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海外宣道雜誌

「禱
告的海德」，

頻 頻 出 現 在

許 多 教 導 禱

告的書裡，挑

起 人 莫 大 的 好

奇。等你認識了海

德的一生，肯定也會像我一樣，掩卷

深思，這麼神聖的生命，可能活得出

來嗎？本文又該如何裁剪如此莊嚴碩

大的身影？

約翰 ‧ 海德（John Hyde, 1865~ 

1912），美國長老會差派到印度旁遮

普省（Punjab）的宣教士，出生以及

踏上印度的年份，都比賈艾梅（Amy 

Carmichael, 1867~1951）早兩三年而

已。這兩位幾乎同期的宣教士，地理

上正好一南一北，不過在印度最南端

的賈艾梅活到八十三歲，遠在印度北

疆的海德卻四十七歲就蒙主寵召，然

而，海德對印度和普世基督徒的影

響，絕不在艾梅之下。

家庭祭壇的蔭庇

 海德在牧師家庭長大，父親史

密斯是伊利諾州備受敬重的長老會牧

師，母親出身名門，有一副美妙的歌

喉。父母的敬虔，對六個子女影響深

遠，特別是父親在家庭祭壇的禱告。

史密斯不論在教會還是家中，經常大

聲呼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割

莊稼。父親聖靈充滿的禱告，在自己

家中先蒙了應允。

海 德 和 哥 哥 艾 德 蒙 先 後 蒙 召

就 讀 麥 坎 密 神 學 院（McCormick 

Seminary， 後 來 的 芝 加 哥 長 老 神 學

院），兄弟倆一起接受裝備，度過親

密的兩年，哥哥立志到海外宣教，海

德卻只想留在本國當一名像父親一樣

的牧師。不料，上帝取回了艾德蒙的

生命，海德遭受極大的震撼，不斷思

考怎樣連哥哥的遺志一起完成，最

後，他終於向主降服，甘心踏上異國

宣教的艱辛旅途。

不只如此，他的心開始被宣教的

烈火焚燒，不斷為宣教的擴展禱告，

喜瑪拉雅山下的代禱者
禱告的海德

◎郭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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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藉著與同學單獨散步，分享主擺在

他心中的異象，個別地說服其他同學

考慮海外宣道。一九八二年畢業的時

候，全班四十六人有二十六位立志到

海外服事，最大的影響來自海德，其

中一位同學在韓國建立了六十七間教

會。

同年十月，海德在紐約搭船前往

印度，啟程幾個小時之後，突然在船

艙裡發現一封父親摯友寫給他的信，

這是他非常尊敬的一位屬靈長輩。那

封信並不長，但有句話像利劍一般刺

入他的心，這位牧者寫道：「親愛的

約翰，我必不住地為你禱告，直到你

被聖靈充滿為止。」當時海德非常生

氣，把信揉成一團丟到地上，覺得遭

受極大的侮辱。

他在甲板上走來走去，內心交戰

不已，掙扎了幾天，最後終於絕望地

看見自己靈裡的缺乏和內心的幽暗。

他立志要成為偉大的宣教士，這當中

又有多少自負和野心呢，更嚴重的是

他疏漏了自己靈魂的操練。上岸之

前，他下定決心，不論花多少代價，

都要真正被聖靈充滿。

他沒有輕忽這場靈魂的探索。

有一天，海德在印度的一場露天崇

拜，聆聽別的宣教士講道，講員宣告

耶穌基督是真正能讓人脫離一切罪惡

的救主。結束時有一個英國人問講員

說：「你自己有沒有得到這樣的救贖

呢？」這句話像閃電一般擊中海德，

他知道自己並沒有得到這樣的救贖。

回到家，他把自己關在房內，對上帝

說：「你必須讓我勝過所有的罪，特

別是那個容易絆倒我的罪，否則我無

法向人傳講福音的大能，只能回美國

找別的工作做。」

然後，海德按照約翰壹書一章 9

節的應許，向主認罪悔改，這時上帝

說話了，向他保證：祂樂意救拔他脫

離一切的罪疚，能夠全然釋放他，並

且要把在印度的聖工託付予他。海德

向好友鍾斯（J. Pengwern Jones）敘述

這番經歷時，臉上散發無比的光輝。

通宵聯合禱告

抵達印度之後的第一項使命是

語言學習，他的語言老師烏爾曼博士

（Dr. Ullman），是一位很棒的老師，

多年來在靈性上對海德幫助極大。

不過，海德在語言上卻進展遲緩，

一八九四年他寫信給母校迦太基大學

的校刊，提到自己因為重聽，一直無

法順利地學習當地人的語言，於是向

總會提出辭呈。沒想到當地村民為他

求情，他們說：「縱使他永遠不會說

我們口裡的語言，但他能說我們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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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

