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派翠克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叫派翠
克的小男孩在 英 国 出生︒在他
16岁的那一年派翠克被一群海盗
绑 架到爱尔兰当 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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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里,派翠克发现爱尔兰人讲
的语言, 住的房子和生 活习惯
都 跟在英 国 的时候很 不一样︒
在他当 奴隶 时侯, 他很辛苦又孤
单, 还要困 难的要去适应新的环
境︒

那时候派翠克开始想 起在他小
时候认识的神︒在爱尔兰的六年
内︐每次他在帮他的爱尔兰首
领 牧羊 的时候, 他就常 常 在
祷告 中 跟 神 说 他的痛苦︒
慢慢 的 耶稣成 为他最要好 的
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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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 晚 上︐上 帝透过梦 跟
派 翠克说︐「离开奴隶的生 活
的时间到了︐有一艘船 预备好
带你回家︒ 」派翠克在神的带领
下顺 利地 回到 英 国︐终于看到
他六年内不停想 念 的家人︒

回到 英 国后, 派翠克开始努力学
习圣 经, 因为他想 要 更 认识那
位当 他在爱尔兰帮 助他平 安渡
过 六年 的耶稣基督︒他找 到了
一位老师教 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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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二十年后︐神又透过一
场 梦︐告诉派翠克回去爱尔
兰︐跟那些之前虐 待他的人分
享 耶  稣永远 不会放 弃爱我们
的好消 息︒这次回去︐他不是
以奴隶的身 分︐而是带着可以
释放 人心︐充 满 大能 的福音︒

派翠克在神 的带领下, 他用 当
时他在爱尔兰的经历慢慢 的
让 爱尔兰人经历到神 的慈爱和
认识到神 的真理. 他在那里建
了许多 教会︐带领 神 所爱的
儿女︐回到神 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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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与我同在 主在我前 Christ with me Christ before me  
主在我后 主充 满 我 Christ behind me Christ in me

主在我下  主在我上 Christ beneath me Christ above me
主在我右  主在我左 Christ on my rightChrist on my left 

主当我躺卧 主当我坐下 Christ when I lie down Christ when I sit down 
主在想 到我的人的心理  Christ in the heart of everyone who thinks of me 

主在提到我的嘴里  Christ in the mouth of everyone who speaks of me,
主在看到我的眼里 Christ in the eye that sees me,
主在听到我的耳里 Christ in the ear that hears me.

我们的神 真是位 奇妙的神︕
祂透过派翠克痛苦的经历︐
把这些在人看来不好的经历,
成为爱尔兰人的祝福以及他
的最大的冒 险︒信实的神也
会把我们 的泪水变 成 喜
乐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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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ài   cuì     kè    de     dǎo  gào
派翠克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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