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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東牧師北美基督燈臺協會駐會牧師

愛完全了律法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
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
罰。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
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羅馬書13:1-5）

          2022年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
日，芝加哥市郊的海蘭帕克市再次
發生槍擊案，22歲的槍手向人群開
槍，射殺六人，數十人受傷。據統
計網站(GunViolenceArchive.org)指
出截至5月25日，美國槍擊死傷人數
達17196人；以此趨勢推測，在下半
年內，美國還會有人被槍擊、死傷
人數多達13,000人，也意味著在2022
年，預計有30,000人因各種槍擊事件
受傷或死亡。

          善良的人遇見這些兇暴的事應該怎
麼辦？當我們為遇難者哀痛時，我們也知
道這些上了新聞頭條的案件只是冰山的一
角，在新聞背後還有更大的爭戰，需要我
們不住地祈禱。美國槍擊案層出不窮，與
宪法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有直接的關
係：讓我們為第二修正案能夠在21世紀得
到正當的解釋祈禱，也要為最高法院的大
法官和參眾兩院議員，白宫總統和他的行政團隊代禱，聖經說：「你們要
謹慎行事，不要像愚眛人，當像智慧人。」(弗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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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是法治國家，2008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哥倫比亞特區訴黑勒案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554 U.S.570〔2008〕) 判決書指出第二修正案
保障個人擁有槍枝的權利，不論該人是否屬於民兵皆然。人民有權基於合
法的目的使用槍枝，諸如在屋內自我防衛。在麥克唐納訴芝加哥案（Mc-
Donald v. Chicage, 561 U.S.3025〔2010〕）中，最高法官裁決第二修正案不
僅拘束聯邦政府，對於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樣具有拘束力。

          美國雖然是由基督徒價值立國,但是當代法律思潮高舉「個人權利」,
極大背離了聖經十誡的教導，其結果必然會是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

          誠然，我們不能指望地上有權力者完全活出上帝的旨意，然而基督徒
是世上的光和鹽，當在上有權柄者互相爭鬥的時候，讓我們為神的愛在世
間彰顯而祈禱；當人民為擁有槍枝自由和槍枝管制之間尖銳對立的時候，
願我們匯聚、裝備來自全球的基督門徒，成為時代愛與和平的使者，在各
地行公義、好憐憫，謙卑地與神同行，活出愛人如已的神旨。

          面對世代的洪水滔滔，我們以信心宣告神的公義和憐憫，個人微小
的力量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萬千愛心力量的匯聚，勢必引爆改變世代的大
能。讓我們祈禱吧！基督的愛必能夠勝過世間一切的愚眛與惡，只有基督
的愛才能夠完全律法，如聖經所說：「凡事都不可虧欠人，唯有彼此相
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
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
之內了。愛是不加害於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羅馬書13:8-10節)

          基督燈台全球學院暑期課程開始了，邀請你加入終身學習的行列，成
為聖潔，合乎主用。  https://classroom.thegoldenlampstand.org/moodle/     

          學院憑信心辦學，您的支持，鼓舞著我們向著標杆直跑。        
 https://thegoldenlampstand.org/thank-you-for-your-giving 

甚麼是合乎上帝旨意的法律基礎呢？初抵美國的清
教徒認為聖經十誡是立國之本，十誡的精義就是盡
心盡性盡意愛神，其次是愛人如已。法律的本質必
須是以保護人的生命，促進生命的繁盛為依歸。今
日社會如果陷入單顧自已、為自已的權利互相博弈 
的情 形，其結果必然是民攻打民的局面。美國參眾
兩院在6月23日及24日通過「跨黨派強化社會安全
法」、6月23日同日最高法院卻同時裁定，維護美
國公民有隱蔽持槍權，民眾可以在公眾場合帶槍而
無須證明有正當理由。當執政的和掌權的彼此對立
的局面，讓人驚問“民攻打民”在美國是否會成為
現實？



          論到敬拜，我們是藉基督，在聖靈裡，到父面前。常言敬拜不須外在
禮儀形式，因為耶穌說：「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四
23)「心靈誠實」中誠實原文是aletheia（真理），中文新譯本：「必須靠著
聖靈按著真理敬拜神」(約四15)。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十四6)真理的總歸就是耶穌。

