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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腓立比書

3：10） 

神給我們這段經文，要我們學習什麼？得著什麼？使我們認識耶穌，曉得祂復活的大能，我們

才能與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大能是什麼樣的呢? 

因著信神顯能力 

「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弗所書 1:19-20） 

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裡復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這

裡講，祂向我們這信的人，這「信」是現代式，不是說「我本來就是信基督的，我本來就是信

耶穌的。」你是信耶穌的， 但你不見得知道， 祂向你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這個時刻， 我

信祂、依靠祂。 

在聖經裡面， 這個現代式「信」都是帶著一個有行為的、有動作的。因著信，我就伸出手去摸

他，因著信，我就接受祂給我的環境。聖經裡講的「信」都是指著信靠、信從。我因著信， 我

就依靠祂；因著信， 我就順從祂。是帶著一個動作，而不隻是一個頭腦裡的信耶穌是神，可生

活裡卻看不見耶穌是神。 

如果耶穌是神，為什麼你現在的生活會是這樣的？為什麼你的想法、價值觀會是這樣？這裡

講，祂向那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我現在因著信，我伸出一個動作，也許人家看

不見，我裡面已經伸出一個動作。就像我們在聖經裡講的，那些看見耶穌，因著信的，耶穌叫

他伸出手來，他就伸出那不可能的枯干的手。他因著信，耶穌叫他起來，一個不可能的情況

下，他就起來，因著信，就順從、信從祂。 

神要向這樣的人顯出何等浩大的能力來。這是什麼樣的能力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

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耶穌已經死了三天了，三天的尸體是已經完全的冰冷，可是神藉

著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過來，而且使他升到天上，叫他在天上坐在

父神的右邊。這麼大的能力呢！神說：要運行在那些現在，就在這個時刻，在你不可能的環境

裡面，你願意在不可能的環境裡面你願意聽祂的話，你來順從地跳起來，順從地伸出去。 

 

為主受苦神憐憫 

在腓立比書第三章， 神告訴我們：叫我們曉得祂復活的大能，這大能是藉著你在生活裡常常操

練親近祂，順從祂，你就常常經歷歷這大能，越認識這復活的大能，你就越願意跟祂一同受

苦，效法祂的死。 



《沒藥山》是胡正慶的傳記。他是一個傳道人，這個弟兄在他同輩的人裡面講道，是沒有氣

魄、行事沒有骨氣的人。可是，他就因為跟隨羔羊的腳蹤，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見証。他為著

神，為著信仰被關到牢裡去。有一天，上面宣布說：“經決定，要遠離溫暖的南方…”話還沒

說完，兩千多個犯人頭垂得很低、很低，嗚咽哭泣。因為遠離這麼溫暖的南方家鄉，他們真覺

得非常痛苦。 

可是，這個傳道人說，他的心靈又再一次清楚地響起去年主跟他說的話：“我要差你遠遠地往

外邦人那裡去。”旁邊的那些犯人發現這身材瘦小的人與眾不同，他高抬著頭，滿面笑容，讓

人家覺得，他好像不是去服刑，倒好像去做官享樂一樣。 

有些人就懷疑說，他是不是傷心過度、精神錯亂。那些經歷耶穌復活大能的人是世所人無法體

會的。他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別人是犯罪或受人陷害被送去的，但是他卻是為義受苦。而且

在他要去之前，神已經預先告訴他了：“我要差你遠遠往外邦人那裡去。”所以，他去那邊是

奉神的命而去的，是甘心樂意的，要去為主作美好的見証。 

神與他同在，別人怎麼能知道他內心喜樂的秘密呢？別人垂頭尚氣，去那裡感覺要完蛋了。可

是，他卻是奉萬王之王的命令而去。結果，他到那裡去了，神就藉著他，帶領人一個一個信

主。到後來，他所帶領的人該信的就信了，有的就是不信。當到了一個地步，好像再也沒有人

肯接受他傳的福音的時候，神定規的安排就又一次來到了，神要預定的得救的人藉著他所傳的

已經得救了，已經都不會有人要信主的時候，就是第二年三月，審判書就下來了。改判書上面

寫著：“撤銷原判，釋放回家！” 

