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UNNING THROUGH THE PAPER WALL 

衝破紙牆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

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祂因那擺

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 那忍受罪人這

樣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來12:1-3) 

這段經文是關於我們每個人得蒙呼召去奔跑的大賽. 你們歸信主, 尊衪為主和救主, 聖靈

就臨到住在你們的身體裡. 換言之, 你們成為了永生 神的殿. 你們靠著聖靈重生得救, 

曾經支配和攔阻你們的老舊事情就會開始消逝. 

現在, 你們成為了新造的人, 得著新的力量, 思想和心靈. 你可以在一生中經歷超自然的

機會, 因為 神已定意要透過你而在地上榮耀衪的聖名. 因此, 你我依然存留在世上, 那

就是主的教會在地上的目的. 我們都要確實見證 神真實的大愛, 以致衪差遣衪的兒子去

為全人類上了十字架. 如今, 道德敗壞, 禮貌已成往事, 家庭分裂非常普遍, 青少年生活

放蕩; 你我則必須存心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是的, 我們都一同奔跑, 各有自

己所要扮演的角色. 

往往,我們得蒙呼召要去奔跑的都是看似行不通的道路. 的確, 按照肉體, 那些道路都是

行不通的. 但是, 請謹記, 神並沒有呼召我們去憑自己的力量去行事. 主勝過了惡者, 從

而為我們開了這當跑之路; 祂透過在十字架上的勝利, 成就了難成之事. 如今, 主呼召我

們成為榮耀祂聖名的器皿. 衪僅僅要求我們去甘心樂意的相信祂.  

當然, 知道這些事情並不等於跑這當跑之路是容易的. 我常常經歷困難. 根據聖經, 我們

的先賢顯然也經歷了困境. 比如, 大衛被 神指派為王; 當撒母耳在他的眾兄長面前膏他

時, 他只不過是個少年人而已(參看撒上16:13). 大衛知道自己因著 神的旨意, 而被分別

為聖, 奉命要帶領以色列人. 他為著自己的前途, 心中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應許和異象. 然

而, 他馬上就奉命回去繼續替他的父親看羊. 

 



 

有一天, 有一頭獅子跑進了羊群, 啣了一隻小羊. 忽然間, 聖靈臨到了大衛, 他就得著能

力, 抓住獅子的鬣毛, 把牠打死了. 那一場隱密的勝利一定令他大為震驚! 又有一次, 有

一頭熊來襲擊他, 他也得著能力, 把牠殺了.  

後來, 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作戰, 人人都聽見大敵歌利亞罵陣時,大衛就奉父命, 往軍中

探望他的兄長. 以色列軍因恐懼而癱瘓了, 聖靈又再次臨到了大衛. 他勇敢的跑進山谷裡

, 大大的戰勝了歌利亞! 那時, 他彷彿飛黃騰達, 直等到 神成就衪在他一生中的應許和

旨意. 可是, 事情卻逆轉了, 大衛像「山上的一個鹧鸪一般」被人追趕(參看撒上26:20). 

當時, 他寫了詩篇第18篇. 

 背道而馳 

「曾有死亡的繩索纏繞我; 匪類的急流使我驚懼. 陰間的繩索纏繞我; 死亡的網羅臨到我

.」(詩18:4-5) 大衛實在説: 「我周圍四看, 只看見我在完成我所感受到的聖召上無能為

力. 我前途渺茫. 關於 神對我的聖召會如何成就, 我一無所知. 」 

你們有多少人有此同感呢? 也許你起先滿有熱忱的奔跑, 連連得勝. 你們知道  神與你們

同在, 因為沒有祂的力量, 你絶不會得勝. 你的捆綁被破除了, 而且你進入了自由的境界

裡. 人人都撒謊, 神卻賜你能力, 叫你為人誠實; 人家惡待你, 衪卻幫助你, 好讓你能以

恩慈回應他們. 你很快就下此結論: 「嘩, 神對我果然有超自然的聖召! 」可是有一天, 

你突然發現自己被仇敵追趕.  

大衛起先深信他所奔跑的當跑之路會榮耀 神. 他僅僅帶著一個機弦和五塊石子去迎戰歌

利亞; 彷彿他心中説: 「神的聖名必須受尊榮! 」所以, 大衛背道而馳是難以瞭解的. 他

在超自然的境界裡開始, 但卻漸漸倚靠了他自己的理性. 他心中想:「必有一日我死在掃

羅手裡, 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撒上27:1) 這當然是虛假的理性. 神有關他會當以色列

下一任的君王的應許絲毫未變. 

很可悲, 我們世代裡許多人都是如此. 他們起先存著要榮耀祂名的心願歸向 神, 致終卻

面對了難以理解的阻力. 你要明白, 許多信徒往往會犯的大錯,就是假設自己會畢生一帆

風順. 結果, 他們另定計劃, 另跑道路, 偏離了 神的聖召. 在這時刻, 你我都不可這樣

做. 我們必須看出我們所處的時刻的重要性. 

只不過是紙而已! 

請思量這事實: 經過了逾兩千年來的基督教歷史, 現已來到你我了! 我們領受了一切的教

導, 故事, 傳記; 這一切都是為著歷史上的此時此刻而預備我們的. 如今, 你我都一一得

蒙呼召, 要隨著先賢奔跑, 好成就 神在我們各人身上偉大的聖召.  