          敘加井旁的撒馬利亞婦人不是沒有「心靈誠實」--我們常理解為的主
觀虔誠，乃缺乏客觀的真理。她到撒馬利亞的基利心山的聖殿敬拜，因她
不曉得耶穌所說「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四22)聖殿是神人相遇的地
方，是基督的預表(type)，但實體(anti-type對範)已來到了，耶路撒冷的聖
殿也要過去。在耶穌降生之前，唯一敬拜父的地方，是耶路撒冷的聖殿。

3

空山靈雨
何謂心靈誠實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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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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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有主觀虔誠沒有客觀真理，是非常危險的。所有異端分子都是熱
心虔誠，不少原教旨狂熱分子也背負著炸彈，誦讀著禱文，衝向人群。「
心靈誠實」的心靈一詞可解作人的心靈和聖靈；但在約翰福音，一般作聖
靈。因為真理需要聖靈的光照，人才能明白，「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
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林前十二3)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弗六17)，聖
靈來是叫我們想起耶穌的話：「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十四26)心靈誠實的敬拜就是：「必須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拜神」(新譯
本約四15)，亦是藉基督，在聖靈裡，到父面前的三一敬拜。

          祂也是詩篇二十二篇向上主呼求的那一位：「我的神，我的神，為甚
麼離棄我」。基督十架七言第一句就像詩人所求:「父上主不要離棄我」。
在此詩中，詩人認為身罹頑疾，頻臨死亡，面對各種橫逆，以為上主背棄
祂，但在禱告中知道蒙了應允(21節)，上主不會離棄祂。請注意：上主並
不是醫治他，不讓他經歷死亡，乃告訴他，死亡也不能把他和上主的關係
間斷。他就讚美上主並呼喚在崇拜中、專心聆聽他哀歌禱告申訴的會眾，
一起發聲讚美。詩人並不孤單，在哀求禱告中，會眾用心聆聽，因為最個
人的也是最普及的(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universal)，透過一個人的禱
告，整個信仰群體一起禱告。就像在十架上，對基督來說，並不是完全孤
單，祂看到聖教會將出現，因為祂的死、埋葬、復活、升天，聖靈就降
臨，教會的誕生，就像產難中的母親，都懷著喜樂和盼望，面對生產之苦
難。因而希伯來書二10，12說：「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
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讚
美你。」 

          藉基督到父面前
不難理解，我們的禱告
豈不是奉基督名字嗎？
怎麼說奉耶穌的名字到
耶穌面前呢？藉著耶穌
的死，聖殿分隔神與
人的幔子從上到下裂
開。(太二十七51) 希伯
來書說基督是真帳幕裡
作執事 (leitourgos，主
禮)，在崇拜中，作為
主禮帶領我們到父面前
的就是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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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只有一位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但祂已
成為贖罪祭，祂的血已塗在約櫃的頂成為施恩座，施恩座要進入耶路撒冷
至高之錫安山的金頂聖殿；被殺的羔羊，要登上至高上主的寶座，坐在其
右。因被殺的羔羊，已成為掌管萬有的主。「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
和華，祂是榮耀的王！」(v.19)從來沒有人被諮詢過才生下來，也是除了這
一位，但祂答應了。這位是父上主心中的話語或道，這話語太初與上帝同
在，這道成為肉身，名叫耶穌。

          詩篇二十四篇傳統被視為約櫃重返聖殿的詩篇。以色列人因為拜偶
像，上主讓約櫃被非利士人擄去。詩二十四篇是慶賀約櫃重返聖殿的詩
篇。第一、二節讚美上主之後，出現禮儀對答：朝聖者問：「誰能登耶和
華的聖山？誰能站在祂的聖所？」(V.3) 然後祭司答：「就是手潔心清，不
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V.4) 我們可以想像，這班要登山進入聖殿
的朝聖者，中間有抬著約櫃的人，他們因為約櫃引帶，旋即轉叩問為凱旋
的歡呼：「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
榮耀的王將要進來。」(V.7)



努力進入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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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文學家和神學家切斯特頓(G.K.Chesterton；1874-1936)曾這樣説，
「我從托兒所中所學習的功課，比從哲學家們所學到的更多。」如果兩個
小孩子相爭一個玩具，可能看到的反應是，那個憤世嫉俗的孩子，寧可努
力毁壞這玩具，也不讓另一個孩子得到，這是一種努力；那個比較馴良的
孩子説，我不跟你爭，我去賺點外快，給自己買一個回來，這是另一種努
力；類似這兩種情況，在社會上、在職塲中也屢見不鮮，這個故事啟發了
我對下面兩處經文的理解。 