弟兄姐妹，你會發現，這位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祂掌權，特別是在那些肯順服祂，肯與祂

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的人身上，神就彰顯他復活的大能。這位傳道人莫名其妙地被釋放回

家。回家的時候，主知道他裡面的受苦還沒有完畢。為什麼呢？有一位很愛他的屬靈的姐妹，

每天流淚跟主苦求禱告說：“主啊，你讓我那苦難的弟弟回來吧，哪怕隻見一面也好。”主就

聽了她的禱告，胡順慶就很奇妙的被釋放回家。 

弟兄姐妹，你有沒有發現，都是那些聖徒的禱告在掌管一切。你一直跟神聯合，在祂裡面禱

告。你就會發現，是神藉著聖徒的禱告來管理這個世界。一國的興與衰、勝與敗都在乎聖徒們

在禱告中與神一同執掌王權在這個地上。這個傳道人常常就是甘心樂意的，人家都是希望快一

點釋放回家，他常常說，他願意加刑，因為他說：“我就是為耶穌而來的。”因為每一個要去

的地方，他都知道是耶穌叫他去的。 

可是，他也會遇到沒辦法再支撐下去的時候。有一次建發電廠的水壩，他們吃得很少，卻要扛

很重的石頭、黃泥。他的體力一直透支，到一個地步，所有精力都消耗殆盡，他耳鳴、眼花，

全身癱瘓，每走一步路，都付上很艱辛的代價，何況還有這麼沉重的工作。 

有一天，他面對大江，跪在沙石上面仰起頭來，向天忽然大聲呼道：“神啊，這世界的味道我

都嘗盡了，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不要再嘗了。”他呼求的時候，他的聲音就在山谷中回

響，父神就聽到祂兒女的聲音。不久，這個地區就連降九天九夜的暴雨，洪水從上游崩騰下

來，所有的工作都必須停止，他們所砌的石頭都被沖掉了。 

洪水過後，他們又繼續搶班工作，過沒幾天，第二場的暴雨又來了，比前一次還要厲害。一共

下了十四晝夜，工地上的石頭、材料都被沖得無影無蹤。結果只好停止建造大壩。神就是這麼



奇妙，神的兒女一直在順服神，他在筋疲力盡的時候，向神呼求，大壩就沒辦法再建造，神可

以來管理這一切。 

教導孩子作榜樣 

一個順服神的人帶著多大的能力啊！神敞開天窗，把大水一直降下來。一直到九年以後，他們

才有辦法開始建這個水壩，就因著胡正慶弟兄的禱告，主可以做這麼奇妙的事情。這位胡弟兄

雖然沒有什麼恩賜，看起平凡，可是，他是一個常常禱告、一直禱告的人。他禱告時常常想

到，耶穌為我們死，我們要為祂活，要與祂一同受苦。胡弟兄就是這樣一個人，神就藉著他帶

領許許多多人信主，後來他也被釋放回家。他在去世之前，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寫著：「耶穌為