 

我幾乎感到我們都是在同一個足球隊裡, 而且我是你們現任的教練. 我在更衣室裡鼓勵你

們説: 「我們都要上球場去, 且大受阻力. 然而, 請謹記, 我們都是帶著超級策略的一個

超級隊伍. 我們訓練有素, 而且我們的兵器與眾不同 , 並不是屬肉體的, 乃是靠著 神的

大能大力, 能以拆毀堅固的營壘. 我們領受了足以勝過仇敵的能力, 沒有什麼能傷害我們

. 我們要上場, 且得勝! 這場球賽結束時, 我們必榮耀的歡呼! 」 

你能想像球賽開始前一貫的情景嗎? 隊伍會興高采烈的從更衣室出來. 他們會下到一條長

的走廊,兩邊是水泥牆, 在走廊的盡頭有一道紙牆. 全國和大學的足球賽開始時, 隊伍都

必須衝破紙牆, 才能看見球場. 

如果球隊從更衣室出來, 充滿信心的下到走廊去, 但卻停在紙牆那裡, 那是多麼的不可置

信! 請想像他們站在那裡, 看著紙牆, 不相信自己可以走過去. 他們反倒心中想: 「我們

無法越過. 」他們會看似多麼的愚昧! 我們都會在座位上喊著說: 「往前走! 往前走! 只

不過是紙而已! 」 

同樣, 根據我們開頭希伯來書的經文, 我們被一大群見證人所環繞. 我能聽見這些聖徒呼

籲我們--不僅是主以前的, 更是後來的人. 他們都經歷過水火和 神的勝利. 現在, 他們

全然看見 神並祂的能力. 我不知道他們能否看見地球; 倘若能的話, 他們都會站起來, 

喊著說: 「跑! 不要放棄. 神對你有偉大的聖召! 不要因仇敵的謊言或黑暗的威嚇而屈服

. 神賜你們能力來傳揚祂的話語, 就不要默不作聲. 世上的黑暗時期即將過去, 不要退縮

. 」這些見證人都知道, 甚至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已勝利在握. 魔鬼擺在我們面前的只

不過是紙而已, 不能攔阻我們的! 惟一能攔阻我們的就是不信的心. 

請試想, 以色列民出離了埃及的為奴之家. 他們親眼見過 神為要釋放他們脱離法老的手, 

而行的神蹟. 他們經歷過紅海分開, 且透過白晝的雲柱和晚上的火柱蒙 神引領. 然而, 

他們突然在應許之地的邊境停了下來--因一道紙牆而受攔阻! 他們心中害怕, 缺乏信心, 

下了這結論: 「我們無法進去! 該地的偉人比我們剛強, 我們在自己和他們眼中, 都只不

過是蚱蜢而已. 」(參看民13:33) 

如果你我能透過歷史的時空呼籲他們, 便會說: 「去, 這是你們可得的! 仇敵已毫無防備

. 是的, 他們也許會抵擋你們, 但必不勝過你們! 」 

然而, 以色列致終聽信了仇敵的謊言, 不肯進去. 他們在當跑之路上半途而廢, 在曠野裡

過了餘下的年日. 

你不肯依從 神給你的計劃, 就會在曠野裡過餘下的日子. 也許你會在人生旅程結束時, 

回天家去; 但你卻從未經歷過 神奇妙的權能. 你絶不會因走過惟獨祂能扶持你的地方,  



 

而心滿意足. 你會到處走訪教會, 且責怪牧師和眾人. 其實, 你不肯衝破你自己的紙牆. 

你不肯經歷 神擺在你面前的神蹟奇事. 

究竟魔鬼寫了什麼在你的紙牆上呢? 

如今, 神要我問你説: 究竟魔鬼寫了什麼在你的紙牆上呢? 「你不夠剛強. 你不夠聰明. 

你是個失敗者. 你向來失敗, 且會像你的父母一般. 」仇敵會在一些人的牆上畫一些磚頭

, 使之看似牢不可破. 雖然如此, 它依然只不過是紙而已.  

你我必須持定這事實: 魔鬼無法為要攔阻我們成就 神的聖召, 而把什麼擺在我們面前的. 

我們甚至在開始之前, 己勝利在握. 

惟一能攔阻我們的就是不信的心. 你不肯依從 神給你的計劃, 就會在曠野裡過餘下的一

生. 衪只能把這些事情寫在你的牆上, 且極力叫我們同意衪. 一直以來, 天上都傳來了喝

采的聲音; 都是這等人所發的:歷代以來同樣面對過仇敵的攻擊, 但卻發現牠的攻擊既虛

假, 又無能. 他們正在對你我説: 「衝破那紙牆吧. 不要停留在不信的光景裡. 無論魔鬼

在你的牆上寫了什麼, 牠都是撒謊的! 」我説我們已在更衣室裡很久了. 現在, 我們都要

穿上 神的軍裝, 下到走廊去, 且衝破紙牆. 任由魔鬼寫什麼吧, 但牠不能攔阻我們去參

與這場末後的大賽. 我們不僅要參與, 更要爭戰, 且要得勝! 我們都要參與, 相信 神對

我們所説的每一句話, 且為著衪對我們的培訓而得著能力. 

魔鬼無論說有甚麼是比聖靈的能力更強大的, 無論牠寫了什麼在你的紙牆上, 以致你沒有

為著人的靈魂而全力作戰; 如今, 我鼓勵你去衝破它! 再也不要被這些事情所攔阻. 不要

辜負神的培訓, 定意相信衪吧. 

即使你被你自己的心定罪, 聖經説, 神是大於我們的心的. 祂必賜我們所需的能力, 好讓

我們能為著人的靈魂而參與這場末後的戰役. 你我都要參與, 深知我們上陣以前, 已勝利

在握. 

我們靠著主都得勝有餘, 且必在這世代裡再次看見祂得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