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 LORD” IS A PRAYER
主啊, 是的. 」是個禱告
我們這些信徒往往會花許多時間祈求說: 「主啊, 求你行這事. 」, 「主啊, 求你行那事
. 」.我們不斷求 神有所行動. 「求你領我兒子或女兒回家. 求你給我一份更好的工作.
」
這些都是適當的禱告. 然而, 有時候 神會自己定意發起一些事情, 且尋找人來贊同衪(也
就是說, 有人不僅禱告說: 「主啊, 求你…」, 乃是説: 「主啊, 是的. 」). 例如 神
透過先知以西結説: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滅絕這國，卻找不著一個。」(結22:30) 當時, 神既已發憐憫, 便在尋找某人來贊
同衪.
不幸的就是, 當社會落到相仿我們現今的光景時, 人很容易會說出審判該臨到的理由. 但
是, 神若願意施憐憫, 且尋找願意說: 「主啊, 是的. 」的子民, 又怎麼樣呢?
亞伯拉罕的僕人
我們從創世記讀到有關「主啊, 是的. 」這禱告的影響力; 當時亞伯拉罕打發了他的一名
僕人去替兒子以撒找新婦. 其實, 這互動就改變了歷史! 他所找著的新婦, 即利百加, 至
終替以撒生了兩個兒子: 雅各和以掃. 雅各成為了以色列的國父, 而且彌賽亞透過該國臨
到了!
我們還未說到「主啊, 是的. 」那段故事之前, 該注意這僕人的某些特徵. 首先, 聖經記
載: 「僕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亞伯拉罕的大腿底下，為這事向他起誓。」(創24:9). 換言
之, 他是個有誠信的人. 神的真理是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參看詩119:105). 你我若
為人誠信, 依從真理, 神就必開始引領我們, 好讓我們能榮耀祂的聖名.
經文繼續説: 「那僕人從他主人的駱駝裡取了十匹駱駝，並帶些他主人各樣的財物…」(
創24:10).. 若你依從真理, 要替主人的兒子找新婦, 神必把你一切所需的賜給你. 祂必
賜你智慧, 慈心, 喜樂, 平安, 信心和異象. 神總必把祂聖召所需的大大賜給你.

「天將晚，眾女子出來打水的時候，他便叫駱駝跪在城外的水井那裡。他說：耶和華─我
主人亞伯拉罕的 神啊，求你施恩給我主人亞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見好機會。」(24:1112). 請注意他如何求 神施恩給他的主人. 我們看見了 神會使用何等樣的人: 這僕人或
使女並沒有尋求他或她自己的榮耀. 他們所求的, 並不是為著自己的緣故, 乃是為著 神
的榮耀和別人的緣故.
「我現今站在井旁，城內居民的女子們正出來打水。我向那一個女子說：請你拿下水瓶來

，給我水喝，她若說：請喝！我也給你的駱駝喝，願那女子就作你所預定給你僕人以撒的
妻。這樣，我便知道你施恩給我主人了。」(創24:13-14). 我們讀到這僕人得著勇氣去發
出一個明確的禱告. 你珍重 神的使命, 就會發出非凡的禱告. 希奇的就是, 僕人話還未
說完, 回應就臨到了(參看創24:15).
順從 神的感動
僕人禱告, 年輕的女子利百加也許坐在家中, 突然就想要到井旁打水.
請想像, 假若利百加説: 「不, 讓我的姐妹去吧. 我明天才去. 我頭痛, 不想走那麼遠去
打水. 」歷史就不一樣了. 幸虧, 這年輕的女子順從了 神的感動.
巴不得我們也學習順從聖靈的感動! 也許你的鄰居今天説: 「神啊, 求你顯示我你是真實
的. 」,神就感動你去探訪他們, 且只要你説: 「主啊, 是的. 」.
我想起多年前主感動我到一家鄉下小教會去發起查經班. 這家教會很偏僻, 你一定是迷路
, 才會經過那裡. 加拿大的 Pendleton小鎮附近40方哩都缺乏基督見證.
我向該教會的執事會自我介紹, 說我為何想租用該教堂. 他們容許我們免費使用該教堂,
甚至提供管理員來開暖氣和在冬天鏟雪.
我立刻發出查經班的邀請單張. 頭一個晚上風雪交加, 沒有人來參加! 只有我的姐夫, 我
和我六歲的兒子Jason. 姐夫帶領敬拜, 問道: 「我們該回家嗎? 」
我回答說: 「不, 主呼召我這樣做,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要聚會! 」我們敬拜 神, 兒子分
享見證, 我們共度了美好的時光!
我每週都舉行查經班. 有時候, 有六人參加; 有時候只有四人. 數年後, 查經班變成了教
會. 我們又植堂, 還有基督教學校和糧庫--見證如今依然存在!
假若我在頭一個晚上就回家了, 又怎麼樣呢? 我大可以說: 「毫無意義--在荒僻的地方舉
行查經班是徒然的. 」.