我嘗死味，耶穌為我被神棄。」所以，他一生為耶穌，被關三次，關了二十幾年，沒有辦法照

顧他的兒女。他被釋放回家的短暫時間，他太太懷孕，十個月，孩子一生出來，一個月不到，

他又被關。所以，他都沒有辦法去照顧，可是神使他的孩子這麼愛他父親。 

我勉勵弟兄姐妹，你不是花很多時間在你孩子身上，而在乎用你生命的榜樣來教導他，他就會

尊敬你，孝順你。我覺得，作父母的讀一些教養孩童的書，整個心就是愛孩子，一直與他在一

起。最重要要的是，這個寫書的人是不是很認識神，他寫的是不是世人的辦法。 

其實，花很多時間跟孩子在一起，你帶給他的也許會是更多的傷害。你常跟他一起，就會發脾

氣，你的老自己每一次發作，都會帶給他傷害。可是，一個做父母的愛神、敬畏神，盡管他為

神的國度奔波，甚至被關在監牢，他的兒女仍愛他、孝順他，而且會跟隨他的腳蹤。胡正慶的

兒女一直到第四代都非常的愛主。 

他在晚年的時候，請一位弟兄記下他的三條遺囑：１、主的工人啊，多親近神，少親近人。

２、青年基督徒啊，願你過好禱告的生活。只要你禱告的生活過好，你的屬天的道路就可以跑

得好。不是你查了多少聖經、聽了多少道、禱告了多少、信主幾十年，而是要把你禱告生活過

好。３、做父母的啊，每天帶領你的孩子讀一、兩節聖經。他的一生就是這樣為神擺上，神復

活大能實在在他身上一直彰顯。許多不敢承認主名的，反而身體有各種病和很多痛苦，而且很

快去世。可是胡順慶反而很有力量，這是基督復活的大能。 

書中講到王則堂弟兄，他也是為教會的復興禱告特別有負擔。他很窮，沒有鞋穿，就一直赤著

腳走路。他常禱告的地方，被膝蓋跪出了兩個洞。他每一年的農歷臘月二十七、二十八，都要

到山上去禁食禱告，直到正月初二、初三才下來。 

有一次天氣很冷很冷，竟然有一隻野獸就俯在他的身邊給他取暖，我們的神太偉大、太奇妙

了。當有人願意來為祂的國度禱告，願意與基督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神競然能夠差遣一隻

動物來為他效力，一隻野獸來俯在他的身邊給他取暖。 

有一次他很想吃魚，他就跟神禱告，當他走到河塘的時候，有三條魚向他游來，他就看見旁邊

的人正在打漁，他就要向借漁具，那個人說：“我來幫你捉吧！”當那個人一走來，魚就游

開，那個人沒辦法，只好離開，等那個人離開了，魚又向這個王弟兄游過來。他就用手抓住，

每一條都是好幾斤重的大魚。 



弟兄姐妹，我們與基督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但是，神可以叫萬事萬物都來為你效力。連他

自己想要吃的東西，神都可以叫魚自己乖乖地游過來。所以，神就是藉著這裡一個、那裡一個

的聖徒，藉著他們的禱告， 因為被逼迫，火都快要熄滅的教會，又一點一滴地燃起來。 

神藉著胡順慶弟兄拿著禱告墊，整夜在那裡禱告，神的喜樂充滿他，他知道，神已經聽了他的

禱告了。然后，他就常常指著東方、西方、南方、北方為這一帶的人禱告。後來，他所禱告的

那些地區，聖靈就一直做工，信徒就一直復興起來。 

 

耶穌復活能力大 

耶穌成了第一個初熟的果子。我們要曉得祂復活的大能，可是，復活必須先經過死，才會復

活。耶穌的肉身在十字架上死亡，就好像一粒麥子的殼脫落，然後從殼裡面，就衝出一個復活

的新生命來。耶穌說，在末了所毀滅的就是死亡。祂藉著祂的死，來敗壞掌死權的，為著要釋

放那些一生怕死、做奴僕的人。 

一個人，從小就怕死、怕痛、怕苦。神的兒子來，就是藉著祂的死來告訴我們，在死亡、墳墓

的后面是復活的榮耀。祂藉著死，使祂的勝利達到完全的地步。所以，神的百姓不要害怕，祂

藉著祂的死，把祂的百姓從仇敵面前釋放出來了。 

你不需要一直害怕仇敵來傷害你，一切會壓制我們的和我們所怕的，其實都沒有力量來傷害我

們。因為他們都是一個幻像，真正的魔軍在曠野、在客西馬尼園、在十字架上，在墳墓裡面被

耶穌克服了。耶穌在曠野勝過仇敵的試探，使我們知道我們面臨一切的試探都是可以得勝，包

括肉體飢餓的試探、世界的榮耀，這些耶穌都已得勝，耶穌在曠野已經得勝了那個試探的魔

軍。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也得勝了那個仇敵，仇敵會叫他「你現在不要順服神就可以做王。你不需要

