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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的僕人怎樣受生產之苦  

讀經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樂意將祂兒

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祂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

（加一15-16） 

 

「我小子啊，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我

巴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裏，改換口氣，因我為你們心裏作難。」（四19-20） 

 

實在感謝主，可以與神的眾僕人們一同聚集在祂的面前。我們中間許多

神的僕人，沒有名聲，沒有人的推崇，還是願意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前來服

事祂，這實在是神的恩典。因為我們所尋求的是祂的預備與喜悅，所以我

們在主面前有一個心願，就是在這個世代中服事主的旨意。這次聚會，弟

兄們安排我用加拉太書來看如何事奉神的旨意，我從三個重點上來看這一

卷書。 

第一章十五至十六節是保羅自己的見證，他告訴我們，這個福音是如何

臨到他的。他看見神把祂的兒子啟示在他裏面。我們知道當神把祂兒子啟

示在我們裏面的時候，救恩就不再是一個與個人無關的事情了。對於保羅

來說，這個救恩是一個愛的故事；我們有誰認識了基督卻不會愛祂呢？保

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被主遇見，從那一天開始，他就開始事奉主的旨意。

可能保羅在那一刻之後，馬上就生發了一個意願，要去傳講福音，到最艱

難的地方去，就像江弟兄的見證一樣，要到最遠的蒙古去傳福音。那個時

候他確實已有他的一個心志，且預備好了；但是神卻否決了他，用基督的

十字架帶他走另外一條路。 

這一位年輕的神的僕人，一定也帶着很多人的熱心，想為神好好幹一場，

但沒有用。緊接着第二章，是保羅的第二個啟示。在那個看見裏，他完全

改變了。第二章二十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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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在這裏，保羅遇見釘十字架的耶穌。當他得

着這啟示的時候，他得着新的自由來活着。 

保羅這個時候能夠從他自己宗教的肉體裏面被釋放出來，他能在靈裏面

真正自由地事奉神。現在，我們來看另外的部分，就是第四章十九節至二

十節，這是主耶穌對他啟示的第三個部分。 

「神兒子啟示在我心裏」，這是非常個人的啟示；甚至「我已經與基督

同釘十字架」，也是個個人的啟示；但現在他說：「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

們心裏」，就不再是他個人的啟示，而是別人從你個人身上能夠看出來的。

保羅把他對加拉太教會最深刻的負擔說出來，就是基督能夠成形在他們裏

面。這也是我今天晚上的負擔，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我們先在神面前

一同禱告。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奉基督耶穌的名聚集在這裏。我們都是基督徒，

因着祢的名呼召我們。祢喜悅把聖靈澆灌在我們中間，我們也看見基督住

在我們中間。今天晚上我們繼續尋求祢的旨意，我們看見基督成形在我們

裏面，到一個地步祂能表現出來。我們為着這個目的禱告，求祢藉聖靈幫

助我們，讓我們明白在祢旨意中所做成的。求祢在我們裏面給我們裏面的

人剛強起來，我們的靈能明白祢的啟示，求祢藉聖靈來做成祢要做的工。

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有一首詩歌說「我們神的作為是在一個奧秘的道路上」。相信最能欣賞

這首詩歌的人應是使徒保羅。我們不只是讀一讀這首詩來了解事奉的奧秘，

乃是看見一個活的人，他是怎樣服事神的旨意，他就是那個奧秘事的管家。

最被驚訝的人就是保羅自己，他說：在眾使徒中，我是最小的一個，但是

神卻把這個奧秘給我，讓我來發表。神揀選了一個迫害教會、為自己教門

發熱心、罪人中的罪魁，把他轉變成為耶穌的愛奴。耶穌好像從高天臨到

他，向保羅啟示祂自己；他真是非常非常的驚訝。然而，神在那段時間，

把祂自己心裏面的奧秘向這個最不可能的人啟示。我們毫無疑問的看得出

來，在保羅一生的事奉中，他實在愛他的主耶穌。在他追求認識中，他不

斷地被他的主、祂的偉大、祂的能力所驚訝、所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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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的教會 