         「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要進
去。」(路16:16)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
了。」(太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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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带來的滿足。聖經把天國比喻為
藏在地裡的極貴重的寶貝； 當人發現
了，便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
買這地(太13:44)。這是一種不顧代價
的「努力」。另一方面, 魔鬼撒但知道
自己得不到這個天國無比的寶貝，就
如盜賊一般，盡其偷竊、殺害、毀壞
之能事，牠「努力」使別人也得不著
這寶貝(約10:10)。

          在此，我們看到兩種不同的努力:
一種是渴慕得著上帝的福氣的努力,另
一種是由魔鬼或世界而來的「努力」,
旨在阻止人們進入天國；所以進入天
國不是經過一個中性的地域，乃是一
個屬靈的戰場。凡願意為主爭戰的 ，

          一個人能夠進入神的國，全是在乎神揀選的恩典，不在乎人的行為。
難道我們還需要用自己的「努力」, 才能進入神的國嗎？這「努力」不僅僅
是一種毅力, 同時也是一種「滿有把握」的爭取力，因為馬太福音這樣説：
「努力的人就得著了」，其語氣表面上被誤會為充滿了「人定勝天」的傲
慢，是嗎？鑒此，這兩節經文成了聖經的難題。

必能得勝。然而，世上卻有一類愚昧荒謬的人，他們被邀請去參與王子的
天國宴會, 卻異口同聲地推辭，因為他們看不起天國寶貝的貴重性，結果觸
發王怒(路14:16-18)；這等人連魔鬼也看不起他們。

          為什麼這兩節經文與施洗約翰拉上關係呢？國度是舊約聖經的主題之
一，以大衛王國作其預表。上帝藉着舊約最後的一位先知，施洗約翰，把
神透過大衛所表達的國度「福音化」，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具體地表達出
來，並宣告這個無與倫比的國度巳經來臨了。人們發現了這個「絕對美善
的寶藏」就產生了上述的不同的反應。

          那些蒙神揀選的人，屬靈眼睛被聖靈打開了，看到寶貝和它的價值。
使他用所有的「努力」，進入蒙福的盼望中。然而，這種強烈的渴慕不是
出於肉體的意志, 乃是因為聖靈把那無窮生命的活力放置在重生者的心靈
中， 促使他們對天國有深深的渴望，所以這個努力是一個「被動的主動」, 

         上述經文中的「努力」在希臘文(biazetai)中是一個強烈的字眼，指巨
大的力量。它不僅僅是一種任勞任怨的毅力，而是一種「志在必得」的暴
力。如果你確信跑完馬拉松全程是一項高尚的目標，你就會鼓起熱情，接
受鍛鍊, 甚至甘心忍受無情暴力的痛苦。天國的福氣是遠超過馬拉松長跑



是一個能產生鬥志的動力。除了那渴慕的努力外，重生者還面對魔鬼的阻
力, 但魔鬼的努力終必徒然；因為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已經交付給基督了，
所以我們這群基督的精兵必能得勝， 正如經上所説的「努力的人就必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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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到得救的經歷，魯益師(C.S.Lewis；1898-1963)在自傳中寫道：『在
1929年的三一學期(Trinity Term 是英國學制的名詞，指四月中到六月底的
最後一學期)期間，我屈服了，我承認讓神是神(let God be God)，我跪下禱
告；也許，那天晚上，我是全英格蘭最沮喪和最不情願的皈依者。那時我
沒有看到我現在看到的最閃亮和最明顯的事實，就是那位神聖的謙卑(Di-
vine humility)，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竟接受像我這樣的皈依者。』

          每當我讀到「最沮喪和最不情願的皈依者」這一句話時, 心中一直在困
惑著，令我非常費解。據我所聽過所有的受洗見證(包括我自己的在內)，

圖解：魯益師九歲時母親去
世，他的田園詩般的幸福隨之
結束。在寄宿學校中，他進入
屬靈的黑暗，成為無神論者，
後又涉及神祕主義的靈異世
界。當他第一次前往牛津時，
下火車後，行了一段路，兩旁
房屋簡陋，路邊野草叢生，他
停下來，轉頭一望，看見遠方
的美麗尖頂和塔樓，才知道自
己走錯了方向。此事以後，他
深受切斯特頓的影響，理性經
歷掙扎，終於在32歲時「最不
情願地」相信了耶穌。