死，你上十字架的死太苦了。」可是，耶穌在客西馬尼園得勝。耶穌在十字架上已得勝。這一

切控告我們、轄制我們的律法，那一切的咒詛，耶穌都勝了。耶穌在墳墓裡面得勝了死亡的權

勢和毒鉤。 

耶穌要釋放我們，今天，我們神的兒女也要像耶穌一樣，從地上的束縛捆綁中、從我們的罪惡

中、從我們的天然的習性中，從懶惰、害怕、沮尚、疑惑，我們的爭競、忌妒，從這一切會阻

擋這復活的生命的事物中，我們要衝出來。我們要像一粒麥子的殼脫落。 

這就是耶穌為什麼說，一粒麥子若不是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永遠隻有那一粒，可憐的

生命、貧窮的生命。這一粒麥子願意死了，你就可以結出許多子粒來。你這一粒麥子一定要願

意埋下去，埋在黑暗裡面，沒有人看見，很孤單的環境裡面，好像整個被埋沒的環境裡面，你

願意死了，神讓那個殼脫落，你就可以一直的長出來。耶穌在我們裡面，那個復活的生命就可

以衝出來。 

所以，主耶穌叫我們不要在墳墓旁邊繼續站在那裡哭：「誰把我的神挪去了？」 你不要在那裡

哭，你要進到陽光裡面，來會見這位復活的主。如果我們願意這樣與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



死，我們願意向老自己死，與主同死，我們就會認識他復活的大能，會認識復活所帶來的狂

喜。 

一同受苦效法主 

一位姐妹見証她順服主，禮拜天，主跟她講，禮拜一，她的代禱勇士就請我們為她禱告，她說

神要她禁食二十一天，她禮拜一剛好七天滿了，可以開始吃東西了，有時候你到最後一天，好

像開始可以解脫，突然又「不可以解脫的，再來十四天。」那個日子滿不容易的。 

我們會有點覺得她好可憐，主怎麼對她這樣？在一個人身上發的命令都有他的目的在，可是等

到二十一天禁食完了以後，才知道神不是要苦待她，神給她很大的祝福。神給她的是何等大的

祝福，二十一天帶來的祝福是那麼多的光照、悔改，那就是指你的殼一直脫落，使神復活的大

能才能衝出來，從你復活的生命中衝出來。 

這二十一天禁食之後，他沒有辦法為自己的享受而活。沒有辦法為自己而活，就是要為他的國

度而活。你與主一同死以後，你就越發現死所帶來的復活喜樂是何等大，你就更不怕死，當你

越怕受苦，越怕死，你就越軟弱，談不到任何復活的大能，永遠隻是一粒麥子。 

在荒漠甘泉裡面有講到說：一個人有一個蛾，蛾繭構造很奇妙，一頭是一條細管，另外一頭是

一個球型的囊。據生物學家說：蛾在作繭的時候，它的翅膀是萎縮的不發達，當它要脫離繭的

時候，它必須要經過一番掙扎。它身體中的體汁才能流到它的翅膀裡面去，它的兩個翅膀才能

有力量飛翔在空中。有一天，他看見蛾開始活動了。整個早晨，他忍耐著看著它奮鬥掙扎，還

是沒有絲毫的前進。看這個蟲是不可能出來了，最後，他的耐心破產了。他想：「我比造物主

更智慧，更有慈愛。我決意要幫它一下。」怎麼幫呢？就用小剪刀把繭上的絲剪得薄一點，這

樣，它就不用背負這麼重、這麼厚的絲，剪薄一點它就可以衝出來。剪薄一點，它果然就很快

容易爬出來了。爬出來后，身體卻反常的臃腫，翅膀反常的萎縮，只爬幾下就很痛苦地死掉

了。他就發現自己的智慧和慈愛反害了它，一個發育沒有完全的蛾，就被他強迫地流產了。 

弟兄姐妹，神藉著大自然的昆蟲，是要向我們說：「你要死裡復活，你需要經過掙扎、痛苦、

奮鬥。」然後，這樣生命的路才會在你身上展現，才會有一個真實的變化，一個復活的、美麗

的生命才在你身上。我們要曉得祂復活的大能，我們需要願意與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你