加拉太的教會是保羅在第一次巡迴佈道時結的果子。在他第一次佈道的

時候，他是怎麼做呢？每一次他到一個地方，都先找猶太人的會堂，在那

裏傳講福音。感謝主，每一次在會堂傳福音，總有一些猶太人信主。他一

直非常希奇，神也藉着這樣的機會讓福音向外邦人打開。他特別來到加拉

太地區，就是在偶像的黑暗權勢底下之處。他去到一個外邦人的小城裏時，

在那裏行了一個神蹟，人以為他是希臘神話裏的神明；當他開口傳福音的

時候，那些外邦人就得救了。然後他繼續走遍當時加拉太省各地傳福音。

當他再次訪問那些教會的時候，看見基督的生命在那些人中迅速地成長。

在其中比較有長進的一些弟兄，有聖靈印證他們，保羅就在他們中間設立

長老。 

保羅的第二次巡迴佈道是帶着西拉，那次旅程中，他找到另外一個年輕

人，叫做提摩太的。這個年輕人得救了，而且得神恩賜，會教導，各人也

看見基督的生命從這年輕人身上發表出來；保羅就揀選他作為同工，為神

的僕人，去建立教會。 

使徒們可以撒種，可以澆灌，但是叫他們生長的乃是神。因為耶穌說，

我要建立我的教會。所以保羅在第二次巡迴佈道的時候，他看見加拉太的

眾教會在神的帶領下奇妙地成長。但是，猶太教的基督徒隨後也來了，他

們向外邦人的基督徒說：你們要受割禮。保羅寫這封信主要的目的是警告

他們，叫他們不要聽從猶太教的基督徒，猶太教的基督徒傳的福音跟保羅

傳的福音是兩碼事。此後保羅傳道的時候，就強調我們在基督裏已經完全

了。你們也在基督裏得自由了，不要回到那些捆綁人的律法去；因為你們

已經認識了在神恩典中的自由。人得着神的恩典是藉簡單的信心，神也把

聖靈賜給他們。所以保羅要求基督徒要在神面前站立得穩。 

如果他們的心趨向律法，律法就會成為他們的捆綁。如果靠着行為得救，

行為也會把他們的信心腐蝕掉。如果靠着宗教的傳統，信心的恩典就要犧

牲掉。所以保羅心裏面一直有一個負擔，不但要讓耶穌基督活潑的生命在

神兒女裏面能成長，也盼望這個生命能夠在教會中長大。他對以弗所教會

的長老說：你們要牧養你們的群羊；要謹慎儆醒，不要讓外面的狼跑到教

會來，把神的工作破壞掉。 

因為教會的建立是根據基督的生命；我們不是說，只需要讓生命自動成

長就是了。很多人傳講神的恩典，說：基督徒是靠着恩典得救的，完全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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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所以在成長上不需要任何人的糾正，也不需要去管教，因為都是恩

