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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威 爾（Rees Howells, 1879 ~ 

1950 ），不是社會學家也不是社工

人員，但在好些年間，神要他搶救

流落街頭的可憐人，照顧流浪漢，

作「孤兒之父」，還曾為猶太難民

設 立「 兒 童 之 家 」。 從

來沒想過要當異文化宣

教 士， 神 卻 意 外 地 呼 召

他 和 妻 子， 把 幼 小 的 愛

子 撒 母 耳（Samuel Rees 

Howells, 1912~2004） 全

然 捨 下， 前 往 南 非 宣 教

（1915~1920）， 結 果 神

賜下百倍的收成，帶來非

洲大復興。他也不是精明

的生意人，主卻使用他在

英國購置多筆龐大的不動產，做為福

音事工的據點。

原本只是一名礦工，一生沒受

過多少教育，也沒上過神學院，神卻

使他創辦威爾斯聖經學院（1924），

訓練了無數敬虔愛主的傳道人和宣教

士，包括帶領百萬非洲人歸主的布永

◆ 郭秀娟

影響世界的代禱者
劬勞的祭司豪威爾

康（Reinhard Bonnke）。豪威爾不是

政治家，神卻興起他為列國禱告，教

導他把整個學院裝備成代禱的器皿，

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不只透

過禱告拯救英國免於淪陷，更在許多

重要戰役上，成為致勝

的背後推手。他不只為

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

國禱告，神也啟示他為

阿拉伯人禱告，使聖靈

可以拆毀猶太人和阿拉

伯人之間的阻隔。

你是否重生了？
上帝在豪威爾身上，

誠然找到了一個願意堵

住破口、重修牆垣的貴

重器皿。我們可以從他一生的訓練和

經歷，學到許多屬靈的功課，特別是

代禱原則；不過，神帶領他投入一連

串的代禱事工之前，讓我們先來看震

動他生命的兩個事件。

豪威爾生在南威爾斯的採礦小

鎮布利南曼（Brynamman），在十一

代禱使徒豪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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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父親先後在

鐵器店和煤礦場工作，靠著微薄的薪

資撫養家人，生活相當艱困，但因充

滿對上帝的敬畏，使這個甜蜜的家洋

溢著愛。全家大部分孩子都只讀了小

學，就到鎮上的錫礦場工作，豪威

爾也不例外，十二歲開始，每天工作

十二個小時，持續十年。

幼年時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住在

潘特溫（Pentwyn）的祖父母。根據

豪威爾的說法，祖父母家最吸引他的

是「神同在的氛圍」。他常常從自己

家，穿越八哩長的威爾斯山谷，步行

到潘特溫。往往人還沒跨入門檻，就

會聽到敬虔的祖母，為長年癱瘓在床

的狄克叔叔朗讀聖經。豪威爾深受愛

主的父母和祖父母影響，從小不敢犯

罪得罪神，可說是教會裡熱心服事的

模範青年。

二十二歲那年，聽說到美國可以

賺大錢，他的心大受攪動，一心想闖

蕩天下。於是搭船投奔已經移民匹茲

堡的堂兄伊凡（Evan Lewis），在當

地礦場找到一份工作。一夜，上帝藉

著伊凡問豪威爾是否已經「重生」，

這事讓他大為震驚，立刻豎起防衛之

心：「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的生活

可一點也不比你差。」

心裡很不舒服，乾脆搬到外地。

堂兄來送行，追問他重生的議題，好

似有一頭天國獵犬，如影隨形地追逐

他。沒多久，他突然得了致命的傷寒，

這時他呼求上帝救他：「再給我一次

機會，我要把生命奉獻給你。」自此

他才重生，把想要發財的美夢，拋諸

腦後。

猶太財主的見證
幾個月之後，豪威爾遷到賓州

（Connellsville）。 某 日 參 加 羅 本

（Maurice Reuben）主領的佈道會，

羅本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猶太人，家

族是當時匹茲堡最大百貨公司「所羅

門與羅本」的董事。然而有位顧客的

生命令他羨慕，他問那人：「你好像

生來就很快樂！」顧客回答說：「因

為我接受了耶穌基督，在我重生之

前，我並不快樂！」

羅本被他的見證感動，就買了一

本新約聖經來讀，發現跟隨耶穌的人

都是猶太人，也讀到耶穌指示少年財

主變賣一切以進入永生。永生正是羅

本心中的渴望，難道他也得付出同樣

的代價？這個考驗太大了。羅本很清

楚，生在猶太教的家庭，如果選擇相

信耶穌是基督，就必須放棄一切。他

知道自己無路可退了。

羅本估計需要付出的代價，必然

是妻離子散，兄弟們也會剝奪他的產

業。但是，他下定決心，即或喪失一

切，還是要跟隨耶穌。有一天走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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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聽見有聲音不斷地重複說：「我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這一刻，羅