人們來到 神寶座前, 明知榮耀祂名的聖召, 但卻沒有遵行, 就是何等的可悲. 也許他們
無法相信自己會被 神感動或使用, 便總是求主行事, 而從未説: 「主啊, 是的. 」.
慇懃助人
言歸正傳, 聖經記載: 利百加「容貌極其俊美，還是處女，也未曾有人親近她。她下到井

旁，打滿了瓶，又上來。僕人跑上前去迎著她，說：求你將瓶裡的水給我一點喝。女子說
：我主請喝！就急忙拿下瓶來，托在手上給他喝。」(創24:16-18).
她給僕人喝完後, 又提議說: 「「我再為你的駱駝打水，叫駱駝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
裡的水倒在槽裡，又跑到井旁打水，就為所有的駱駝打上水來。」(創24:19-20).
我查考過一頭渴了駱駝每次可喝25到40加崙水. 假如説每頭駱駝只喝30加崙吧. 請謹記,
亞伯拉罕的僕人帶了10頭駱駝; 牠們一共需要300加崙水! 請注意, 古代中東的水井都是
一些透過台階下去取水的地洞. 假如利百加有個5加崙的桶子(一個少女所能提的), 她必
須下去60次.
可見, 這年輕女子沒有僅僅敷衍了事. 很可悲, 許多人都沒有發現他們在 神國裡的潛力,
因為他們總是敷衍塞責(也就是說, 付上最少的時間來讀經, 禱告, 上教會). 他們又對自
己的前途感到不滿, 鬱鬱不樂.
知道父神的心意
駱駝喝完後, 亞伯拉罕的僕人問道: 「請告訴我，你是誰的女兒？你父親家裡有我們住宿
的地方沒有？」(創24:23).
我喜歡利百加的回答: 「我是密迦與拿鶴之子彼土利的女兒；又說：我們家裡足有糧草，
也有住宿的地方。」(創24:24-25). 她父親打發她去打5加崙水, 但她卻領了幾名僕人和
10頭駱駝回家! 你要明白, 利百加知道父家裡有住處, 且對於他不會令她失望胸有成竹.
她為人慷慨, 且慇懃助人, 因為她曉得父親心胸寬宏.
請問: 你曉得父神寬大為懷嗎? 你知道衪樂施憐憫嗎? 你充份瞭解 神渴望本國的人回轉
嗎?
聖經繼續記載, 亞伯拉罕的僕人「就低頭向耶和華下拜」(創24:26). 不可思議! 我同樣
認為, 若你我學習説: 「主啊, 是的. 」(也就是說, 願意不辭勞苦, 仁慈的待人, 發出
明確的禱告, 遵行 神), 許多人也會俯伏敬拜 神.
當社會終於看見教會充份參與 神真正的聖工(也就是說, 向失喪的人傳福音, 「多走一哩
路」, 仁慈的待那些不配的人), 人們就突然會低頭敬拜.

「主啊, 是的. 」
我深信 神正在發起確實要緊的事; 祂定意向美國施憐憫. 無論人們曾如何心中反對主,
神現在要給我們一個機會. 所以, 我不要光求 神替自己行事, 乃要說: 「主啊, 是的.
」, 且尋找我自己的崗位l 許多人從未活出他們在 神國裡的潛力, 因為他們總是滿於最
少的參與. 「是的, 主啊, 你要我做什麼? 是的, 主啊, 你要我如何行事? 是的, 主啊,
你要我說甚麼? 是的, 主啊, 你要我到哪兒去? 」「主啊, 是的. 」必須成為我們今天的
禱告!
神向利百加說話時, 她必須依從 神的聖召, 到另一個地方去, 神蹟才會發生. 同樣, 神
如今正在向人說話, 吩咐他們起來, 脫離某些事情. 所以, 不要不斷説: 「主啊, 求你賜
恩, 好讓我能脱離這關係. 求你賜恩, 好讓我能脱離這惡習. 」我們現在要開始説: 「主
啊, 是的, 你呼籲我更加進深. 你呼籲去貢獻社會. 你呼籲我去誇耀你, 好讓別人只好低
頭敬拜. 所以, 我再也不要説: 「求主行事. 」, 自己卻缺乏信心, 坐而不動. 我乃要贊
同你, 按著你的聖召到該去的地方! 」
也許你已知道 神對你的要求. 若祂已對你的心説話, 你就開始遵行吧. 祂若要求你饒恕,
你就饒恕. 祂若要求你說誠實話, 你就這樣做. . 祂若要求你不辭勞苦的事奉祂, 你就毫
不猶豫的「多走一哩路」. 除非你遵行主的吩咐,. 否則, 祂會依然把其餘的引領隱藏起
來.
請謹記, 神只要求衪的子民同心合意的與衪同行. 當然, 我們不會常常精確的知道我們對
神説: 「是的」後, 祂會領我們到那裡去. 然而, 我們都知道衪必領我們進入神蹟奇事.
我們都會被引到絕境, 好彰顯衪的權能, 以致我們和周遭的人都會確實體會我們的父神寬
大為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