典。 

今天在神的僕人中，不少是沒有十字架的。我們尋找神的僕人，如何尋

找？我們會找那些看起來瀟灑，會講話，有能力的。但是他們一切的能力、

口才，都是他天然的東西，簡單說就是照着他的本相。最近出了一個大事，

去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一所非常大的教堂關門了。那教堂有一個非常著名

的大牧師，人公認這個牧師是最棒的，非常有口才。教會辭退他的時候，

並沒有說他犯罪，只說他非常的狂，愛罵人，受不了他。當這牧師成名的

時候，被放在至高的位置上，好像他是神了。他們喜歡聽他講些悅耳的演

講，但是他個人的品格怎麼樣，沒有人覺得要緊。結果這上千人的大教堂

關門了。你看見這個光景，會覺得非常羞恥。 

我們知道這個時代，很多地方最受歡迎的福音是不帶十字架的福音，他

們在傳成功神學，講述怎麼有一個蒙神祝福的生活；但是這種福音不是保

羅所傳的福音。保羅在這裏說得很清楚，我在你們當中的時候，已把耶穌

基督釘十字架活畫在你們眼前。在聖經裏，那裏能找到沒有十字架的恩典？ 

神對祂僕人的修剪建造 

我們常常喜歡說：讓生命自然地成長嘛。主耶穌講那個葡萄樹的故事時，

說葡萄樹必須修剪，否則就變成野葡萄了。主是那個修葡萄樹的人，葡萄

樹被修剪才能結出更多的果子。所以保羅在這裏傳的這個啟示的福音，乃

是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我們這些傳神旨意的人，必須允許神不斷地來對付

我們，訓練我們，把我們帶到己的終點；把我們身上所有的己生命、所有

的罪、所有肉體的東西帶到終點。我們可以從神怎麼對付保羅的見證看得

出來。神沒有辦法用他，直到有一天他對他一生所有的成就、所有誇口的

能看作糞土。神把他帶到一個地步，在他的生命中只有一個追求，就是為

祂而活。 

所以你能夠看得出來，一個神的僕人在被神建造的時候，有很多隱藏的

訓練。神今天呼召我們作祂的僕人，不是說神有一些工作沒有人做，要我

們來幫祂忙。神真正要的是長成的兒子。神造亞當的時候不是因為祂的園

子需要一個園丁。神不是在第六天看見祂的園子青草長得那麼旺，需要有

人來管理，所以造了亞當；神老早做了吃草的動物，能把這些事情解決。

神真正想要的是兒子。神在那個園中真正要找的是一個可以對話的人。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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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之苦 

在神造人的時候，在人的身上定規了一個偉大的目標、旨意，這把我們

帶到加拉太書第四章十九節：「我小子啊，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

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為甚麼保羅還要受生產之苦呢？他用的一個字

是指母親懷孕生孩子時的陣痛。沒有一個母親在孩子已經長到十六歲了，

還要受生產之苦。但保羅說，我還要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在他第一次巡

迴佈道的時候，他已經為他們受了生產之苦，把福音傳給他們，他們得救

有了生命。但現在這些已經在長大的基督徒，保羅要為他們再受生產之苦，

讓這些孩子能長到成熟的兒子。 

誰懂這些話呢？你的孩子已十六歲了，你還得為他們受很多的苦。我們

要懂保羅話語中的歷史，要進到整卷書裏，仔細地摸他講這些話的背景感

覺。在第三章，他說到一個兒子名份的觀念：「但這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

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這樣，律

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裏，使我們因信稱義。但這因信得

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

穌都是神的兒子。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

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

了。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三23-29） 

兒子的名分 

第四章四至五節：「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祂的兒子，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着兒子的名分。」

中文聖經翻譯的「得着兒子的名分」，原文的意思是從收養的兒子得到兒

子的名份。當我們信主得救的時候，我們被神收養為祂的兒子。我必須把

這個概念跟大家解釋一下。從收養的兒子然後變成兒子是甚麼意思？ 

下文是說到這個兒子的地位。這裏完全是羅馬人的文化，他們有一個辭

彙叫「兒子的地位」。這個事情只有在那些非常有錢和地位的家族中才會

發生。在那個時代，一個重要的人物，家財萬貫，要把財產傳給兒子，但

是看見他們的富二代都不成；他就開始放眼去看，在親戚朋友中，甚至在

奴隸中，尋找可以承擔兒子名份的人。若找到了，就高價將他買來收養，

給他改名換姓，成為他家裏真正的兒子。在羅馬歷史裏，凱撒要找一個繼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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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的時候，看看他的兒子都不像樣，便找一個義子，把他變成下一個凱