本接受了耶穌，並且告訴家人。按照

父親的遺囑，一旦改變信仰，將被剝

奪繼承權。但是他的兄弟願意給他一

筆錢，條件是要他搬到偏遠的蒙他拿

州退休。可是，羅本回答他的兄弟說：

「我在匹茲堡找到真光，我要留在匹

茲堡為主做見證！」

幾 天 之 後， 羅 本 被 警 察 逮 捕，

送進精神病院，因為家人懷疑他有幻

聽。羅本與二十九位精神失常的病患

關在一起，巨大的痛苦幾乎使他崩

潰。禱告時，在異象中見到主釘十字

架的整個過程。從那時起，他從主得

到力量，不但不再抱怨，還開始為病

患禱告。

過了兩個禮拜，經過基督徒朋友

的奔走，六週後得到釋放。此事成為

司法案件，法官傳訊醫生，何以判定

羅本精神異常。醫生回答：「因他聽

到一個聲音。」身為基督徒的法官反

問：「使徒保羅不也曾聽到聲音嗎？

這樣的冤獄在美國真是一種恥辱！」

羅本的家人及妻子，從此視他為

路人。他在芝加哥獨自租屋居住，生

活很不穩定，卻帶領許多人歸主。一

年後，妻子在夏令營聽他講道，悔改

信耶穌，願意與他重組家庭，但是要

他找個工作安定下來。羅本再一次面

臨挑戰，他無法逃避主的呼召，就是

要求他從世界分別出來，完全憑信心

生活。羅本再一次背起十字架，在車

站送別妻兒。三年之後，他的妻子也

領受了十字架的啟示，甘心付上一切

代價跟隨主。這對夫妻團圓了，妻子

成為羅本最得力的助手。

活著的殉道者
羅本的見證，深深撼動豪威爾，

把加略山上的十字架活畫在他眼前。

那一天他俯伏在救主腳前，哭了又

哭，彷彿有千秋萬世之久。主贏得了

他全部的愛，從此視世上的榮華如糞

土。這一天他決定離開美國，沒想到

經理突然給他加薪，想用優厚的薪資

留住他。這是很大的誘惑，但豪威爾

不再為錢而活，正如他自己所說：出

國為了觀賞風景，但現在他已看見這

世上最偉大的景象──加略山！

一九○四年，豪威爾回到威爾

斯，這年正是威爾斯大復興的一年。

全國好像著了火一般，男女老少被聖

←豪威爾與威爾斯聖經學院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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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我肯放棄自己的」，於是請求

