與祢同行！

妮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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