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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抵挡魔鬼

Do Not Forget to Resist the

Devil

1 Pet 彼得前书 5:7-11

5: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　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5:8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

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

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5:9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因

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

经历这样的苦难。

5:10

那赐诸般恩典的　神曾在基督里

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

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

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

们。

5:11

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大家好！让我在这里也祝愿我们

当中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上

帝祝福你们，也祝福我们远方的

母亲，让他们健康平安，天天都

有上帝自己看顾保守他们。圣经

描述上帝也有母亲一般的爱（以

赛亚书66:13）：「母亲怎样安

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

们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从

前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每年要

带两个考查团来加拿大考查，每

次两周，最长的一次是三个月（

那次学习项目多而且要等到秋天

收庄稼），我对这些学员是百般

照顾，无微不至，好几次，我的

项目主任，对我说,” Alen, you
are being a mother to them.”
意思就是你成了他们的母亲了，

一直到现在我的理解是这个评价

里面褒贬各半啊，但是这是我的

风格，我发挥的是天父的爱，里

面也有母亲一般的无微不至的爱

，如同天父一样；对不太理解我

的人，看到个角度也许就豁然开

朗了，相信我们当中作父亲的人

也能理解。

我们今天的读经取自彼得前书5:

4至11节，是要信徒用信心抵挡

魔鬼，5:8，9：「务要谨守、警

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

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

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它，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

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这个教导多次出现在圣经里。好

像雅各书4:7：「故此，你们要

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

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还有以弗

所书6:13：「所以，要拿起神所

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魔鬼），并且成就了

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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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引用的三段经文，彼得前书是

彼得写的，要让信徒在看顾其他

信徒的服事上得到提醒与鼓励。

雅各书是耶稣半同胞弟弟，雅各

写的，目地是让被魔鬼引诱的信

徒，抵挡魔鬼，知道他们如果抵

挡，他们是可以得胜的；以弗所

书是保罗写的，目地是让所有信

徒知道，抵挡魔鬼如同打仗，信

徒究竟应该如何行。

三位使徒不约而同的得到上帝的

感动，带出同样的教导，我们今

天读的彼得前书五章里的信息主

要是写给教会的守望者的（资深

也在服事其他弟兄姊妹们、慕道

友的），5:1说：「我这作长老

、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

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

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在他们照

顾信徒还有慕道的朋友的人们的

时候，他们会遭受到魔鬼的攻击

，圣经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

…」

首先要说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圣

经对魔鬼交待得很有限，因为圣

经不是上帝与魔鬼的故事，圣经

是上帝和人的故事，是上帝给人

传递的话语，传递的爱，但是圣

经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关键的有关

魔鬼的信息：第一，他们真的存

在，第二，他们是上帝和人类的

仇敌（让我们都知道上帝造人是

预备人能够得到他的生命，成为

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家人，和继

承人的，

所以魔鬼背叛了上帝也仇视人类

）；第三他们数量很多，所以遍

地游行，我想我可以用细菌来比

喻魔鬼，好像细菌，魔鬼也肉眼

看不见，但是数量很多，无所不

在；第四，既然魔鬼还要寻找可

以吞食的人，那么，他们不是想

伤害谁就可以伤害谁的；我们要

理解什么人是它们可以伤害的，

在创世记里，上帝给蛇（蛇代表

魔鬼）的宣判是它要终生吃土，

泥土代表堕落的世界里面许多违

背神心意的价值和罪恶，所以被

世界的中的不好的东西、和罪恶

捆绑的人们，就容易成为魔鬼的

食物了，如果用细菌来比喻魔鬼

，那么我们可以问：人们在什么

情况下会被细菌感染而生病呢？

相信是当人们接触不洁净的东西

，接触了不洁净的群体（人们）

，或者去了不洁净的地方…魔鬼

伤害人的途径也是一样的，但是

是涉及心灵、思想、还有行为的

。有一次我辅导一位弟兄，他流

览了互联罔上的一些不「乾净，

不雅」的网页，然后就经历了一

系列的灵异的、怪诞的情况，一

开始，我安慰他为他祷告，但多

多少少，我还是认为他有点在妄

想，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妈妈

发了一个视屏给我，说是很有趣

、是科学不能解释的，视屏里有

一个表格里面有大约20个数字，

要我选一个，心中记得就好，然

后视屏结束的时候我选的数字就

会出现在屏幕上，我试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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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我选的数字出现在视屏的