都是非常喜樂和非常願意地宣
告接受耶穌基督作個人的救
主，哪裡會有「沮喪」和「不
情願」的想法呢？哦！原來
這位神所重用的作家和護教
者，是在猛烈的屬靈爭戰的情
況下, 得勝地進入神的國。隨
後，神用魯益師富有洞察力的
思考, 奠定了廿世紀「哲學護
道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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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訪談
禱告的力量

採訪者：陳曉東牧師 （基督燈台全球學院院長）

問1：從您信主以來的經歷，您怎樣定義對禱告的看法？     

黃牧師：

          我想有兩節經文可以是一個總結，特別是對這兩年的禱告生活。

          羅馬書 8:26-27:「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
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
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從上下文來看，這
裡的軟弱，指不想禱告的軟弱，近兩年的疫情帶來了生活中很多的變動，
很多外在的事情不斷的在衝擊我們，影響我們不能像過去一樣靜下心來、
很專注的在那裡讀經禱告。我們在這種軟弱的時候，聖經說有聖靈的幫
助，因為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
禱告，是聖靈在幫助我們每一次能夠禱告，那是聖靈的工作，所以我們應
該感到安慰的是，也許我們不再像以前一樣很規律地或者說心情正常地禱
告、生活，但是我們要知道,其實是聖靈在幫助我們禱告，按著神的旨意，
在為我們祈求。這句經文說明連保羅可能都經歷這種不能禱告的軟弱，所
以，在軟弱時，我們更要依靠聖靈，體認不管我們現在能不能禱告，會不
會禱告，願不願意禱告，其實都是聖靈在為我們禱告。但願聖靈正在為你
我禱告的事實，可以激勵我們願意禱告的心。

          接下來羅馬書 8: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儘管這個時代有很多的變動，但在聖靈按照神
的旨意祈求的情況下、這些改變都終究會為我們來效力的。但願這個應許
鼓勵我們在禱告上不灰心。

   受訪者：黃建幀牧師 （基督燈台全球學院&角聲宣教士學院課程講師╱    
            Gorden-Conwell教牧神學博士及神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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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2：在您印象中有沒有一些禱告經歷，是您記憶比較深刻的？

黃牧師：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那是在神學院畢業之前。20年前我在考慮將來
服事方向，當時我30歲出頭，也還沒有結婚，感覺好像人生還有很多的變
數。我記得我去參加一個主日崇拜，那天有領聖餐，因為我從小已經在領
聖餐杯，守聖餐，所以也沒有太多期待。但是在領完聖餐後的自我省察禱
告中，突然我感覺主的聲音在我心裡面很深的地方，說很簡單的話，祂說:
「你與我有份」，我當時感覺好強烈，非常的受感動，因為主在對我說話,
一聽那個聲音就知道是主的聲音，不是我自己的，也不是別人在跟我講話,
是一個安靜平安的聲音，很沉穩，告訴我這個事實:「你與我有份」。

          這20年來，神對我這樣的一個很簡單的回應，帶領我度過了難關與挑
戰，特別在牧養的路上，牧養工作的成敗是一回事，我這個人跟主有份，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我們的生活一定有起伏，人生有種種的遭遇,有
時候沒辦法避免。最後最根本的是什麼呢？對我來講，就是跟我們的主有
份，我想這值得所有。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聖靈帶給我的感動和應許。

問3：在經歷靈命軟弱時，如何能恢復和神的關係？

黃牧師：

          我建議要有一個規律性的讀經生活，我把一年要讀的聖經所有的章
節，都放在《讀經記錄表》上面，我每讀完一章我就劃一下表示我讀過了,
這個習慣我保持了好多年，所以在進入禱告曠野的路上，我覺得制定計劃
很重要。無論你在禱告有沒有突破，有沒有領受，願不願意是一回事，就
是我們願意有一個有紀律的讀經禱告的生活，這是我們的心願。因此在越
不想要禱告親近神的時候，反而越是求神幫助我們勉為其難，攻克己身的
來鍛鍊一個規律的讀經禱告的生活，不要輕言放棄，在你可以的範圍裡
面，有一個規律性的讀經生活，我覺得會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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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4：怎麼理解「禱告是將自己的心意被神的旨意改變呢」?