聖靈幫助他，他終於對主說出：「我

願意。」一個小時之內，聖靈澆灌臨

到他，如同主耶穌應許的活水江河，

自他的身上湧流出來，感覺如同「祂

帶我入筵宴所，以愛為旗在我以上」

（雅歌書二章 4 節）。

愛那不可愛的
聖靈成為個人的主宰之後，會實

現兩個目標，第一是密集的耕耘；第

二是讓這人多結果子。如果土地一片

荒蕪，就只能一畝一畝地鬆開土壤。

聖靈教導豪威爾的第一件事，是他的

禱告生活。「禱告的真諦在於得到主

的回應，如果你順著我的帶領禱告，

你的禱告就萬無一失。」聖靈告訴他，

有效的禱告是由聖靈引導的，不可隨

己意，一看見需要就禱告，必須按著

聖靈的感動，為特定對象禱告，並在

經歷榮耀的苦楚後，得到明確的應

允。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如果上

帝的回答能藉著他完成，絕不能再求

主藉他人完成，包括金錢。聖靈首先

帶領他為一個年輕礦工貝特瑞（Will 

Battery）禱告，那人全身邋遢，酗酒

成癮。豪威爾成為他的朋友，常常陪

伴他，散步時每每惹來村民異樣的眼

光。但聖靈把神的愛澆灌在豪威爾心

裡，讓他可以去愛這個不可愛的人，

靈的大能充滿，紛紛認罪悔改，為主

大發熱心。教會湧進大批新生兒，初

信造就成了當務之急。信徒深切感到

服事缺乏能力，需要靈命上的進深。

豪威爾回國後就在煤礦場找到一

份工作，天天在暗無天日的地底下挖

煤，但閒暇的時間都參與大復興的活

動。一九○六年，眾人決定召開一週

的培靈會，講員是來自「開西大會」

（Keswick Convention）的霍普金牧師

（Rev. Evan Hopkins），他教導說：

聖靈能完全使用一個器皿之前，必須

徹底得著那個人。

聖靈開始在豪威爾的內心動工，

對他說：「我要求你把身體給我，成

為我的殿，讓我藉著它做工。」整個

禮拜，聖靈不斷地與豪威爾打交道，

要求他兌現三年前對主的承諾，全然

獻上自己。此時聖靈要對付的，不是

他的罪，而是豪威爾的老我，他必須

願意把老我釘死在十字架上，讓聖靈

引導他成為一個「活的殉道者」。他

對生命的要求不能超過一個死人可以

要求的，必須全然交出主權，包括對

金錢的態度，他的「野心」，注重名

聲的虛榮心等等。聖靈要求他過一個

為全世界奉獻的生活。

他哭了幾天，瘦了七磅，發現聖

靈的要求如此困難。第五天晚上，聖

靈下了最後通牒。他頓悟道：「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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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訓練整整持續了三年，貝特瑞