海德就這樣留在印度，服事了

二十年，一直在鄉村宣道，把福音傳

給那些沒有傳道人住札的小村莊。後

來，他也能流利地講兩種印度方言，

像母語一般。他經年累月地四處宣

教，不是借住朋友家中的房間，就是

住在自己隨身攜帶的小帳篷。雖然自

己居無定所，但他死前的願望，卻是

籌募基金興建宣教士的家，好讓服事

主的工人有安居之地，後來果真由母

會的弟兄姊妹替他達成心願。

一八九五年是得勝的一年，海德

帶了一些人信主，隔年卻沒人得救。

在寫給大學的雜誌中他這樣反省：「今

年各村沒人信主，去年卻有，原因何

在？……我們在思考，不如定明天為

禱告日，深信這麼作，會有很大的收

穫。如果我們的心思和生活在神面前

不對，改正過來，就會領受極大的祝

福；即或遲延，也會像暫時被攔住的

湍流，一旦釋放，必帶著巨大的能量

傾瀉而下。」

帶着這樣的確據，海德不斷累積

他在神面前的禱告和忠心，他常常泣

不成聲地向神發出懇求說：「神啊，

給我更多失喪的靈魂，不然讓我死。」

他祈求上帝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以色

列人，一個跟上帝摔跤的人，一位得

勝的王子。上帝不只應允了他，好友

派特森（R. M’Cheyne Paterson）也

加入他的行列。

一八九九年海德開始學習通宵

禱告的功課。根據他自己的描述，有

一次他因為要在聖經學院講道，沒時

間準備，只好通宵預備講章。第二

天，他想到自己竟然花了一整夜預備

信息，是否也應該花些時間預備自己

呢？如果用通宵禱告和讚美，來預備

第二天所要領受的祝福，不是很恰當

嗎？

這肯定是出自聖靈的提醒，海德

整夜禱告，第二天晚上又照作一次。

通宵禱告的習慣就這樣養成了，後來

有同工加入他，有些人禱告部分時

間，有些人則全程參與，有了這樣的

操練，才有後來西亞寇特大會的禱告

室。海德曾經這樣說：「過去在家中

或上大學的時候，有時也會為了唸書

或玩樂，熬夜到一兩點，或是一大早

四五點就起床，難道為了上帝和眾人

的靈魂，竟不能同樣付出嗎？」

西亞寇特大會

他誠然這樣付出了，海德經年

累月的禱告，帶動大批宣教士祈禱的

風氣，使得復興的靈在一九零四年初

降臨在學生當中（這年也是威爾斯

大復興開始）。安德森博士（Dr. W. 

D. Anderson）靈裡大受激勵，順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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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旁遮普聯禱會」（Punjab Prayer 