黃牧師：

          我覺得禱告實在是一個很漫長的學習旅程。在開始學禱告時，我們是
帶著很想要上帝成就我們心裡想要成就的事情的心去尋求神的旨意。雖說
是尋求神的旨意，但是我們很希望的是上帝來完成我們的心願。聖經這樣
教導，神的心意是要我們禱告去了解神的心，按著神的心意來禱告。但神
的心意人可以參透嗎？到底禱告是什麼？

          我們說禱告是呼吸，是與神同行，我們看耶穌的禱告，好像也沒有看
到耶穌禱告說要改變什麼，他除了最後上十字架之前，馬可福音14：36，
他說:「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
思，只要從你的意思。」除了那一刻我們好像比較清楚看到耶穌的禱告跟
神旨意的關係，其它我們個人的禱告我覺得就是一種跟隨主，我們不見得
在禱告的當下就明白下一步要怎麼走，或者這個決定要怎麼做，但是我覺
得禱告更是一種信仰的表態，是對神說我願意敬畏你，跟隨你。即使我在
面對人生種種選擇時，我願意交托，所以禱告也是一種交托，一種信心，
一種相信的態度，這種態度我覺得神看重，因為說實在的，神的旨意只有
神知道。

         我知道有些消極的想法認為說：「反正我禱告不禱告，神的旨意都會
實現，那我還要禱告做什麼？」，這就像你的孩子進入青春期，他小時候
可愛的不得了，在學校發生什麼事情，回家一五一十都跟你報告，但是一
進入青春期就不跟你講話。我覺得有些基督徒在初信的時候跟神有很多很
甜蜜地的交往，但是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好像青春期的兒女一樣跟神
的交流停止了。如果禱告是一個交流的話，那麼基督徒的這種不禱告的情
況，有人稱之為曠野的情況，信仰之路到此就進入一個平原期，沒有什麼
高低潮，這時候，就像聖經裡說的，聖靈正在為我們禱告，會有一個突破
點來到。當我們禱告不下去的時候，知道聖靈還信實地為我們禱告。

          如此，我就願意再繼續禱告，因為聖靈已經在為我們禱告，神的旨意
會在我身上彰顯，我禱告的目的，不只是尋求神的旨意，而是我願意相信
這個旨意對我來講是好的美的，我願意用感謝的態度去領受，我也更渴望
這種跟神之間的關係可以藉著禱告，更達到一個新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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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耶穌
梅章建文師母

畫廊中的禱告

         我從小就喜愛跑去海邊，看著海浪翻騰，聽著大海拍打岸邊激起的風
浪聲，帶給我感慨良多。我少時寄人籬下，養成早熟的人生觀，感受到人
生的風暴不時發生在我身上，那時只會哭泣不會禱告，因那時我還沒有認
識主，所以喜歡寄情於賞畫和作畫，特別對「海」情有獨鐘。一次偶然看
到耶穌渡海的一幅名畫，使我的思潮迴旋在畫中的大風大浪中。

洛杉磯正道神學院基督教教育碩士    
  前美國基督教救世軍神學院導師

          仔細觀察畫
中的小船，載滿
了很多人，一點
空間也沒有；處
於洶湧波濤中的
孤船，沒有其它
船隻在附近，船
上門徒們非常驚
慌失措的情景，
與耶穌卻在酣睡
的情景作對比，
好像對祂絲亳沒
有影響；船頭和
船尾的門徒抓住
船的短木柱緊抱
著不放，隨著波

浪的起伏，這種對角線兩側的人物形態是相互對稱的；船邊兩側的門徒努
力撐住槳板，一位門徒因太大的風浪失掉了一條槳板，有兩名門徒可能失
去平衡舉起手臂，其中一位更抓緊那隨風而鼓的衣服，還有兩位門徒絶望
地依附在耶穌身旁，而基督則成為畫面的焦點；背景的天與海顏色深沉，
使人體會到處於危險環境中的恐慌感，在綠藍色的大海襯托下，把船上的
人物鮮明顯現出來，也突出耶穌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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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古典派畫家憎恨浪漫派畫家，
並曾極力打擊他們，但德拉克洛和他的同
道卻愈來愈受大衆歡迎，最後且取代了古
典畫家的地位。德拉克洛曾描繪十字軍東
征情形，他根據福音的內容畫過十幅變體
畫，本文附圖取材自新約聖經故事，雖然
線條並不優美，但色彩倒極生動活潑。

