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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2

上帝的作为，和人的责任

God’s Act and Man’s
Responsibility

Mark 马可福音 9:20-29

9:16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

论的是什么？”
9:17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
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鬼附着。

9:18

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

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

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

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
9:19

耶稣说：“嗳！不信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

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

这里来吧！”
9:20

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重重地抽风，倒在地上

，翻来复去，口中流沫。

9:21

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

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

时候。

9:22

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

他。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悯我

们，帮助我们。”
9:23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

的人，凡事都能。”
9:24

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有古卷

作“立时流泪地喊着说”）：“我
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9:25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

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

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

进去！”
9:26

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

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

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

死了。”
9:27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

就站起来了。

9:28

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的问

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

去呢？”
9:29

耶稣说：“非用祷告（有古卷在

此有“禁食”二字），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来（或作“不能赶他出

来”）。”

大家好！感谢主又带领我们回到

了主日崇拜，耶稣说（约翰福音

6:44）：「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

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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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

复活。」人们能够到耶稣那里，

来到教会，都是天父的恩典，能

够来到耶稣面前，并且相信他，

也是天父的恩典。耶稣的话让我

们看到，人们能够相信耶稣，有

来自天父、也就是外在的力量和

恩典，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2:8

，9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

为，免得有人自夸。」相信神的

人都不能说，我得救因为我相信

，我们只能说，一切都是恩典，

包括我能够相信耶稣。

但是上帝的作为，需要人的回应

，上帝的计划才能实现，他的能

力才能够彰显，上帝有他的主权

，他拯救世人有他的拣选，但是

计划，拣选，预定，仍然需要有

一个执行的过程。上帝的使命都

是让他的子民，他的孩子们执行

的。连救赎，都是让他的独生子

，耶稣完成的。我上次分享过，

今天情况还是一样，基督是头，

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就是耶稣

的使命的执行者，耶稣给我们基

督徒只有一个使命，就是引导人

们相信耶稣，接受洗礼，并作他

的门徒，遵行他的教导，门徒的

责任是执行使命，世人的责任是

相信，接受，行动。今天，有天

父吸引人、包括我们到耶稣那里

，有耶稣作我们的救主，帮助我

们，医治我们，给我们自由，我

们还有圣灵的帮助；因为圣灵带

给信徒来自上帝的新生命，让他

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圣灵也感动

所有的还没有相信他的人，约翰

福音16:8至11说：「他（圣灵）

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

，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

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

审判。」所有人并非完全依靠自

己的能力去相信，我们在相信神

的决定上有来自神的帮助，包括

环境，机会，传道的人们，还有

上帝自己的感动。万事具备，我

们仅仅需要回应。

我们今天的读经取自马可福音9

：16至29，里面的故事是有一位

父亲，带著他的孩子到耶稣的门

徒那里，希望耶稣的门徒能够把

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耶稣的门

徒却不能。然后群众就开始的辩

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辩论什么

，也许他们说，门徒没有能力，

也许有人说他们驱逐魔鬼的方式

不对。(9:19)耶稣听到了说：“
嗳！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

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

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
孩子的情况是说不出话，然后会

抽筋，会口流吐沫，很像是颠痫

，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孩子的问

题是被鬼附身了，圣经在马太福

音太8:29也记载一位被鬼附身的

人见到耶稣就对耶稣喊着说：「

　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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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