结尾，我又试了一次，我选的数

字又被视屏知道，第三次播放视

屏的时候，我故意不选数字，结

果视屏结束的时候显示的是我前

一次选的数字，也就是说视屏也

知道我没有选新的数字…我感觉

相当邪门，让我毛骨悚然，因为

那是一个视屏，不是软件（APP

），结尾是不可能因为我而改变

的，而且我并没有把我选的数字

写下来、没点击什么，仅仅是看

那个视屏；我手机自拍的摄像头

也是被胶布盖住的，既使有什么

人工智能软件依靠我目光去判断

我看了表格那个方位、选了什么

数字，也是无法发挥的。我也记

得，视屏中间曾经闪过两行相似

梵文（或南亚某国）的文字，我

相信那是两行巫术的咒语；我立

刻把视屏删了，也让我妈妈把这

个视屏删了，也告诉她这个视屏

并不是什么好玩的题材，而是魔

鬼的作为，几天后，我收到一个

也是类似梵文的电邮，里面只有

一行英文，说我只完成了百分之

20几的作业，要我点击一个链接

继续…我直觉的就知道是与前面

的视屏有关…。上帝让我经历这

个非常邪乎的事情，不是他没有

保护我，而是让我知道魔鬼是可

以透过互联罔，把它自己投射到

我们的物理空间的，投射到我们

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灵里面的。

何等可怕！但是我感谢上帝，由

于这个经历，我知道那位弟兄的

遭遇原来不是妄想，我在帮助他

的过程中，才更依靠神，更认真

，更知道如何祷告。我想，这个

故事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在什么

情况下，人会被魔鬼俘获、变成

魔鬼的食物，什么时候，我们接

触了它，我们原先明亮的心灵，

就黑暗了。

还有第五，就是魔鬼是可以抵挡

的，他们虽然原先是天使，力量

远远超过人，但是我们不是用自

己的能耐抵挡他们，乃是用「信

心」（5:9）：「你们要用坚固

的信心抵挡它，因为知道你们在

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

难。」以弗所书6:12说：「因我

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

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

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恶魔争战」虽然我们不把人类，

和我们自己的跌倒，和失败归咎

予魔鬼，我们都必须自己承担我

们的跌倒的责任，但是，我们还

是需要意识到，魔鬼的存在，和

我们可以不被动，可以依靠神用

信心抵挡魔鬼。

第六点，就是我们抵挡魔鬼的时

候，我们是可以得胜的，5:10：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

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

量给你们。」我们知道，主耶稣

的话的确是实在的，他是不说谎

的，他说过（约翰福音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

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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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胜了世界。」还有耶稣复

活后说（马太福音28: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我们看见的是，上帝需要我们作

他的子民，他的孩子，还有他的

守望者，因为圣经说我们，基督

徒，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

是教会的头，如果我们是他的身

体，我们就是他的旨意的执行者

。上帝透过我们依然在世界上有

形有体的存在。耶稣已经得胜，

他已经得到所有的权柄，然而，

权柄仍然需要执行，得胜需要落

实，落实在我们的遭遇里，落实

在我们的挑战里，落实在我们的

奋斗当中。

我们都应当作我们弟兄姊妹们，

还有我们身边的慕道的朋友们的

守望者。圣经让我们看到，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

找可吞食的人，我们也执行上帝

的旨意，发挥他的拯救世人的努

力，落实上帝所拣选的人的得救

，上帝拣选，但是我们必须执行

他的拣选，我们相信，我们代求

，我们传福音，我们爱他们，我

们照顾他们。

有一次敌人犯境，以色列的国王

，扫罗，和他的战士都已经丧胆

，当时还是一个孩子、还是牧羊

人的大卫到前线给他的哥哥们送

饭，看到大家的士气低落，他自

告奋勇要求被引见到国王面前，

他说他可以出去和讨战的敌军的

巨人，歌力亚，战斗，国王一开

始认为大卫太小了，但大卫对国

王说（撒母耳记上17:34。35）

：「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

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

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它，击打

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来。它

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

，将它打死。」

这副图画…，一个牧羊的孩子和

狮子格斗，为要拯救一只小羊羔

，就是彼得前书5章里面的描述

，狮子来，虽然对所有的人都是

威胁，但是守望者，没有想到自

己，他们关心的更是上帝放在他

们周围的羊，圣经要他们不要忘

记抵挡狮子，就是魔鬼，用信心

抵挡，尽力保护羊。如同大卫营

救被狮子叼走的羊羔一般，信徒

的信心，必须延伸到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爱心，还有他们的实际

行动的，他们在抵挡魔鬼的过程

了，自己也是暴露在魔鬼的威胁

和攻之前，但是圣经让他们抵挡

、抵挡、保护羊群…。

其实「抵挡魔鬼」，或者说，让

我们「不要不抵挡魔鬼」对所有

的信徒都是重要的提醒。我原先

的讲题是《抵挡魔鬼》，但我想

，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可

是我们却更容易因为遇见的困难

或攻击太险恶，而放弃，而不抵

挡，所以我的讲题就改了，改成

《不要忘记抵挡魔鬼》（不要不

抵挡魔鬼）。在遇见魔鬼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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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罪的试探，遇见失败，或

