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ND, BOW OR BURN 

俯伏下拜, 否則, 被燒死 

「外邦為甚麼爭鬧? 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 臣宰一同商議, 要敵
擋耶和華, 並祂的受膏者, 說: 「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 脫去他們的繩索. 」」(詩2:1-

3) 

詩人問道: 「外邦為甚麼爭鬧? 」每個世代墮落的人心中都充滿怒氣, 宣告説: 「我們不要

活在 神的統治之下. 我們要掙開這些束縛, 而為所欲為. 我們要自己當 神, 決定何謂善, 

何謂惡. 我們至終甚至要創造我們自己的烏托邦! 」 

有史以來, 墮落的人類都極力棄絕有關 神的知識, 見證和同在; 以致他們要採取手段去威

嚇人. 請思考使徒行傳以下的記載: 「(以色列的官長和長老) 彼此商議說: 「我們當怎樣
辦這兩個人(門徒)呢? 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蹟, 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

們也不能説沒有. 惟恐這事越發傳揚在民間, 我們必須恐嚇他們, 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

講論. 」於是, 叫了他們來, 禁止他們, 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 彼得約翰説: 「聽
從你們, 不聽從 神, 這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酌量吧!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 不
能不説. 」官長為百姓的緣故, 想不出法子刑罰他們, 又恐嚇一番, 把他們釋放了; 這是因
眾人為所行的奇事, 都歸榮耀與 神.」(徒4:15-21)  

門徒們所受的威嚇並不新奇. 讓我稱之為「靈命復興之前黑暗的威嚇」. 神每逢行出偉大

之事之前, 祂的子民面對阻力, 是在所難免的. 使徒彼得說: 「親愛的弟兄啊, 有火煉的試

驗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歡喜; 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

苦, 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 也可以歡喜快樂.」(彼前4:12-13) 彼得實在對當時的人

說: 「不要以為奇怪, 我們定意要恢復本國敬虔的心, 就必須與阻力作戰. 」同樣, 你我為

著本國本城的靈命復興而禱告, 就要為著這事實而有所準備: 若沒有爭戰, 黑暗的權勢是

不會敗退的. 為要知道我們會遭受甚麼阻力, 讓我們看看聖經中的一些例子, 因為前車可

鑑. 

過往的阻力 

出埃及記載了以色列民將近得蒙拯救, 脱離埃及人的手的一段時期. 他們即將經歷某種復

興, 但之前, 卻遭受了敵人的阻力. 「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 治理埃及. 對他的百姓說
: 「看哪, 這以色列民比我們還多, 又比我們強盛; 來吧, 我們不如用巧計待他們, 恐怕他 



 

們多起來, 日後若遇甚麼爭戰的事, 就連合我們的仇敵攻擊我們, 離開這地去了. 」於是埃
及人派督工的轄制他們, 加重擔苦害他們; 他們為法老建造兩座貨城…」(出1:8-11). 

 換言之, 他説: 「我們會告訴你們, 你們可建造什麼, 你們就必須按照我們的規格來建造. 

你們可以到你們的聚會點去敬拜, 但必須按照我們的方法去敬拜. 你們要順從我們的旨意, 

否則, 就要付代價!」這相仿於你我現今所面對, 並將越發看見的阻力. 我們現在所經歷的

自由已岌岌可危; 法律將會變得愈來愈嚴. 現在, 也許這只不過是少數人的聲音而已; 然而

, 他們的威脅可以攔阻主的教會, 以致它不能發揮其能力. 

但以理書又記載了有關靈命復興之前黑暗的威嚇. 多半的神學家都相信,但以理在後來出

令讓 神的百姓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上, 大有影響力. 可是, 復興臨到之前, 但以理和他的

希伯來朋友們在被擄到巴比倫的期間, 大受威脅. 聖經記載, 尼布甲尼撒王豎立了一個巨

大的金像, 且傳令説: 「各方, 各國, 各族的人哪, 有令傳與你們; 你們一聽見角, 笛, 琵琶
, 琴, 瑟, 笙, 和各樣樂器的聲音, 就當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凡不俯伏敬拜
的, 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但3:4-6) 換言之, 他説: 「你們要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我

們豎立了一個人像, 命令各地的人一聽見音樂, 就要拜它! 否則, 你們都要被燒死! 」 

然而, 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沙得拉, 米煞, 和亞伯尼歌都不肯下拜. 他們雖然知道自己難逃火

窯之劫, 但卻向王聲明説: 「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我們所事奉的 神, 能將
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 王啊, 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 即或不然, 王啊, 你當知道我
們決不事奉你的 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3:16-18) 結果, 他們三人都被捆綁起

來, 扔進火窯裡; 神卻拯救了他們, 連一根頭髮也沒有被燒. 

 當然, 黑暗的勢力並沒有敗退. 後來, 大利烏王執政時, 米代波斯王至終佔領了巴比倫, 傳

了一條新令: 「國中的總長, 欽差, 總督, 謀士, 和巡撫彼此商議, 要立一條堅定的禁令; 

三十日內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或向 神或向人求甚麼, 就必扔在獅子坑中.」(但6:7) 換言

之: 「我們會吩咐你們在何時何地, 如何,並向誰禱告. 你們若不聽從, 就會被扔進獅子坑

裡! 」 

不肯下拜 

但以理不受新令, 便回家照常在 神面前屈膝禱告. 如今,你我也願意這樣做嗎? 畢竟, 為要

保存屬靈自由, 且感動首長去歸向真理, 有一批人要再次順從 神的旨意, 而不順從人的意

思. 無論這世代不虔不義的人會豎立什麼像, 極力要社會裡的人去下拜, 神的子民都必須

為著真理而站立得穩!  