撒。他找到他的外甥，名叫奧古斯丁，他出高價把外甥買回來，為他改姓，

跟該撒同一個姓，他就變成第二個凱撒皇帝。這是一個非常榮耀的事情；

因為如果你得到兒子的名份，就保證你有這個家產。今天，不管中國人、

美國人，講到義子，是收養的不是親生的，地位是不一樣的。但在羅馬這

個環境裏，當說到兒子的名份的時候，是一個崇高的地位，超過他自己生

的兒子。 

今天我們講到神永遠的旨意。希伯來書第二章說，耶穌降生成人，比天

使微小一點，為人受了極大的苦難，然後祂被父神升為至高，超過萬民之

上。二章九至十節：「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祂因着

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

的兒子進榮耀裏去。」神的兒子降世為人，當祂上升的時候，祂是人類中

第一個進入榮耀的。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說祂是初熟的果子，是第一個復活

的；我們隨後復活，進到榮耀，就是許多的眾子進到榮耀裏。這一個是在

神裏面的一個旨意。 

不但神的兒子要得到榮耀，而且耶穌要領許多的兒子一同進到榮耀裏去。

那個時候，祂就得着一個榮耀的新婦。加拉太書第四章告訴我們，我們藉

着這個偉大的救恩得着兒子的名份。四章六至七節：「你們既為兒子，神

就差祂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見，從此以後，你

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着神為後嗣。」這叫做奇異恩典。 

對於外邦人來說，這簡直是好得不敢相信。但是對於那些生來是猶太人

的人，他們對這句話是不能理解的，因為他們本來就認為自己是亞伯拉罕

的子孫。他們認為他們有神的產業，外邦人沒有。猶太教的基督徒便對信

主的外邦人說：你得救了還不夠，如果你要做神的後嗣，有份於神的產業，

還要受割禮。聽起來蠻有道理的。但是保羅說，你已經得着了兒子的名份，

不需要受割禮了。所以我們知道保羅這個奧秘職事的責任，乃是把神兒子

的名份的奧秘解釋給他們聽。 

第三章二十六至二十七節：「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這裏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都

是一同作兒子。在以弗所書第三章六節，保羅說他對外邦人有一個特殊的

啟示，是耶穌把這個啟示給他的。這一個特別的啟示，「就是外邦人在基

督耶穌裏，藉着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保羅說，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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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猶太人嗎？是亞伯拉罕的後嗣嗎？我也是。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靠

着信心，跟你一樣，並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這些外邦人不但已經同為後

嗣，而且同蒙應許，同為一體。沒有一個所謂錫安主義的身體，或一個外

邦人的身體。猶太人怎麼靠着福音得救、成為主的身體，同樣外邦人一模

一樣，也是經過耶穌基督的救贖，得救成為主的身體。 

因為「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着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

為一體，同蒙應許」，所以保羅怎麼也不讓猶太教的基督徒攪擾外邦人。

因信耶穌基督，讓外邦人也好，猶太人也好，都有一樣的地位；猶太人肯

定心裏不舒服，認為這些外邦人把他們的產業奪走了一部分：我是但支派

的，你們這些外邦人取了我的東西。他們把神看得太小了，神的產業太大

了。 

兒子與奴僕 

感謝主，我們站在一個很希奇的地位。在這個地位上，我們是兒子，也

同時是僕人；但加拉太書說，你們是兒子，不再是奴僕了，是因着福音而

有的地位。你是僕人，還是兒子呢？我們都願意作兒子，別人做奴僕來服

事我們；我是神的兒子，我不服事神，是神來服事我。今天很多基督徒就

是這個態度，要神來服事我。但是不要忘記，我們同時是兒子也是僕人。

怎麼在腦袋裏搞清楚這並存而不相同的地位？唯一的榜樣就是看耶穌。祂

是兒子嗎？祂是完美的兒子。祂是僕人嗎？祂是完美的僕人。一個完美的

僕人必須是一個完美的兒子，一個完美的兒子也必須是父的好僕人。我們

不完美，但我們也是僕人。如果我們服事得好，證明我們是神的兒子。如

果我們是兒子，那麼我們因為愛父，會盡力來服事祂。我們對這件事必須

有清楚的概念。 

和祂一同受苦 

因為我們是僕人，又是兒子，所以要受很多的苦。這次聚會沒有人講羅

馬書，那我講一點，保羅說：「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既

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祂一同

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羅八16-17）你如果作神的兒子，就必須

與耶穌一同受苦。神的兒子耶穌來到地上，因着我們的緣故受了極大的痛

苦。這裏我們必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解：我們是神的兒女，神必須對付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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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天然的肉體。保羅自己見證說，因為他的啟示很大，神就在他肉身上

