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Y OUT FOR THE CHILDREN 

為孩童呼求 

「夜間, 每逢交更的時候要起來呼喊, 在主面前傾心如水; 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餓發昏; 

你要為他們的性命向主舉手禱告.」(哀2:19) 

毋庸置疑, 先知耶利米寫下這些話語時, 心中憂傷. 他親眼見過街上的年輕人都對前途缺

乏真正的盼望. 耶利米知道不虔不義的風氣已滲透當時社會的各層面. 神的百姓無視自己

的屬靈產業, 為自己而活. 他們讓 神曾應許榮耀的前途流失了! 先知一定多麼憂傷, 因為

他明白 神的心願和種種的應許. 耶和華知道 神對百姓的旨意; 他們本該成為祂當時地上

的見證. 

最近, 我在晚上從辦公室的窗戶瞭望時代廣場, 就不禁思索,我們的社會相仿於耶利米時代

的情形. 我們看見數以百計的年輕人都在學校裡靈裡飢餓. 他們長大時都相信 神並不存在

; 社會極力要除去一切關乎主的見證. 

很可悲, 這是因為 神的百姓對真道隨隨便便. 我們縱容罪惡, 以致削弱教會. 我至終不再

向外, 開始為自己而活. 人們為要得更好的職業, 性情和社會地位, 而 上 神的家; 我們都

忽略了下一代的人. 換言之, 我們開始失去了主的負擔. 

現在, 我們都有危險變成希西家一般. 希西家王經歷過 神的同在和權能. 然而, 他從 神領

受了話語, 得知他所擁有的一切, 包括他的兒子, 都會被擄到巴此倫去. 當時, 他回應説: 

「你所説耶和華的話甚好; 若在我的年日中, 有太平和穩固的景況, 豈不是好麼?」(王下

20:19) 希西家實在説: 「這些事情只要不發生在我的有生之年, 就好了.」哦, 但願 神幫

助我們, 免得我們養成這等心態! 我們若極力安渡未來的風暴, 對下一代毫不關心, 就是何

等的可悲. 

當晚,我可以從辦公室的窗戶看見年輕人靈裡空虛, 切切的追求一些事物來滿足他們自己

的内心. 他們在街上流離浪蕩, 尋找既真實, 又有意義的事情來引導他們的前途. 許多人都

透過抗議來紓發他們的怒氣, 試圖持定一個公正的社會; 可是, 除了靠著主以外, 這是難以

實現的. 可笑之處就是, 假若我們向自己的兒女灌輸真理, 他們就不會在街上屈膝. 他們會

知道 神真正的能力何在. 



 

當有人興起時  

聖經也記載了 神的百姓在另一個時期受苦, 他們的兒女被敵人所害. 「埃及王對她們(收

生婆) 說: 「你們為希伯來婦人收生, 看她們臨盤的時候, 若是男孩, 就把他殺了, 若是女
孩, 就留她存活. 」」(出:15-16) 後來, 「法老吩咐他的眾民説: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 

你們都要丢在河裡, 一切的女孩, 你們要存留她的性命. 」」(出1:22) 以色列人的男孩都

要被掉進河裡--代表這一代的年輕人充滿困惑. 

一切都看似絶景了; 彷彿下一代的人都全然受制於敵人. 然而, 神的一位子民終於興起了.

「有一個利未家的人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為妻. 那女人懷孕, 生一個兒子, 見他俊美, 就藏了
他三個月. 後來不能再藏, 就取了一個蒲草箱, 抹上了石漆和石油, 將孩子放在裡頭, 把箱
子擱在河邊的蘆荻中.」(出2:1-3) 這年輕的婦人違抗了王令, 投靠了那憐憫人的 神. 你

要明白, 在歷史上的某個時候, 有人會興起, 且宣告説: 「魔鬼, 不會把我的兒女得到手! 

在我的看管之下, 你不能, 因為我認識永生 神! 」 

當這婦人藉著蒲草箱把孩子放在河上, 她無法明瞭她的決擇會如何影響她的同胞.關於這

孩子摩西至終會拯救他的同胞脱離為奴之家, 她毫不知情!  

我們務要謹記, 當摩西要站在法老面前時, 他毫無力量. 反之, 他當時年老力衰, 既沒有佩

劍, 也沒有披甲. 然而, 他具備了一切所需的: 他手中的杖, 和對 神的確據. 

當摩西面對當時最強大的君王時, 他實在説: 「我不會與你有何協議. 我們大家, 不分老幼

, 包括孩童和羊群, 都要離開. 凡是屬於 神子民的, 都要和我們同去, 沒有一人留下來! 在

我的看管之下, 一個都不會.」(參看出10:9) 

神蹟和憐憫  

同樣, 在這時刻, 公義的憤慨也必須在我們心中興起. 無法無天的事情大行其道; 本國正

在被不虔不義的風氣迅速吞噬, 我們在等待超級明星牧師興起,實在時間不足. 我為著 神

以往大能的僕人使女而感恩, 但現在, 軟弱無能, 寂寂無聞的人都要來到 神的寶座前! 

我想及聖經歷史中的這件事, 就會心中歌唱:神每逢要成就深遠的事情, 往往就會尋最無能

的人. 衪要為以色列興起先知, 就尋找了那不能生育的哈拿. 衪要拯救百姓脱離米甸人的

壓制, 就向基甸顯現; 瑪拿西族是最弱的支派, 而基甸是他父家中最卑微的一個人. 神要賜

不可思議的應許給亞伯拉罕, 説他的子孫會多如天上的繁星, 且世上的人都會因他而得福, 

便等到他無法憑自己的力量生育. 