才完全回轉歸向神，恢復正常生活。

最後，豪威爾可以說：「這樣，

我才學會打從心底真正去愛一個人。

當你能真正愛一個人以後，你就能愛

許多人；能愛許多人，你便能愛所有

人。」第二次聖靈引導他為一個卑鄙

邪惡的小人代禱。這也是豪威爾學習

慷慨付出的第一課。

豪威爾只見過這人一次，此人

雖在大復興時決志信主，子女成群，

卻仍沉溺在酒精之中，生活貧困。有

一天晨禱，這人出現在豪威爾的腦

海，他看見魔鬼不斷攻擊、要把那人

奪走。豪威爾對主說，他甘願付一切

代價，求主保守這個靈魂，當夜，那

人就出現在他家門口。原來他欠了兩

年房租，家被法院查封。豪威爾立刻

許諾為他清償一年的房租，上樓拿錢

時，立刻受到聖靈責備，於是拿出兩

年的房租代還欠債，深深感動那人的

妻子，也願意決志信主，他們開始在

這個家庭舉行聚會，改變了整個地區

的屬靈氛圍，甚至帶領許多頑劣之徒

向主屈膝。

與受苦的人認同
後來，主又呼召豪威爾照顧流

浪漢，教導他要與代求的對象認同。

流浪漢無法享有一般人的美食，只有

政府供應的兩頓簡餐。聖靈也要豪威

爾吃一樣的食物，這對他是另一項極

大的挑戰，因為礦工必須消耗許多體

力。他從一天吃四餐改為兩餐，而且

只能吃麵包、乾酪和湯三樣食物。這

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年，主完全改變他

的口腹之慾，吃簡單的食物也能甘之

如飴。

主賜給小鎮的宣教團體一項使

命，實行以賽亞書五十八章記載的：

「把你的餅分給饑餓的人……將飄流

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

他衣服遮體。」有同工把走進聚會中

的一名流浪漢，接待到自己家，並為

他找到工作，消息一傳開，立刻遠近

皆知。起先他們害怕湧進太多人，

無法供應所需。一有這樣的恐懼，內

心便會掙扎，很快山窮水盡。這正是

從主來的試驗，經歷了一兩次失敗之

後。不再掙扎、不再倚靠自己，學會

安歇在上帝的應許之上，主從來不會

叫他們失望。

豪威爾發現聖靈比他的小學校長

還要嚴厲，不只對付他的行為，還對

付他內心深處的動機。有一次，他和

一個朋友到戶外佈道，聖靈大大使用

他的朋友，豪威爾內心暗自叫苦，不

知道自己接著能講什麼，竟然生出一

絲妒嫉之心。聖靈讓他看見自己的醜

惡，並且提醒他魔鬼會利用這小小的

惡來危害我們的靈性。



27第 44 卷 3期 2012 年 8月

與
馬賽

跑

有一段時間，聖靈甚至要求豪威

爾完全退出外面的服事，專心在內室

的代禱；要求他過拿細耳人般的生活，

不剃髮鬚，不戴帽子出門，訓練他完

全不受世人和世界所影響。在金錢的

使用上，他固然樂意付出，但施捨的

主權仍在他自己手裡，聖靈要求他若

無主的許可，不可任意花一分錢，當

他連這點都願意順服的時候，聖靈對

他說：「今夜我已將你接上了葡萄樹，

以後葡萄樹的汁液可以藉著你流出

去。你已成為救主的一根枝子。」

聖靈帶領豪威爾一級又一級地攀

升，把他老我的性格，改變成神榮美

的形像，這是一條漫長艱辛的旅程。

每天都需要經歷死亡，才能得到住在

基督裡的生命。這樣的訓練，使他提

升到代禱者的地位。

代禱者（intercessor），和一般的

禱告不同。

取得代禱者的職份
上帝常常在尋找一位代禱者，卻

尋不到。以賽亞聽見主的聲音說：「我

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以賽亞書六章 8 節）主曾經失望地

對以西結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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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二十二章 30 節）。

 當一個代禱者集中力量禱告時，

身上會顯出三項特質：認同、受苦、

權柄。這在一般的禱告中不一定看

得到。代禱者必須對代禱對象產生認

同，耶穌是最好的例子。耶穌甘心傾

倒自己，以義的代替不義的，以有罪

的代替無罪的。祂不只擔負我們的罪

孽，聖經說「祂代替我們的軟弱，擔

當我們的疾病」（馬太福音八章 17

節）。耶穌是最偉大的代禱者，祂認

同世人的痛苦與軟弱，取得了天上地

上所有的權柄，祂知道怎樣在天父的

右邊為我們代求。

聖靈是另一位偉大的代禱者，聖

經說「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

替我們禱告」（羅馬書八章 26 節）。

但是聖靈在地上需要可以體驗痛苦的

身體，惟有肯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代

禱者，神才能透過他工作，成就真正

的代禱事工。

身為代禱者，除了明白認同和

受苦的必要，也需要認識權柄的意

義。豪威爾常舉慕勒（George Müller, 

1805~1898）的事工為例，在供應孤

大蕭條時期美國社會最底層的窮人
（Dorothea Lange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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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上慕勒取得了代禱者的職份，他總

是第一個願意代孤兒受苦，因此上帝

為他打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他。但

是在醫病恩賜上，慕勒卻沒有取得代

禱者的地位。

豪威爾深知權柄的重要，因為他

明白「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

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

爭戰」（以弗所書六章 12 節）。他常

談到「代禱的職份」，當一位代禱者

取得這地位，就能從「信心的賞賜」，

進入「信心的恩典」，在這個層次，

恩典的海洋大大向代禱者敞開。豪威

爾在病得醫治上，得到這樣的權柄。

他為許多病人禱告，使他們得到痊

癒，甚至曾經準確地預言狄克叔叔，

何日何時會得醫治，在癱瘓三十年之

後，再度行走！

豪威爾終其一生，接受聖靈嚴

苛的訓練，最終成為二十世紀最偉大

的代禱者。他的代禱事工，從地方性

的事物，移轉到全國甚至世界大事，

全世界都成了他的教區和禾場。神也

透過他興起眾多為國家和列國代禱的

器皿，包括他自己的兒子撒母耳。豪

威爾蒙主寵召之後，撒母耳繼承父親

的遺志，繼續帶領威爾斯聖經學院，

在禱告和禁食的操練上，更加往前推

進，與黑暗權勢持續對抗，為世界性

的危機代禱，超過半世紀之久。

萬物的結局近了，各國的罪惡滿

盈出來，列國受到極大的震動。此刻，

神正在尋找願意為祂分別為聖，甘心

犧牲自己的器皿。你是否願意把生命

全然獻在祭壇上，成為一個代禱者，

讓聖靈可以透過你，建立大衛倒塌的

帳幕，堵住個人、家庭、教會、城市、

國家、世界的破口，把累代遭到破壞

的根基，重新修造建立起來，使神的

國可以降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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