仅仅遇见了苦难，我说，这些困

难与一般的困难不太一样，因为

，来自魔鬼的攻击，魔鬼造成的

困难与挑战，里面有一种我无法

言喻的硝烟的气味，战火的气味

，浓郁的黑暗势力的气息，是正

儿八经的争战。老实说，基督徒

最常作出的反应（也许可以说是

最常出现的冲动），至少我是如

此。并不是抵挡，而是丧胆，如

同扫罗王在敌军面前，如同先知

以利亚在要杀他的皇后耶洗别面

前一样，我虽然有相当的厉练，

一定的信心，在凸出，在魔鬼的

攻击前，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自

身的有限，我丧胆，我害怕，我

放弃，说：罢了、罢了、完了、

完了、算了、算了…；我甚至埋

怨上帝。

好像…人们平时作所有的决定，

所有的选择，所有的奋斗，都秉

着自身的经验，智慧，思考，判

断，但是一旦涉及到神的题目，

我们看到世界有许多许多的迷信

，似乎在这个题目前，人们最常

有的反应是放下智慧，放下判断

，放下思考…（相信那些没道理

没逻辑的迷信）这个现象其实在

基督徒的思维里也经常出现，就

是当我们遇见困难，挑战，挫折

的时候，我们经常忘记了教导，

忘记了忍耐，忘记相信，忘记坚

守，奋斗，我们忘记圣经的教导

，让我们不要忘记抵挡魔鬼，不

要沮丧，不要灰心丧胆，不要埋

怨神，不要忘记继续努力，恒心

祷告、忍耐，等候神，相信神，

也让我们的信心带出行动，让我

上帝的救恩落实…。也许许多基

督徒也有类似的经验，有时候遇

见困难，特别是我们祷告神要帮

助我们的题目，我们遇见拦阻、

困难、挫折，第一反应是上的没

帮我，罢了、罢了、完了、完了

、算了、算了…。我们忘记了什

么吗？

从古代到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位

信徒，在他们的故事里，都有克

服困难，得到胜利的内容，我们

的上帝也一样，曾经承担了难题

，来到世界上，为拯救人舍去了

自己的生命，但最终完成使命，

从死里复活，战胜魔鬼、战胜死

亡。彼得前书4:12,13说：「亲

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

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

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

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

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

喜快乐。」

今天的分享，如果只能记得一点

，希望大家记得：当我们遇见试

探，困难、甚至艰难，那些来自

魔鬼的挑战，我们既使害怕，怀

疑，让我们不要忘记抵挡、抵挡

魔鬼，我们抵挡魔鬼带给我们的

黑暗，恐惧，和一切负面的情绪

，和放弃的冲动，我们记得我们

不是依靠自己的能耐，乃是依靠

上帝的能力，我们抵挡魔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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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得胜，我们坚守一会儿，他

就会成全我们，让我们得胜，走

出黑暗的。

对还在慕道的朋友们，道理是一

样的，我在神学院里学过心理学

，里面讲到人们要到的三十岁，

个性才走向完整，例如，原先内

向的人，到了30岁后，会开发外

向的能力和性情；原先外向的人

，会开发内向性情的优势。因为

他们一直也感觉，也感受到自己

的性情带给自己的限制，和苦恼

，时候到了，人们会觉醒过来！

说：我为什么要如此，我不希望

一直如此，我要超越我自己…。

我们在慕道的路上也一样，我们

不要放弃，知道上帝的心意，是

要拯救我们，不是要伤害我们，

我们也要抵挡魔鬼，因为它正在

用谎言引导我们不相信耶稣，魔

鬼正在给我们灌输：我们不会相

信的、不会成为基督徒的构想…

。让我们也觉醒过来！也不要忘

记抵挡魔鬼，抵挡它的诱惑、和

攻势，让我们用一丝的信心，抵

挡它，我们并不是用自己的能耐

抵挡魔鬼，我们也是把我们的信

心放在主耶稣身上，然后，我们

就走出一切幽暗，一切的阴霾，

一切的捆绑，进入到神的光明、

恩典、和丰盛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