給他一個刺，讓他不驕傲。不僅是讓他不驕傲而已，更進一步的，因為他

是神的兒子，所以神在他身上加了這根刺。因為他這樣地受苦，就能幫助

那些在苦難中的人。在他這極大的痛苦裏，神讓他學曉一個極大的功課：

神的能力是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這一課學費值一百萬。我們要作神

的僕人，常常會發現神把我們帶到一個軟弱的光景中去，在這個軟弱裏，

神把祂的能力從我們的軟弱裏顯出來，我們現在所摸到的這個領域是一個

軟弱的領域。 

這裏講的受苦，指的不單是為我們個人的罪所受的苦，常常也是為別人

的緣故而受苦。這是兒子要學的功課。因為兒子已經認識了神更高的旨意。

他為了達到神的旨意完成，願意與基督一同受苦，讓別人得福。這就是加

拉太書所說的，我再次為你們受生產之苦。保羅這個受苦不是為他個人，

乃是為着整個加拉太的眾教會。他不單在加拉太書告訴我們這些事，在其

他書信也告訴我們同樣的經歷。腓立比書第一章，他說：與主同在好的無

比，但是為了你們的緣故，我願意留下來；對我個人來講，我見主更好，

但是我想到你們，為你們的緣故，我繼續在地上受苦，讓你們得益處。在

歌羅西書，他說：我要受苦來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我現在監牢裏，在爭

戰、鬥爭、鬥拳，是要你們進入完整。 

如果保羅只是為自己能夠活得舒服一點，他不需要受這些苦的。他可以

住在大數，找個漂亮的地方，在那裏寫作。他逍遙的生活，一點問題也沒

有。他旅行佈道是為了教會。 

保羅心裏面作難 

為着加拉太的眾教會，保羅裏面有一個很重的負擔，但為甚麼他說我心

中作難呢？四章二十節：「我巴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裏，改換口氣，因我為

你們心裏作難。」回頭看兩節，就知道他作難原因何在。這些聖徒們，因

為耶穌基督兒子的靈進入他們裏面，所以他們禱告可以呼求阿爸父。第九

節：「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他到底說甚麼？

因為救恩，我們認識神，基督在我們裏面。現在是神也認識你為祂的兒子，

祂開始在你裏面作工，讓基督成形在你裏面。然後保羅責問他們：「怎麼

還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情願再給它作奴僕呢？」即他們出現從恩典

中墜落的現象。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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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我們有這個大毛病。我們的生命在基督裏面成

長，來到屬靈的中年危機。這個時候，恩典已經藏了很多，好像所有的高

潮已經過去了，從絢爛進入平凡；我聚會了多年，開始變得無聊了；這個

座位變得好硬，我需要一些新的。個人是如此，連團體（教會）也來到同

樣的地步；就在他們快要進入這一個成熟的兒子的身量時，危機就來了。

這個時候，耐不住無聊，要找新的刺激。這個時候，基督徒就容易從恩典

中墜落，他們就去尋找一些代替品。以致他們逐漸的墜落。 

我認識一個姊妹，她曾經非常愛主，也成長得非常好。但是有一天聽見

一位著名的牧師講道，講到「聖靈的笑」，然後就開始發一些奇怪的聲音，

哈哈地笑，笑個不停；她就去追求這古怪的經歷，搞了五年。她本來好好

的，但因為這個怪異的教訓進來，就把她的路帶錯了。有一些人追求去一

些教義的東西，有一些人專門攻末世的預言，要不然就是開始攻擊某一個

教派，或者某一個說法，變成該走的路沒有走，多管閒事。 

所以保羅在這裏就跟他們講道理：你們外邦人沒有信主以前，都是拜偶

像的；今天你們得救了，走得好好的，突然又墜落了，去追求這些律法上

的繁文縟節，這和拜偶像沒有區別。你們已經嘗到屬靈的實際，今天卻開

倒車，跑到虛幻裏去。所以保羅說，我心裏為你們作難。 

在第三章，保羅說：你們是不是被迷惑了？保羅那些年在他們中間傳道

的時候，把基督活畫在他們面前，而且把他自己的經歷擺在他們面前。這

樣，你們既然認識這位釘十字架的耶穌，現在怎麼變了呢？ 

同時這裏也告訴他們，我們是已經有了兒子的靈在裏面，我們要好好追

求長大，成為兒子，但現在竟然跑到另外一條路上去了。保羅把榮耀的未

來顯示給他們看，這是何等榮耀的啟示。雖然你們原來是外邦人，但今天

有份於這個榮耀的兒子。這裏說到聖靈興起環境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我們

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所以保羅非常的作難：你們本來走得好好的，方向正

確，追求對的，但今天忽然間開倒車，跑到律法的字句、節期，跟拜偶像

沒有兩樣的事情中去了。 

擴闊負擔 

第五章一節，保羅鼓勵他們說：「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我要讓大家看的是這個。一

個很好的指示就是我們好好地長進；就是我們有一個負擔，願意看見我們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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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成人，得着兒子的名份。保羅不以他們僅僅得救為滿足。他的負擔不