因與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你就更曉得祂復活的大能。當你越看見他復活的大能，就越願

意與祂一同受苦，願意效法祂的死。這是一個螺旋向上的循環。 

豈能一日而生？民豈能一時而產？因為錫安一劬勞，便生下兒女，這樣的事，誰曾聽見？誰曾

看見呢？（以賽亞書 66：8-9） 

耶和華說，我既使她臨產，豈不使她生產呢？你的神說，我既使她生產，豈能使她閉胎不生

呢？這裡說，錫安一劬勞便生下兒女。如果你花點錢去買一個很漂亮的洋娃娃，會眨眼睛，也

會笑也會哭，會說話的洋娃娃，可是那跟你懷胎九個月經過疲勞、痛苦、然後再經過你的生產

的痛苦所生的孩子能不能比？沒有一個洋娃娃可以跟這個可愛的孩子比，那是經過你的劬勞。 

你知道，懷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的婦女懷孕，吐了不知多少個月，有的都吃不下，吃什

麼，吐什麼，有的腳會腫，有的有並發症，這是一個很大的劬勞，而生產是一個更大的痛苦。

錫安一劬勞就生下兒女。神藉著這一切，是要讓我們知道，你要獲得新生命，是需要劬勞的。 



當教會受最大苦難的時候，也正是孕育最多生命的時候。神就是要讓祂的兒女被鞭打、被受苦

刑。可是藉著這麼多的兒女與耶穌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基督徒人數的增長是歷世歷代以來

從來沒有的。所以，每一個神兒女的痛苦都不是徒然的。在你看不見的靈界，有一個很大的能

力在醞釀著，經過死帶來復活。 

這一次冬令會，主作非常非常特別的工作。柯媽媽說她有五次沒來參加我們的特會了，這一次

來她發現，每一堂的敬拜都把大家帶到天堂寶座前，那麼榮耀。而且那麼多弟兄姐妹有很多很

多的見証。  

順服禁食得醫治 

在冬令會前，我講了一篇《禁食禱告》。有很多人過去沒有禁食的，現在開始禁食。有些人吃

飯時間，他沒吃就進房間禱告，聖靈就開始一直做工，一直做工。而且有人被神呼召，整個冬

令會全部禁食。有一個姐妹聽了那篇“禁食禱告”，會後她跟我講：“我很想整個冬令會都禁

食，可是我的胃只要一空就胃痛，那這麼多天會不會胃穿孔，胃潰瘍等等。” 