          此畫出自耶穌平靜風浪的神蹟，在新
約馬太福音（8:23-27）、馬可福音（4:35-
41）和路加福音（8:22-25）都有記載。主
耶穌教導門徒，不獨藉著言語，有時也會
藉所行的神蹟來操練門徒的信心。這些經
文記載主耶穌在迦百農的時候，許多人圍
著祂（太8:18），祂都一一成全他們所需
要的，給他們祝福，之後打發他們回去。

          直到黃昏的時候，主吩咐門徒説：「我們渡到那邊去吧！」當時的人
差不多都知道，加利利海地勢特殊，207公尺寬闊的海，四面環山，風從兩
岸颳起，當越過對岸時，風勢會在近海的地方加劇，形成突然而來的猛烈
風暴；時至今日仍不時有駭人的風浪，有時浪高達六公尺；所以，門徒驚
慌是很自然的。門徒以往就在這海上打魚，經驗豐富，也知道怎樣駕船，
但是他們當時確實面對著一個危險的處境：在黃昏或晚上渡海；再者從迦
百農到格拉森，本可由陸路直達，但主耶穌偏偏選擇海路，又是黃昏的時
候，可見主耶穌實在是要藉此操練他們的信心。

          格拉森不是個好去處，因那邊有被鬼附著的瘋子，沒有人能制服他，
一般人也不想面對這處境，但他等著門徒把耶穌帶過去幫助他，拯救他。
主今日同樣要求我們：「渡過那邊去」，它可能是我們不願意去的地方，
或是不願意去做的事情。我們覺得很難明白主的旨意，好像道路與時間都

          很多畫家也曾畫過平靜風和浪的聖經故事畫，各有創作的風格，而此
幅卻是獨特且浪漫、色彩豐富。創作此畫的畫家他經常全神貫注地觀察大
海，渴望去了解大海；此外，他刻意描繪人類是如何地藐視自然，表現物
質和精神之間的永恆衝突；他就是反對古典風格的浪漫主義者——法國畫
家德拉克洛（Eugene Delacroix—1853），他對古典畫家認定所有畫家均應
遵守一定的繪畫法則極為不滿，他領導一些畫家反對古典風格繪畫，他所
領導的畫家被稱為浪漫主義派，這些浪漫主義派畫家認為，畫希臘人與羅
馬人物亳無意義，而應畫當時所發生的真實事情；此派與古典派還有一點
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注重色彩，認為色彩比缐條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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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不近人情；我們體貼肉體的舒服，不願意離開安樂窩，也不願意
接受神的操練：存著順服的心，跟從祂走上風浪險路。單有愛主的心，而
不肯接受神的操練的人，他不能成為貴重的器皿，不能被主使用，也不能
看見主的權能、主的榮耀。

          船行海中，忽起暴風，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滿了水，這是外在
看得見的風浪，老練的漁夫本不懼怕；門徒的害怕卻顯出他們「內心的風
浪」，正如雅各所描寫的：「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
騰。」（雅1:6）他們懷疑主的權能，懷疑主的慈愛，懷疑主的智慧，內
心搖擺不定，七上八下。求主賜給我們信心，當我們遇見人生的風浪的時
候，使我們內心不至搖動，外面的風浪便不足怕了，我們可以向風浪宣
告：「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其中的水雖砰訇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
抖，我們也不害怕。」（詩46:1-3）

          耶穌身體疲倦，需要休息，而門徒一呼求，祂便立刻醒來，起來斥責
風浪，風浪便平靜了；祂身躺臥，心卻是醒著，祂並不是門徒所說的那樣
自顧睡覺，不顧他們的死活，卻是要操練門徒的信心，安靜等待門徒的呼
求。信徒在世上應學像主耶穌這樣的平靜，一方面是心靈的安靜，在風浪
中可以處變不驚；一方面是心靈的警覺，隨時可以起來抵擋魔鬼的試探，
以免陷入疑惑不信的境況。