巴不得你我都明瞭, 我們所服事的 神並不會尋找最夠資格或完美無瑕的人. 衪乃會尋找心

存信心的人(即那些相信自己能來到 神的寶座前, 所帶著的, 不是他們的策略, 乃是單純

的信心; 他們説: 「我知道你本為善, 你的憐憫永遠常存! 」) 

 



 

請謹記, 所羅門獻殿禱告後, 神就在夜間向他顯現説: 「我已聽了你的禱告, 也選擇這地方
作為祭祀我的殿宇. 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 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

中;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禱告, 尋求我的面, 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

聽, 赦免他們的罪, 醫治他們的地. 我必睜眼看, 側耳聴在此處所獻的禱告. 現在我已選擇
這殿, 分別為聖, 使我的名永在其中; 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裡.」(代下7:12-16) 

我讀到這段經文, 就領會 神的屬性: 衪樂意成就我們無法辦到的. 你要明白, 神國的定義

是關乎神蹟和憐憫的. 這是關乎死人活過來; 無能的人得著 神的能力. 這是關乎 神把新

的詩歌放在祂子民心中, 許多人看見就心存敬畏, 開始倚靠主. 神國是關乎男男女都達成 

神在我們身上的美意, 持定我們自然力量範圍以外的事情. 這也是關乎明白我們的頭腦無

法明瞭的真理, 且活在我們自己無法達成的自由中. 神國是關乎神蹟和憐憫的! 

主正在等待像你我一般的平凡人説: 「神啊, 我發現了你的心意. 我知道你是那行神蹟的

神, 且知道你大有憐憫. 所以, 我為著下一代的年輕人而來. 我為著那些受剝奪, 以致在我

們的街道上既受蒙蔽, 又受傷的而來. 他們都因靈裡飢渴而發昏, 漸漸死亡, 因為我們沒有

讓他們來到永生 神面前. 然而, 你在我們的失敗中向我們施憐憫, 且必以憐憫待這世代的

人! 」 

現在, 務要祈求 

請再次思考我們頭一段的經文: 「夜間, 每逢交更的時候要起來呼喊, 在主面前傾心如水; 

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餓發昏; 你要為他們的性命向主舉手禱告.」(哀2:19)  

耶利米所求的就是, 神當時的百姓能保持他們真正的靈命; 在這時刻裡, 這些話語也要同

樣的應用在你我身上. 現在, 我們都要為著我們的孩童而呼求! 這裡所攸關的是比你所知

道的更為重大--是關乎我們的下一代的前途. 請謹記末底改曾對以斯帖說: 「你莫想在王

宮裡強過一切猶大人, 得免這禍.」(帖4:13) 

每週二, 我們都在時代廣場教會舉行禱告會; 我且相信關於本城, 甚至本國的前途, 這是比

我能言諭的更為要緊的. 這禱告聚會是即時播放的; 參與的人來自逾140個國家. 神已深深

的回應了我們的禱告. 讚美報告包括人們得蒙醫治, 被惡癮纏身的得蒙釋放, 家庭得蒙復

興, 多年來離家出走的兒女回家. 顯然, 神國依然是關乎神蹟和憐憫, 而你我現在則務必禱

告! 

你也許會因得知禱告向來都不是我主內生活中最強的一部份, 而得鼓舞. 雖然如此, 我靠

著主的恩典會禱告, 因為我們的年輕人受制於心中無 神的人, 實在是不對的. 我們的學校

本該是討論知識的地方, 但卻常常灌輸思想和譏誚 神. 靠著 神的恩典, 我必須在這件事

上爭戰, 你也該當如此! 我相信我們能阻擋那要令我們的城市混亂起來的黑暗權勢. 我相

信我們能為要叫我們的年輕人蒙受憐憫, 而預備他們的心. 其實, 神已透過聖經賜我們奇 



 

妙的應許: 「看哪, 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末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 他

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瑪4:5-6) 

我總因舊約聖經這些最後的經節而得鼓舞. 許多研讀這段經文的人都相信這裡有其雙重的

應用; 也就是說, 不僅指著主首次的來臨而説, 更是指主再來之前的一段時期. 那時, 神必

興起呼求衪的人.衪必興起祖母, 父母, 牧師(即對 神有心的平凡人). 這樣的呼求會叫父

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神必使那些屬靈父母心中回轉, 但你我首先必須禱

告. 

請謹記, 我們禱告時不必有計劃, 因為主和衪在十字架上所贏得的勝利就是我們的計劃; 

神的權能和憐憫就是我們的計劃! 我們禱告, 就是因著信實的 神, 並祂透過使徒保羅所説

的而懇求: 「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也深信衪能保全我所交付衪的, 直到那日.」(提後

1:12) 換言之, 我們可以確信主能保守一切我們所交託給衪的. 所以, 我們可以為著我們的

兒女, 兄弟姐妹, 父母和孫輩, 而相信 神;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相信他們一個也不流失, 正

如摩西向法老聲明的! 

我相信本國即將經歷不可思議的事情--不是不可思議的黑暗, 就是不可思議的榮耀. 所以, 

我們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 以致必須作出選擇去起來禱告, 求 神赦免我們的過犯(即對衪

偉大的真道隨隨便便, 在衪的家裡缺乏禱告). 現在, 我們都要求衪施恩, 寬容我們, 且要

為著下一代而相信 神. 但願主賜下既深切, 又前所未有的信心. 但願當我們為年輕人而呼

求, 且向主傾心如水時, 我們都能在這世代裡見證 神的神蹟和憐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