我說「不會的，你放心。」有人就是胃有毛病的，結果他禁食，因為禁食是在禱告，是在主的

同在裡，不是只是不吃，這跟世人的節食是不一樣的。我跟她講，我認識一個姐妹，以前在洛

杉磯，她胃也不好，神要她禁食四十天，她禁食了四十天後胃反而好起來了。冬令會完了，這

個姐妹告訴我：她真的實在感謝主，冬令會期間，她說思想有時候會覺得，會不會胃穿孔、胃

出血，因為過去肚子隻要一空就胃痛，那種害怕在裡面。她就只是每天早、中、晚喝一瓶飲

料，因為這是她第一次這樣禁。 

弟兄姐妹，神真的要釋放我們脫離一切的恐懼和害怕。她就每天早、中、晚喝一瓶飲料，她整

個的冬令會也不覺得餓，也不覺得軟弱，這一位神做得太奇妙在她身上。她說，以前她靈裡很

模糊，好像跟神之間都有一些障礙，等候神也有一些障礙，結果她冬令會五天的禁食，她覺得

跟神之間的障礙、模糊都出去了。 

從冬令會第一天開始，她說她裡面就產生很厭惡自己對神的不認真。以前，她想要更渴慕主，

就是渴慕不起來，想認真就認真不起來。可是，冬令會第一堂主就使她厭惡自己對神的不認

真，然後心裡就迫切地要神、渴慕神。更摸得到神，而且更靠近神。跟神之間的模糊、障礙都

不見了。 

她以前的靈覺很遲鈍，現在變得很敏銳。以前每次聽人家講釋放、喜樂啊，都不知道是什麼意

思，這個冬令會後她就真的知道什麼是釋放，真的是有這麼大的釋放、這麼大的喜樂。她整個

靈非常高昂，對小的事都變得很敏感。像她以前都覺得是先生不好、孩子不好，都是他們不

好。結果現在神讓她清醒過來，靈覺敏銳過來。神就讓她發現，自己對先生埋怨，對孩子講話

常常有血氣，對任何一個自己的動作、態度、說話就很敏銳。很清楚自己現在的光景，很小心

地活在神面前。還有最後一點，她說她以前來這裡這樣追求，一點一點學順服、謙卑、饒恕，

她已經可以比較接納婆家了。這次冬令會回來以後，她跟婆家之間是沒有一滴滴的芥蒂，是完

全地接納婆家、接納小姑，一個個都接納，沒有一絲絲的芥蒂。她太感謝主所做的。 

弟兄姐妹，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雖然我們也追求主、等候神，但是，如果我們願意與祂一同

受苦，效法祂的死。在我們身上真的都有蒙蔽，包括我自己，我還是幾乎天天都在為自己這個

禱告。如果我們願意在禁食禱告上來更多地付代價，你會發現，我們身上有很多的蒙蔽就脫



落。主在一段時間就會光照一些，一段時間就會光照一些。所以這樣的禁食，不僅是對她的益

處，而且是對整個冬令會，對神的國度都很大的益處。 

冬令特會顯神功 

我們問青少年今年的冬令會得著什麼，一個小弟兄就說，這次冬令會是所有裡面最好的一次。

一個小姐妹就說：“好多人來給我道歉，我的思想裡面就不必再去想他們的不好。”我們看見

他們以前，青少年裡面分成兩派，因為有的人比較自卑，就對有些人就會仇視，總是瞧不起那

些他認為他們長得比較帥，功課比較好的，覺得自己功課不好，長得不好。 

其實都不是。青少年每個都很帥。可是他們很容易有自卑感，可能他們從小被父母比較多貶損

的人，感覺自己都不好，都不如人。他們不知不覺就分成兩派，一派功課比較好，一派覺得自

己功課比較不好，可是，這次冬令會，他們就悔改，彼此認罪。 

我們基督徒的愛其實是用意志的，在意志裡愛。有個每次都很討厭他的弟兄對他說：“你愛我

嗎？”這個以前很討厭他的小弟兄說：“我也很愛你。”聽了好感動。半年來，我發現青少年

越變越乖，變得好可愛。以前就很可愛。現在真的更可愛。我們輔導他們，我們眼光一定要常

常看他們的可愛，他們才會越變越可愛。 

你的兒女、你的另一半，你要看他為可愛。看你的學生，你要看他可愛，看你的工作，你要看

它可愛，它就會越變越可愛。你每次看他討厭，他就越面目可憎。是你的思想一直爬出來在捆

綁它，使他成為一個面目可憎的人。我覺得，我們青少年都有這麼大的改變，是因為我們的禱

告會，禮拜六的禱告會，禮拜一的代禱勇士，一直在為這些青少年禱告。 

弟兄姐妹，你知道嗎？你們在這裡坐的每一個人多有福氣。你知道有一群人常常提名在為你們

每一個禱告。我們雖然沒有辦法花很多時間，去跟你一起吃飯，跟你一起相交，因為實在太多

人了，也外面的宣教服事太多了，也一直在訓練，更多人可以去關懷你們。但是，其實你們很

多事，牧師、傳道人都知道。 牧師傳道人都在為你們禱告。因為一個人沒有辦法面對這麼多

人，我們一直在訓練小家長、副小家長、代禱勇士。一直去關懷你們。 

弟兄姐妹一定不要覺得說一定要牧師來，來跟我吃飯，來探訪我，才叫作關懷我。不是的，因

為如果這樣，這個牧師早就死掉了。因為他沒有辦法這樣，如果他要去做這個，他也沒有辦法

好好仰望神。我發現有些弟兄姐妹，我都很關心他，可是他還是覺得我沒有去關懷他，好像別

人都沒有辦法取代我。就一定要我關懷他，才叫作牧師愛我，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你一定要知道，一個教會，人越來越多，如果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你想，我們每個晚上幾乎都