禱告：親愛的天父，感謝祢教導我們知道遇到什麼事都不必懼怕，因有主
與我們同在。我們常常懼怕所不該懼怕的，當懼怕的反而不懼怕。我們怕
身體的死亡，卻不怕靈魂的沉淪；我們怕得罪人，卻不怕得罪神；又像那
少年官一樣，我們怕捨棄地上的財富，卻不怕失去天上的永福。求天父憐
憫我們的愚昧，同時也感謝主耶穌教導我們信心的功課，認識祢是掌管天
地萬物的神，巴不得今天我們順服神的旨意，接受祢的操練，使我們信心
更堅強，更成長。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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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聖禱文
「異象谷」

清教徒禱文

主，崇高而聖潔、溫順且低微，

祢已帶我至異象谷，

在這裡，我居於低地卻得見祢在高處；

被罪的群山包圍，我注目祢的榮耀。

讓我學會這悖論：

下行之路就是上升之路，

降卑就是升高，

破碎的心就是痊癒的心，

懊悔的靈就是喜樂的靈，

悔改的靈魂就是得勝的靈魂，

一無所有就是擁有一切，

背負十架就是戴著冠冕，

給予就是接受，

深谷就是異象之地。

主啊，白天時，星星能夠從最深的井裡被看見，

井越深，祢的星閃耀地越明亮；

讓我在我的黑暗裡尋見祢的光，

在我的死亡裡尋見祢的生命，

在我的憂傷裡尋見祢的喜樂，

在我的罪裡尋見祢的恩典，

在我的貧窮裡尋見祢的豐富，

在我的深谷中尋見祢的榮耀。

Lord, high and holy, meek and lowly,

Thou hast brought me to the valley of vision,

where I live in the depths but see thee in the heights;

hemmed in by mountains of sin I behold thy glory.

Let me learn by paradox

that the way down is the way up,

that to be low is to be high,

that the broken heart is the healed heart,

that the contrite spirit is the rejoicing spirit,

that the repenting soul is the victorious soul,

that to have nothing is to possess all,

that to bear the cross is to wear the crown,

that to give is to receive,

that the valley is the place of vision.

Lord, in the daytime stars can be seen from deepest wells,

and the deeper the wells the brighter thy stars shine;

Let me find thy light in my darkness,

thy life in my death,

thy joy in my sorrow,

thy grace in my sin,

thy riches in my poverty

thy glory in my valley.

The Valley of Vision



禱告書籍推介

作者：考柏夫婦(David Kopp, Heather Kopp)

    如果,我們的家庭每天花10分
鐘,一起讀經和禱告,會發生什麼事？

    家庭是孩子信仰奠基的秘密基
地，每一個基督徒父母都希望能將
寶貴的信仰資產傳承給下一代。但
是,如何將經文化繁為簡,帶出簡明
扼要的信息？如何將聖經的教導落
實在生活中？甚至,有時我們帶領孩
子禱告，都是重複說著同樣的幾句
話；有時候我們心情煩悶、心不在
焉，掛慮著家事、公事、國事、天
下事，禱告似乎成了無法跨越的柵
欄障礙賽。那麼，又該如何帶領孩
子建立讀經禱告的生活？

全家讀經10分鐘

「打開本書，奇妙的事將會發生。」
——魏肯生(Bruce Wilkinson)，  
 著有《雅比斯的禱告》

    這本《全家讀經10分鐘》期盼幫助你，從每天短短的10分鐘開始，持
續90天重新燃起家庭的禱告祭壇。本書是一本適合全家一起讀經禱告的靈
修書，以具創意及啟發性的方式，帶領孩子讀經，並示範如何以經文作為
個人的禱告，深入認識神的屬性、祂的慈愛和應許，建立我們與神的親密
關係，讓子女和我們一同經歷上帝的慈父之心。

    拿起本書，代表你已經準備建立你的家庭祭壇，奇妙的事必會發生。

16



P.03

P.06

P.09

P.12

P.15

P.01 祈禱信息：愛完全了律法

空山靈雨：何謂心靈誠實的敬拜

牧者訪談：禱告的信心

畫廊中的禱告：船上的耶穌

古聖禱文：異象谷     

禱告書籍推介：全家讀經10分鐘

本期目錄

P.16

牧長創作：努力進入天國

17



請支持基督燈臺事工

支票奉獻，抬頭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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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元奉獻)



投稿方式

郵箱:info@thegoldenlampstand.org

編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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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二維碼

我們以信心事奉神，接受自由奉獻，
請即時掃碼奉獻

發行者：北美基督燈臺協會

(以人民幣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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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嘉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