Union），此舉為整個印度的屬靈生

命帶來深遠的影響，海德在禱告運動

中一直扮演領導的地位。當時加入聯

禱會者得先簽署下列的聲明文件：

1
、

�你願意為自己、同工、教會的生

命更活潑而禱告嗎？

2
、�

你渴望自己的生命和事工滿有聖

靈 的 能 力， 而 且 確 信 缺 了 這 力

量，你絕對無法繼續下去嗎？

3
、

�你願意為自己祈求，不以基督為

恥嗎？

4
、

�你相信禱告是得著屬靈覺醒的絕

佳方法嗎？

5.
、�

你願意每天接近中午時分撥出半

小時，為屬靈覺醒禱告嗎？你願

意恆久禱告，直到看見屬靈覺醒

臨到嗎？

安德森也是同年西亞寇特大會

（Sialkot　Convention）的創辦主席，

他曾寫道：「海德深入印度的疾苦，

為釋放印度脫離仇敵之手，與敵人進

行激戰，上帝似乎給了他奇妙得勝的

異象，使他得以奮戰不懈。」

聯禱會決定呼召全印度的福音工

人，八月底在西亞寇特聚集，舉辦為

期十天的培靈會。為了使聖靈能夠自

由運行，上帝加給海德和派特森極大

的代禱負擔，兩人在大會召開之前，

決定禱告三十一晝夜。尤那（George 

Jurner）十天之後加入他們。三名代

禱勇士並不宣揚，只求大能的神釋放

靈魂受捆綁之人。

一百多年來，西亞寇特大會除

了幾次因霍亂大流行而取消，每年九

月照常舉行直到如今。海德從第一屆

大會到最後參加的第七屆（一九一零

年），整個大會期間幾乎都待在禱告

室，常常徹夜不眠。有一位印度傳道

人這樣說：「看到這個外國人對我的

同胞負擔這麼大，自己為骨肉之親所

作的卻少之又少，真是羞愧。」海德

身邊總是圍繞著許多印度弟兄。

復興的浪潮高漲

整個大會是在禱告中蘊育的，從

會前一次又一次的禱告開始，上帝把

這樣的信息擺在海德心中：「耶路撒

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

晝夜必不靜默。呼求耶和華的，你們

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祂歇息，直等祂

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

為可讚美的。」（賽六二 6~7）

第一屆大會海德有一次講論聖

靈，上帝向他開啟「因信成聖」的神

聖心意。大會結束之後，海德向許多

朋友說道：「我絕不能失去這個異

象。」因著這個異象，海德的靈命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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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地改變了，變得活潑敏銳，對聖經