在聚會，很難得有一、兩個晚上沒有聚會的，我大部分就去探訪。可是你想，一年也探訪不

完，更何況很多時間還得在外地帶特會。  

過去，我們的青少年常常在聚會中，有的躺著、有的趴著。有的女孩子穿得袒胸露臂。有的男

的就摸著她們的肩膀，或抱著她的腰。這是這個世代的樣子。但是到今天，他們一個個都穿的

這麼好，又這麼規矩。以前，你跟他講話，他愛理不理，每一個都是那種很吊鋃鐺、盛氣凌人

的樣子。現在，他們都好可愛，跟他講話，他們都會回答。這就是有小孩子的樣式了，有問就

有答了。以前帶敬拜，帶敬拜的人在帶，他們嘴巴都不開的，就看著你，甚至他就坐著。可是



神可以做到這樣的地步，那是因為這麼多人付上禱告的代價。與耶穌一同受苦，在那為他們禱

告。 

當我不知道怎樣為你受苦，代禱就是與他一同受苦。因為代禱是花你的心思，花你的力量，但

是短暫的時間往往看不清果效。當我們在為青少年禱告，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幾乎不大

有什麼果效。果效很少很少。就一兩個比較被興起來，但看到別人帶的榜樣又下去，他們很容

易學壞，不容易學好。六個月下來，你可以看到這麼奇妙的工作。看見他們不再分派了，彼此

相愛。所有他們的改變都不是一篇道、一個講員可以改變的。那是禱告所帶出來的神的復活的

大能在他們的身上。 

 

弟兄姐妹，神的家多麼需要人來禱告。一個人如果真認識神，認識神的心意，認識神所要做的

事，他把神說的話當真的，這樣的人絕對不會去做一些一做就很大果效的事情。因為任何生命

的建造是需要時間、需要歷練。神藉著以賽亞書來呼召一批百姓。 

「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吁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贊美的。」（以賽亞書 62：

6） 

耶路撒冷是座美麗的聖城，就是神要建造在我們身上的，充滿了神的華美。需要一批人在那付

上禱告劬勞。在那藉著禱告的劬勞，你想想看禮拜六一個早上，有這麼多人願意來神的家，一

起來為神的國來劬勞來禱告。很多單身的、青少年不關他什麼事嘛，但是他願意來為青少年禱

告，願意來為神的國禱告。禮拜天常常一天的聚會，禮拜一晚上有一批代禱勇士又來教會，又

在為弟兄姐妹劬勞，為神的國劬勞，為耶路撒冷神要做成的工作，在那劬勞。 

愛，有時不是外表有沒有做什麼，背地裡隱藏為你劬勞，那是最真實的愛。我發現有些父母愛

孩子，很願意帶孩子去玩，買玩具給他，可很少帶孩子禱告。你不知道，你帶著孩子禱告，是

對他是最真實的愛，最真實的建造，是可以存到永遠的。 

 

先知禱告為榜樣 

「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裝扮華美，能力廣大，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就是我，是憑