来叫我们受苦吗？」这里我们看

到，魔鬼认识耶稣，也知道他的

身份，但魔鬼却不知道上帝的计

划，所以看到耶稣在审判还没到

就来到世界，他们困惑了，说，

时候还没到啊？圣经告诉我们真

的有魔鬼，我上次讲道也提到守

望者保护羊群的时候，有时候会

遇见狮子（就是魔鬼）想把羊叼

走，然后守望者必须奋力抵抗，

抵抗魔鬼，所以，我想，当时人

们的辩论也包括有人说孩子不是

被鬼附身了，而是生病了…，但

是圣经说那次的确是被鬼附，不

是生病。

耶稣表示门徒不能够帮助这个孩

子是因为他们信心不够，因为圣

经说马可福音9:23：耶稣说：“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

这里的意思是，许多时候，人可

以对神有信心，然后带著信心完

成任务，但耶稣的门徒当时的信

心并不稳定，相信我们也从圣经

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基本上门徒们都离开耶稣逃跑了

，他们那时候的信心是比较软弱

的。

马可福音10:27：耶稣说「“在人

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

事都能。」信徒如果遇见特别困

难的题目，自己没有信心克服，

他们还是可以把信心放在神的身

上，然后让上帝作我们作不到的

事。上周卢长老也讲解了，在传

福音上，我们有我们需要作的，

但是也必须仰赖上帝完成我们不

能够完成的。我想耶稣当时感觉

他的门徒自己不能够把鬼赶出去

，他们竟然把耶稣也忘记了，所

以耶稣就感叹了。我这么认为是

有依据的；有一次耶稣和门徒行

路，忘记预备食物，他们就彼此

责备，耶稣也提示他们，为什么

忘记了耶稣前面用神迹喂饱许多

人的见证呢？难道他们就一定要

饿肚子吗？为什么不求告耶稣呢

？还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坐船，然

后遇见很大的风浪，耶稣却睡著

了，门徒也把耶稣给忘了，他们

并没有让耶稣帮助他们，直到他

们感到绝望了，他们才把耶稣摇

醒，说我们要丧命（你都不顾了

吗…的意思）！这…不是求告耶

稣，而是忘记了耶稣，然后在埋

怨耶稣。

耶稣让人们把孩子带到他那里。

然后（9:23）：「耶稣对父亲说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

都能。” 9:24孩子的父亲立时流

泪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我想包括我自己，许多人读到这

里，没有意识到这位父亲对耶稣

的话的回应是多么的关键，也许

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回应是

多么的关键；这位父亲表示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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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相信什么呢，他来到耶稣那

里，代表他相信的就是耶稣，他

还是有一丁点信心的，但第一次

听到耶稣这么问他，他肯定和我

们一样，心中会感到困惑：什么

是相信呢？如何叫做相信？如何

表示相信？我是不是感觉到相信

了？耶稣如何看待我的信？他认

为我相信了吗？他认为我的信心

足够吗…？这些问题让这位父亲

感到绝望，他哭喊着说，我信，

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没有

思考的时间，没有措辞的时间，

也没有提问的机会，这位父亲表

达了他，还有所有人，包括我们

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出现过，甚

至经常出现的困难：我们不是不

相信，但是我遇见了我克服不了

的问题，我怀疑我的信心是不是

存在，是不是能够起作用，我甚

至不知道上帝是不是认可我的信

心…。然而，真正的信心总是建

立在耶稣身上的，并不是建立在

自己能够感受得到的信心上的，

这位父亲，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

们，基督徒，慕道的朋友，今天

来到教会的所有的人。我要说，

我也有感觉绝望的时候，感觉自

己信心到了尽头了，我们都要向

这位第一次来到耶稣面前，而且

对自己的信心感到绝望的这位父

亲学习，在他信心不能够让他得

到拯救的那一刻，他对耶稣说，

「求主帮助！」他没有忘记耶稣

，他求耶稣帮助他。然后耶稣就

拯救了他的孩子。

(9:25,26):「耶稣看见众人都跑

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
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

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

，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

出来了…。」孩子还有他的父亲

得到了耶稣的拯救，里面有上帝

的作为，但是也有了人的作为，

人来到耶稣面前，接受耶稣作他

们的主，耶稣就作他们不能作的

事情，所有他们不能作的，耶稣

都能，因为在神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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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2:1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迦百农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2:2

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

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2:3

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

用四个人抬来的。

2:4

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

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

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

缒下来。

2:5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2:6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

，说：

2:7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

僭妄的话了，除了　神以外，谁

能赦罪呢？”
2:8

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

，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

议论呢？

2:9

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

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

容易呢？

2:10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

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

2:11

“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

家去吧！”
2:12

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

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

奇，归荣耀与　神说：“我们从

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提前2:1(1)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

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雅5:16(1)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

效的。

2 cor

2:10

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

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

们赦免的，

赛59:16(1)他见无人拯救，无人

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

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

J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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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

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

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

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

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

的一切话。”
18:19

耶和华啊，求你理会我，且听那

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

18:20

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

害我的性命。求你记念我怎样站

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

忿怒向他们转消。

18:21

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

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

作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

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阵上被刀

击杀。

mark

7:24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

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

知道，却隐藏不住。

7:25

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

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

来俯伏在他脚前。

7:26

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非尼基

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

的女儿。

eph

6:18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

求，

6:19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

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6:20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链

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

分放胆讲论。

col

1:8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

了我们。

1:9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

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

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

心知道　神的旨意，

1:10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

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

子，渐渐地多知道　神，

1:11

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

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

喜地忍耐宽容，

帖后1:11(1)因此，我们常为你

们祷告，愿我们的　神看你们配

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

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

心所作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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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后3:1(1)弟兄们，我还有话说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

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

在你们中间一样；

exo

17:8

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订，和

以色列人争战。

17:9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

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　神的杖，站

在山顶上。”
17:10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

话行，和亚玛力人争战。摩西、

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

17:11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

17:12

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

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

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

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

17:13

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

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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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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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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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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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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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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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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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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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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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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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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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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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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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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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如此，小时候非常内向，

说话如果听众超过5个人我就会

发抖，但是到了我30岁的时候，

我不是自动就胆大了，而是我有

一种觉醒，我不愿意再如此了，

我就开始锻练自己，不回避在各

种场合说话，既使对我的考验不

小，慢慢的我的性情就开发，比

较完整了，其实到今天每次我上

台讲道前，我都在默祷，求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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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给我灵里的感动，口才，还有

「上台的胆量」我还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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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会相信

的、不会成为基督徒的…这些构

想…。让我们也觉醒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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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