產生前所未有的洞察力，不擅辭令的

舌頭彷彿被鬆開了，可以滔滔不絕湧

出生命的話語。

但是，也有不少人批評他舉止怪

異，特別是他公開認罪的行徑。海德

所認的罪，其實多半是剛赴宣教工場

時，神對他的煉淨，有些讓聽者窘迫

不已。但聖靈要他分享這些過往與罪

纏鬥的經驗，來打開會眾的心。每次

他順服神這樣做，總會使人紛紛趴在

地上，痛悔認罪，大聲呼求主的憐憫

和救助。

聖靈大大的動工，使眾人不得

不承認，海德的認罪是出乎上帝的旨

意。曾經有一位傳道人，因女兒公開

認罪，非常生氣，衝到會場想要制止

這樣的行為。可是當他目睹神大能的

同在，不禁看見自己不信的惡心，也

加入流淚懺悔的行列。

有時候，海德甚至不需要傳講任

何信息，只是用印度話和英文，重複

三次：「天父啊！」聖靈的大風就從

天而降，使人跪倒在地。上帝神聖的

同在，是如此可畏，冷淡退後的宣教

士，一個個成為大有能力的傳道人。

大凡與會的工人，所到之處，禱告會

紛紛成立，復興的烈火在各處被點

燃，聖靈一波又一波的澆灌，使靈魂

得著救贖的大恩光照，叫人為罪、為

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海德明白指出：聖靈是獨一的真

見證。所有基督徒都必須讓聖靈居首

位，才能倚靠祂的力量作見證。海德

講到基督的一生，從降生、受洗、傳

道、行神蹟、受死、復活，聖靈都是

每一件事跡的見證。所以我們必須遵

循初代教會使徒的腳蹤而行，不領受

聖靈的澆灌絕不罷休，然後在每一次

的服事中，祈求聖靈再一次的充滿。

非靈恩的福音派信徒，或許對這

樣的教導普遍難以認同，但是，福音

派在二十世紀的解經講道大師鍾馬田

博士（Dr. Martin Lloyd-Jones），寫

有一本《不可言喻的喜樂：認識聖靈

的洗》（Joy Unspeakable: Power and 

Renewal in the Holy Spirit ，中譯本：

校園出版社），所持的觀點，與海德

如出一轍，鍾馬田博士慨嘆二十世紀

的教會軟弱無力，關鍵就是沒有領受

聖靈的洗，也就是聖靈的澆灌。這正

是二十世紀初，帶進印度大復興的西

亞寇特大會豐收的祕訣。

得人如得魚的祕訣

海德的代禱，在神面前、在人面

前，是如此大有能力。他很喜歡講述

下面這段奇妙的經歷，他說這是上帝

直接教導他，最寶貴最嚴肅的功課之

一。有一段時間，他正在訓練一名當



47第 43 卷 3期 2011 年 10 月

與馬 　

賽跑

地的牧者，海德深深為那人的不良習

性擔憂，於是決定分別一段時間，到

山上為這位弟兄的屬靈情況代禱。

海德進入內室，向天父傾心吐

意，說道：「主啊，你知道這位弟兄，

他的心是如此──」他正想講「冷

淡」一詞，不料一隻手摀住他的嘴，

然後有聲音嚴厲地斥責他說：「凡觸

摸他的，就是觸摸我眼中的瞳人」。

一陣驚恐臨到海德，明白自己成了在

神面前「控告弟兄的」罪人，犯了「論

斷弟兄」的罪。受到責備，海德體認

自己的心需要先被對付，就謙卑向主

認罪，宣告基督的寶血潔淨他一切的

罪！

想到經上說：「凡是真實的、可

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

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

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於是他

向主呼求：「父啊，求你向我顯明這

位弟兄有什麼可愛的、光榮的事。 」

頓時，主讓他想起這位弟兄怎樣為主

捨下一切，怎樣忍耐著平息會眾中的

紛爭，又是個模範丈夫。眾多美德，

一一浮現，整個代禱的季節，變成不

斷地讚美和感恩，為了神已經成就在

弟兄身上的美事發出讚美。

他終於知道主的眼光是怎樣看待

這位弟兄的。主開了海德的眼睛，將

他的僕人提升到服事的最高境界：讚

美！等他從山上下來，發現這位弟兄

已經領受了靈命的翻轉。就在他讚美

的時候，神就賜下祝福。這是何等美

好的代禱原則啊，烏干達的慕約翰牧

師，也喜歡舉這個例子，教導怎樣為

軟弱的肢體爭戰。

這就好比我們走進一個木匠的工

作室，看見滿屋子的未完成品，我們

不會挑剔說：「這張桌面怎麼這樣粗

糙啊，這張椅子多醜啊。」木匠肯定

會很生氣的抗議 : 「我還沒製作好呢，

你來看看我計劃好的藍圖吧！」我們

的主，拿撒勒的木匠說，壓傷的蘆葦

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祂

要向這些小子吹氣，使他們成為世上

的光。

搶救靈魂大作戰

海德每年從西亞寇特大會回到

工場之後，就繼續為拯救靈魂奔波。

一九零八年的大會之後，他明確地向

上帝祈求每天得著一個重生受洗的基

督徒，這真是需要極大的信心。認識

海德的朋友，都發現早些年海德那種

痛苦緊繃的面容，已經被平靜安穩以

及喜樂取代了。一年下來，海德計算

歸主的人數，計有四百人，超過他向

主所求的一天一人。

隔年，他在大會裡更領受從神來

的負擔，向主求每天得著兩個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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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傳講的信息正是：「你們祈求，

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

給你們開門。」（太七 7）海德解釋

這是愈來愈進深的禱告，熱切的禱告

生活，從一個高峰到下一個高峰，要

往高處直行，直到天國的門，在信心

轟炸之下一一敞開。這一年得救的人

數達到八百人，但海德並不滿足。

一九一零年，是海德平生最後一

次參加西亞寇特大會，他向神祈求一

天四個靈魂。如果那天沒有達到，海

德省察內心之後，會發現往往是缺乏

對神的讚美，成了攔阻。為了在那天

或那一週追回得救的人數，他就為上

帝即將彰顯的榮耀來讚美祂，也為即

將贏回的靈魂來讚美祂，他向朋友見

證說，這樣的行動，總是可以使他達

成使命。

結語：因信仍舊說話
為了拯救靈魂，海德幾乎什麼都

可以犧牲，甚至連自己的財物被騙走

了，都在所不惜。在他病倒的時候，

醫生發現他的心臟已經從正常的左邊

位置，移到右邊了。醫生警告他，必

須徹底改變整個生活習慣，否則必死

無疑。

海德回答醫生：我聽見了。但他

來到天父的面前，告訴主說：我不能

停止禱告，如果繼續禱告意味著我會

回到天家，那麼願你的旨意成全。當

最後那一刻臨到，他正是在跪下禱告

中，被主接去。

「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

命」（啟十二 11），正是海德一生的

寫照，他雖然死了，因信仍舊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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