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 （以賽亞書 63：1） 

以賽亞這位先知，神藉著他向百姓發出呼召來為耶路撒冷禱告。他自己發出呼召以后他自己就

禱告。一開始他自己在禱告，他禱告之前先看到這位榮耀的王，裝扮華美、能力廣大、大步行

走。他先看見神的榮耀，看見神的大能的作為，他才來禱告。弟兄姐妹，為什麼我們禮拜六禱

告的時候都要大家先來敬拜，在榮耀中認識我們神的榮耀、全能、權柄、大能的作為，然後才

來一一禱告。所以，禱告不是因著看見這個人的需要、那件事的需要。你要看見教會的荒涼在

那禱告，你的禱告也會有功效。如果你先看到這位大步行走的神，裝扮華美、能力廣大的這位

神，然後你來禱告就不一樣。「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以賽亞書

63:4） 



這位神，在祂心中充滿了火熱，迫切要拯救祂的百姓，拯救祂的百姓脫離仇敵的轄制，報仇之

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祂憤恨祂的百姓被仇敵這麼轄制，那樣的軟弱，那樣不

認識神復活的大能、神的拯救。以塞亞看見神的心意，神要做的，他就開始禱告。他就訴說神

過去，在摩西的日子，神怎樣地施展大能，他說，主啊，你的膀臂，要仍然在今日一樣的彰顯

你的膀臂。然后他就開始這樣禱告。 

「求你從天上垂顧，從你聖潔榮耀的居所觀看。你的熱心和你大能的作為在哪裡呢？你愛慕的

心腸和憐憫向我們止住了。」（以賽亞書 63：15 ） 

他就開始一直禱告，到 64 章的時候，他就充滿了迫切，他就說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

震動，好像火燒乾柴，又像火將水燒開。使你敵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國在你面前發顫。你曾行

我們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時你降臨，山嶺在你面前震動。 

他就開始情詞迫切在那裡乞求。這給我們一個禱告很好的榜樣。我們要禱告，我們要先看見神

的大能。所以，我們要先敬拜他，在在祂的榮耀中，就開始來訴說神過去所做的一切奇妙的大

作為。然後說：「主啊，你過去怎麼做，你今天也一樣要這樣做。願你你從裂天而降。教導我

們一個怎麼樣的禱告。」  

神從 65 章第一節就回應他的禱告。神他自己都後來尋找人，叫人來遇見他。接著在 66 章 祂就

講到國豈能一日而生？民豈能一時而產？因為錫安一劬勞，便生下兒女。祂就是告訴我們說：

國不會一一天就產生的，民要劬勞，一直要劬勞。錫安就是講教會。教會的弟兄姐妹願意來禱

告，神就可以一直賜下更多的生命來。神說，你們經過產難的痛苦， 我一定會叫你們生產，不

會叫你們避開不生的。產難雖然是個痛苦，但是，它一直在孕育著生命的大能，所所以一定會

讓你們生出來的。 

 

更多禱告認識神 

這次冬令會實在是很多人藉著禱告的劬勞，甚至神也呼召我們的姐妹，叫她要為冬令會禁食二

十一天，所以，禱告的人，神常常祝福先臨到他，臨到整個會場。那不止他，有很多人在那禁

食，在那劬勞。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的孩子為什麼到現在就是沒改變， 或者我們的家人到現在

就是沒得救，你可以為他禁食禱告，而且你問主，我該禁食幾天。劬勞、生產的能力就產生

了。 

你為神的國禱告，神就顧念你的家，神就顧念你的需要。而不是說一直為我自己這個禱告，神

可以給你的就這麼一點點。你要跨出去，為祂的教會劬勞。 

今年神在跨世紀的第一年，神就給我們這個經文，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

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我想，神就是要祂的百姓更多藉著禱告，來與祂一同受苦，與

祂一同劬勞。當然受苦還有很多方面。藉著我們的順服，常常就是一同同受苦。常常願意順

服，就是與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神復活的大能就一直彰顯在我們身上。 



我們相信主要在這一年裡面，讓我們全教會都更多經歷他復活的大能。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復活一定要經過那很細的管子，你不要去把它剪薄了，好像很容易鑽過去，卻沒有產生能力，

你需要在那麼不容易的掙扎奮鬥，產生出來的是強有能力的翅膀，可在空中飛翔，那麼自由。 

我也發現，我們的弟兄姐妹在主面前哀嚎的禱告，跟老自己在那爭戰，不讓老自己做王，在那

呼求，那呻吟。都好像經過那個細的管子，一直要產生復活的大能在我們的身上，在我們的當

中。靠著神，我們不再懼怕，不再愛惜自己的性命，不再怕死，不再怕痛，不再怕軟弱。靠著

神，我們心存勇敢，因為神已經把仇敵踐踏在腳底下，那個真正的魔軍，耶穌基督已經把把它

治死了，在客西馬尼、在加略山。所以今天，我們可以靠著祂歡呼、歌唱、得勝。 

背誦經文： 

腓立比書 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