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ONLY DAVID HAD CALLED FOR HIS CHARIOT
巴不得大衛曾叫人備車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 說: 「那右手拿著七星, 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 説,

我知道你的行為, 勞碌, 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 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者卻不是使
徒的, 看出他們是假的來. 你也能忍耐, 曾為我的名勞苦, 並不乏倦.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
備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啟2:1-4)
進了神國不久的人往往會退步犯罪, 與 神同行久了的人則往往會退步, 犯亠些不大明顯的
罪. 以弗所的教會正是如此. 他們對真理充滿熱忱, 奉主的名成就了善工. 然而, 他們雖然
曾經大大的得勝, 心靈卻軟弱了; 也就是説, 他們再也不盡心, 盡性, 盡意, 盡力的愛主了.
於是, 該教會面臨了可能斷定他們前途的一個時刻.
他們受警告之前, 對自己的光景毫不知情.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他們靈裡漸漸冷淡, 經
年累月, 難以察覺. 為要明瞭以弗所教會的光景, 讓我們思考大衛王(即以色列最偉大的君
王之一) 的見證.
起初的勝利
大衛像以弗所教會一樣, 起初一心愛 神. 托付給他的小事情, 他都一一辦到, 且存心為 神
而作的. 有一頭獅子來啣去他父親的羊, 大衛就揪著牠的鬍子, 把羊從牠救出來(參看撒上
17:34-35). 他大可以很容易的下此結論: 「只不過是一隻羊而已, 任由獅子奪去吧. 」,
但他心中並沒有這樣想. 他知道 神對他有所托付, 所以他為要完成任務, 而甘願冒生命危
險.
大衛對 神的見證和榮譽大有熱心. 大衛走進以色列的營地裡, 看見大敵歌利亞羞辱 神的
聖名, 祂的子民卻因害怕而站著不動. 大衛便對掃羅王説: 「「你僕人曾打死獅子和熊; 這

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向永生 神的軍隊罵陣, 也必像獅子和熊一般. 」大衛又說: 「 耶和華
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脫這非利士人的手. 」掃羅對大衛說: 「你可以去吧; 耶
和華必與你同在! 」」(撒上17:36-37)

大衛起先去探望他的哥哥時, 僅僅帶備了一頭驢, 奶餅, 餅和葡萄乾. 後來, 他下到溪中揀
了五塊 神親手磨成, 光滑的石子, 且至終為以色列大大得勝了. 大衛為要為著 神的榮譽
而爭戰, 不顧周遭信心不足的人的反對.
大衛大大的戰勝歌利亞後, 便學會了有關領導才能的另一則功課--不要理會人家的嫉妒心
. 「眾婦女舞蹈唱和, 説: 「掃羅殺死千千, 大衛殺死萬萬. 」掃蘿甚發怒, 不喜悦這話,

就說: 「將萬萬歸大衛, 千千歸我, 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 」從這日起, 掃羅就怒視大衛.
」(撒上18:7-9) 大衛發現, 嫉妒心, 謊言和謠言都是隨著領導地位而來的. 我們這些跟隨
主的人心中也要面對這等挑戰. 然而, 我們至終是得蒙呼召, 去代表那為人類而上十字架
捨命的主; 祂説: 「父啊, 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曉得.」(路23:34)
最大的敵人
大衛連連得勝後, 終於面對了他前所未有的大敵, 即他自己! 也就是說, 他自己墮落的性情.
你我也必須與自己墮落的情性爭戰. 雖然主對我們已有所吩咐, 我們還是要自作主張. 於
是, 我們會把一些起先不必是邪惡, 但卻有所虧缺的事情, 而稱之為美好. 我們至終會朝著
那個方向走, 而心中漸漸失去對 神的熱忱(即我們不顧別人缺乏信心而相信 神, 不惜付個
人上的代價而堅持不懈). 大衛正是如此.
「過了一年, 到列王出戰的時候, 大衛又差派約押, 率領臣僕和以色列眾人出戰; 他們就打

敗亞捫人, 圍攻拉巴. 大衛仍住在耶路撒冷. 一日太陽平西, 大衛從床上起來, 在王宮的平
頂上遊行, 看見一個婦人沐浴, 容貌甚美.」(撒下11:1-2)
那是打仗時候, 大衛卻耽擱了. 根據歷史學家, 他當時的年齡約53-59歲. 也許大衛疲乏了,
對禱告, 尋求 神, 置生命於度外, 感到厭倦了. 或者, 他因常常得勝, 而對勝利不感興趣了.
畢竟, 他在外邦所向無敵, 眾人都知道 神與他同在. 直到那時, 神給他的應許都一一應驗
了.
我們發現, 大衛在日到中天的時候沒有得勝, 反倒躺下來了. 他在傍晚本該就寢的時候, 走
在王宮的平頂上. 他在看甚麼呢? 難到城裡沒有羊等著要被拯救嗎? 難道前線沒有軍兵需
要他慰問鼓勵嗎? 城裡一定有人正在求救. 那裡一定有惡魔企圖吞噬的孤兒和弱者.
大衛怎麼啦? 他為何再也看不見 神還是託付他看顧的群羊呢? 那曾經在以色列的軍中捍衛
神的榮譽的年輕人, 他怎麼樣了?