但要他們得救，而且要他們的生命長大成人，讓基督的見證可以從身上發

表出來。 

對每一個神的僕人來說，這個目標是個非常嚴肅的目標。你有沒有這樣

的一個寬闊的負擔呢？你有沒有看見主願意所有聖徒都能夠進入這個成長

的事實呢？你如果在教會中只看見少數的幾個人達到成熟的地步，其他大

部分人都是在幼稚的光景，你不傷心嗎？今晚我要是問，誰有這樣的負擔

呢？你要有這樣的負擔，你必須讓神把你的心胸打開，能有更大的負擔，

就是神的負擔。實際上，我們許多人的負擔是為自己；跟自己有關係的，

比較有負擔；至於其他弟兄姊妹，與我何干？我們必須讓神的手在我們裏

面做深入的工作，把我們裏面的負擔擴大，從我們個人擴大到所有神的兒

女。 

我們今天已經來到末後的時代了，主在準備祂的新婦。那麼，這個懷孕

的婦人在哪裏呢？願基督可以成形在我們裏面。保羅不僅是用他的生命來

服事主，他在這裏把基督的心表明出來。我不希望看見我們對今天的屬靈

光景感到滿足。我們今天的光景實在不能讓我們的主回來迎接祂的新婦。

我相信在我們中間，有一些弟兄姊妹，願意在神的面前承擔這個負擔。 

最後我講一個故事。不久前，我讀了關於莫拉維亞弟兄們的復興，看神

用這些弟兄們怎麼帶進復興。這是發生在十八世紀的德國。其中一個小的

故事：有一個年輕人，名親岑多夫，出生於1700年一個貴族家庭。當他二

十歲，得了非常大的遺產。那時四周的基督徒因受逼迫而逃到他那裏，有

的從捷克來，有的從波蘭來，有的從瑞士來，也有從法國來，當時天主教

逼迫這些人，所以他們逃離他們的本地。這個二十歲的年輕人非常愛主，

收容這些難民。這樣過了七年，他27歲的時候，有300多個難民住在他的

地方，各有各的宗派，各有各的語言和種族，每天在吵架，讓他煩惱。基

督徒合一的見證在哪裏？最後吵得不可開交。他就必把這一群人招聚在一

起，向他們說：今天能夠真正拯救我們的是耶穌基督的傷口。講了兩個小

時，結束前向他們認罪，說：請你們原諒我，因為我造成你們現在的四分

五裂。然後他拿起毛巾，流着淚，為這三百多人一一洗腳。那天，聖靈澆

灌他們。他們紀念那個日子，叫新莫拉維亞五旬節。如果沒有這個經歷，

他們就四分五裂，沒有希望了。但是因為這個年輕愛主的弟兄，他不願意

看見這群人四分五裂，這一個動作就帶下聖靈的澆灌。他寫了一首非常著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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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詩歌：「在基督的愛裏我們是一家」。 

過了一個禮拜，他開始了一個偉大的禱告會；這個禱告會是一天二十四

小時，一年三百六十天，持續了一百年。在我們今天這個世代，有年輕的

親岑多夫這樣的弟兄嗎？神的兒女心裏面能夠為着這個時代的有負擔嗎？

所以你有這個負擔，你就會從聖靈得着一個心，願意付生產之苦來看見神

的見證。如果這件事情能夠在這個時候出現，主一定第二次來。求主把這

個大的心賜給我們。 

禱告 

天父，我們來到祢面前，奉主耶穌的名禱告，因為知道我們主耶穌正為

我們每一個代求，叫我們按着祢的旨意來做祢的事。主啊，我們裏面為着

祢的百姓有這樣的負擔，願意看見基督成形在我們的教會中，在每一個年

輕人、年長的人裏面，這件事只有聖靈可以成就。我們為這件事來做一個

代禱的人。在這個末世，願祢的憐憫臨到我們，幫助我們。我們奉主耶穌

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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