惟有心高氣傲的人會説: 「我們可以顛倒是非, 給家庭和婚姻重新的下定義. 我們可以決

定生命何時誕生, 何時被殺. 」他們實在豎立了自己的金像, 奏樂, 且説: 「現在, 傳令給

各國的人, 説: 你們要像我們一般屈膝敬拜! 」 



 

然而, 在歷史上的某個時候, 神的僕人使女必須再次拿起聖經説: 「不, 你們不可指惡為善

, 更改 神的律法. 墮胎是錯的. 神定下了男女之間的婚姻. 政客撒謊是錯的. 譏誚主名也

是錯的. 」 

請試想: 若 神的子民因過往的威嚇而屈服, 有多少屬 神, 改變生命的時刻就會被失去了? 

彼得和約翰都會回家, 歎息説: 「權貴們威嚇我們, 説我們不可奉主的名傳道或教導, 所以

我們僅僅在家庭相交而已. 讓我們都保持低調, 不與人往來. 」 

正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一般, 門徒們都不肯屈服或退讓. 聖經記載: 「二人既被釋放, 就
到會友那裡去, 把祭司長和長老所説的話, 都告訴他們. 他們聽見了, 就同心合意的, 高聲
向神說: 「主啊, 你是造天地, 海和其中萬物的; 你曾藉著聖靈託你僕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
, 説: 「外邦為甚麼爭鬧? 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 臣宰也聚集, 

要敵擋主, 並主的受膏者.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這城裡聚集, 要
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 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事. 他們恐嚇我們, 現在求主鑒
察; 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 講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來, 醫治疾病, 並且使神蹟奇事, 

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 」」(徒4:23-30)  

門徒們受了黑暗的威嚇, 就立刻禱告, 甚至引用了我們開頭所用的詩篇. 他們求 神更加賜

下祂的同在, 勇氣, 能力和醫治大能(即那起先令他們落難的)! 

無論人遭受甚麼威嚇,主總必因那些定意禱告的人而得榮耀. 因此, 有些少數的人如今也許

嘗試發聲支配我們, 你我必須謹記, 我們依然有權利和責任去禱告; 並且, 我們可以在任何

地方這樣做! 至於那些在學校裡或工作環境裡的人, 你們可以一邊行在走廊上, 一邊禱告. 

你們可以在地鐵上, 車子裡, 工作桌前, 或買菜時禱告. 你可以隨意在任何地方與 神相交; 

人家問你, 你就可以回答説: 「我與 神相交! 你會和我一同這樣做嗎? 」 

在歷史上, 這等不肯受邪惡威脅, 反倒定意禱告的人才能令人從壓制中得自由, 更改法例, 

甚至軟化君王的心. 是的, 但以理因不肯順服黑暗的命令, 而至終被扔進獅子坑裡. 然而, 

請看看但以理得蒙拯救, 安然無恙後, 大利烏王的命令: 「曉諭住在全地, 各國各族的人, 

說…現在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 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戰兢恐懼, 因為祂是永遠長存的活 神

, 祂的國永不敗壞, 祂的權柄永存無極; 祂護庇人, 搭救人, 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 救了

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 」」(但6:25-27)  

當時, 他把榮耀歸給 神, 全是因為有一人不肯下拜! 

祈求勇氣 

雖然黑暗的威嚇也許會愈來愈甚, 我們必須謹記詩篇第2篇繼續説: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
; 主必嗤笑他們. 那時衪要在怒中責備他們, 在烈怒中驚嚇他們. 」(詩2:4-5) 雖然外邦爭

鬧, 謀算要抵擋 神和祂名下的人, 他們只不過是「謀算虛妄的事」而已; 神必因此而嗤笑 



 

. 祂的道就是公義和真理的標準, 凡違背的, 必遭受後果. 那些偏離祂道路的人, 都難免受

苦受嘲.  

反之, 凡願意一心接受 神的真理的人都得了這指示: 「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 又當存戰兢
而快樂. 當以嘴親子(即接受主), 恐怕衪發怒, 你們便在道中滅亡, 因為祂的怒氣快要發作
. 凡投靠祂的, 都是有福的. 」(詩2:11-12) 我們要如何敬畏主, 而不向仇敵低頭呢? 

首先, 你我都必須知道我們缺乏勇氣, 來無畏的面對阻力. 我們千萬不要妄然誇口, 因為彼

得曾經這樣做, 但卻發現了他自己的為人如何. 然而, 你我可以為著所需的勇氣而求 神; 

正如詩篇說: 「凡倚靠祂的, 都是蒙福的. 」 

你求 神, 衪就必賜你勇氣, 好讓你不向黑暗的命令低頭, 成為中流砥柱. 這等人將會在未來

的日子裡有所貢獻. 他們不必是一些著名事奉中的佼佼者, 乃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凡人而已. 

有些人的貢獻是全國性的, 有些人則會影響社區. 神都一視同仁. 我們大家都有機會在這

世代裡有所貢獻. 千萬不要忘記, 你定意在火中站立(不肯受人影響, 而立場堅定; 與抱著

錯誤觀念的社會背道而馳) 時, 神的應許就必臨到你. 祂應許要在水火中與你同行, 且封住

獅子的口. 神應許要領你來到衪自己面前, 好讓你確知自己得蒙衪親手扶持. 

 所以, 但願我們為著這世代偉大的靈命復興,而同心相信 神. 但願我們相信祂必以聖靈來再

次充滿我們, 好讓我們不會向任何邪惡的威脅低頭. 主既幫助我們站穩, 勇於傳道, 我們就

必發現, 我們的見證並不關乎我們, 乃關乎我們心中的 神,及祂的大能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