當惡魔畫圖時
我們必須知道, 魔鬼喜歡給每個人畫完美無瑕的一幅圖畫. 「哦, 你只要在加勒比海的島
國上買一座別墅過冬, 生活就會多麼安寧! 你會在棕樹下躺在搖床上, 收聽網上的講道. 」
魔鬼為要阻撓你爭戰, 而畫這些美麗的圖畫. 「大衛啊, 你已努力工作. 大衛啊, 你打仗很
久了. 大衛啊, 你享受享受, 滿足自己吧! 致於你從房頂上所看見的女人, 與她共度良宵,
是多麼的美好! 」魔鬼栽下了這意念, 大衛便慾令智昏. 他開始要滿足自己, 至終便把有所
虧缺的事情稱為美好.
在那關鍵時刻, 大衛看見那幅圖畫, 就作出了錯誤的選擇. 你我都要明智的從他的過錯而
有所學習; 請謹記, 魔鬼絕不會把實情, 全盤托出的! 大衛和拔示巴錯誤的決擇導至了他四
個兒子的死亡; 他後來悲歎說: 「我兒押沙龍啊, 我兒押沙龍啊; 我恨不得替你死…」(撒
下18:33) 他們倆人生了一個兒子; 所羅門在情慾上有乃父風, 只是比他十倍更甚. 他給外
邦的神建造廟宇, 且年老去世時, 幻想破滅. 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則離棄了有 神同在的人
的訓誨, 且導至了國家分裂和後來被擄.
魔鬼不會畫出全幅圖畫的! 牠會刪去有關兒女死亡, 家庭破裂, 國家分裂等事. 牠也會刪
掉痛苦, 憂愁和煩惱, 即那些臨到大衛的事情. 你受自己心中的慾望所牽引, 而不遵行 神
的道, 就要提防. 當這意念臨到時, 你也要提防: 「享受安逸吧. 你夠努力工作了. 你已爭
戰很久了! 」
關鍵時刻
魔鬼並不是惟一給大衛畫圖的. 神賜給了大衛不可思議的應許: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

面前永遠堅立; 你的國位也必堅定, 直到永遠.」(撒下7:16) 換言之, 祂説: 「大衛啊, 你
與我同行, 你,你的一家, 基業和前途都會蒙我賜福! 你的一家在以色列的寶座上絶不會斷
人的. 」
是的, 神應許要賜福給我們, 但祂的祝福並非毫無條件的. 我們無法遠離祂, 而依然期望得
福, 正如我們與祂同行時所得的應許一般. 我們的決擇總必帶來後果. 正如大衛一樣, 我們
都會來到生命中的關鍵時刻, 可能大大的影響我們自己的前途.
我不禁思索, 假若大衛在那關鍵時刻下了不一樣的決擇. 假如他沒有説: 「把那女人帶來!
」, 反倒説: 「備車! 外面還有噬人的獅子. 軍隊也還是需要受鼓舞! 」更好的就是, 他應
該説: 「把我的驢子帶來, 把奶餅和葡萄乾放在牠身上. 我要去看我的兄弟. 我要去看看烏

利亞. 我要看看他們在戰役中如何, 且鼓勵他們. 我也許年老, 無法揮劍, 但我還是要到他
們當中, 鼓勵他們! 」
務要回轉
很可悲, 大衛在房頂上作了錯誤的選擇, 絕不相信自己竟然會借刀殺人, 撒謊, 以致大敗.
然而當時, 大衛發現 神還是大有憐憫的. 大衛恢復了他起初的愛心, 因為根據聖經, 他至
終依然是合 神心意的.詩篇51篇反映了他痛悔的心: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 按
你豐盛的慈悲塗我的過犯.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 並潔除我的罪.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
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惟獨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這惡, 以致你責備我的
時候, 顯為公義; 判斷我的時候, 顯為清正…神啊, 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重新有
正直的靈. 不要丟棄我, 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
, 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詩51:1-4, 10-12)
對我們而言, 這是個何等樣的提醒: 我們若作了錯誤的選擇, 還是可以放心. 主繼續向以弗
所的教會説: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裡墜落的, 並且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啟
2:5) 換言之, 祂説, 務要回想,行起初的聖工, 即神託付給你的小事情, 你曾經視之為寶貴
, 且盡心全力以赴. 你不管別人的鄙視, 缺乏信心和反對, 且開始學會 神必叫愚拙的使那
些靠人的智慧的羞愧, 也叫軟弱的使強壯的羞愧.
主繼續説: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得勝的, 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
的果子賜給他吃.」(啟2:7) 對於你我而言, 新約時代裡的生命樹就是主的十字架. 主實在
對那些聽從警告, 悔改, 且成就起初聖工的人説: 「我必讓你有份於我在十字架上所贏得
的勝利, 包括力量, 異象, 能力和喜樂; 這是世界既缺乏, 又絶不能提供的. 」你不會從種
種的關係或遷移找著這些事情. 你也不會從參與其他的事奉或新事, 而將之得著. 你必須
從你現今的處境學習得勝. 這就是關乎那起初的愛心, 隨之而來的就是惟獨 神親手所賜的
福份.
請謹記, 神邀請你去參與遠遠超越你自己的大事. 神呼籲你要持定這新的國度, 所以讓我
鼓勵你, 無論祂對你有何託付, 你都要盡心全力以赴. 務要存著信心, 即使你心中認為自己
會一事無成. 有一天, 當你面臨決擇時, 務要求 神救你脱離你心中的大敵, 即你心靈中的
種種掙扎. 求神賜下恩典, 好讓你能看見那些需要拯救的孩童, 需要得鼓舞的人, 以及為著
主的榮譽所要贏得的戰役; 然後, 你就叫人備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