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ING BACK THE KING 

請王回來 

「耶和華啊, 我的敵人何其加增; 有許多人起來攻擊我. 有許多人議論我說, 他得不著 

神的幫助. 但你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來的. 我用我的聲

音求告耶和華, 祂就從祂的聖山上應允我. 我躺下睡覺; 我醒著; 耶和華都保佑我. 雖有

成萬的百姓來周圍攻擊我, 我也不怕. 耶和華啊, 求你起來;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 因為

你打了我一切仇敵的腮骨, 敲碎了惡人的牙齒. 救恩屬乎耶和華. 願你賜福給你的百姓.

」(詩3:1-8) 

 大衛個人深深的憂愁時, 寫下了以上的詩篇. 許多人都轉離了神在他一生中所建立的能

力, 供應和秩序. 當時, 大衛因親生兒子押沙龍而逃亡! 

這是何等樣的對比; 不久前, 大衛把約櫃帶回耶路撒冷時, 曾經大大跳舞(參看撒下6:12-

15). 神曾經透過他和見證過祂權能和供應的人成就了衪的旨意. 可是當時, 許多人都對

大衛下結論, 說: 「他得不著 神的幫助.」甚至長久支持他的朋友和戰士們都開始離棄他

. 從人看來, 他身敗名裂. 大衛年老被逐, 但押沙龍卻年輕力壯. 大衛彷彿太軟弱, 難以

有所貢獻. 他誠然大勢已去! 

戰敗感 

如今,美國人靈裡悖逆, 抵擋 神的法則, 便受到同樣的批評. 人們高聲宣告說新的制度, 

即基督教後的社會已經成立了. 他們認為教會太軟弱, 無法有所貢獻. 

請注意押沙龍叛變至終所帶來的情形: 「本地的人都放聲大哭, 眾民盡都過去; 王也過了

汲淪溪, 眾民往曠野去了.」(撒下15:23) 正如 神的見證曾經被逐到曠野去, 如今, 神的

子民也感到戰敗了. 我們失去了聲音, 被人看為偏執, 不寬容和多餘的. 我們終於開始求

問說: 「神啊, 我們怎麼啦? 我們為何離棄了你與本國同在的福份呢? 你賜給了我們不可

思議的恩賜, 才能和豐富, 但我們卻錯失良機! 」 

大衛和他的隨從都被逐到曠野去, 事情更每況愈下. 「大衛到了巴戶琳見有一個人出來, 

是掃羅族基拉的兒子, 名叫示每, 他一面走, 一面咒罵; 又拿石頭砍大衛王和王的臣僕;  



 

眾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示每咒罵說: 「你這流人血的壞人哪; 去吧去吧! 你流掃羅全

家的血, 接續他作王; 耶和華把這罪歸在你身上, 將這國交給你兒子押沙龍; 現在你自取

其禍, 因為你是流人血的人.」」(撒下16:5-8) 不受約束的咒罵聲在大衛的國中興起. 僅

僅數年前, 這等抵擋屬 神受膏者的事是難以想像的.  

繼而, 大衛忠心耿耿的隨從亞比篩說: 「這死狗豈可咒罵我主我王呢? 求你容我過去, 割

下他的頭來! 」(撒下16:9) 但是, 大衛回應他説: 「由他咒罵吧; 因為這是耶和華吩咐

他的. J(撒下16:11) 換言之, 他說: 「不要難為他; 神指派他這樣做. 」你要明白, 大

衛心中曉得他自己就是社會裡的困難和紛爭的原由. 大衛即使跌倒, 依然是合 神心意的

人; 因此, 他不怕為著困境而擔負責任. 

靈裡惰怠 

究竟大衛如何令國家落在這等光景呢? 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多年前靈裡惰怠. 

「過了一年, 列王出戰的時候, 大衛又差派約押, 率領臣和以色列眾人出戰; 他們就打敗

亞捫人, 圍攻拉巴. 大衛仍住在耶路撒冷.」(撒下11:1) 屬 神的秩序就這樣瓦解了: 大

衛開始打發別人出戰, 自己卻留在宮中. 彷彿他認為自己已爭戰很久, 打夠勝仗了. 也許

他只想停下來, 暫且享受一下.  

我誠然與大衛有此同感. 我曾經問道: 「神啊, 我要背負這重擔多久呢? 我爭戰很久了. 

難道我不能享受一段時期嗎? 」 

這是 神子民一種共同的掙扎, 尤其是在美國. 我不禁想到我們多半離開了禱告會和個人

的聖工(即個人上的聖潔心和福音事工). 我們每月給十塊錢或二十塊錢來支持幾個宣教家

庭, 作為在聖工上的奉獻. 我們再也不參加禱告會. 我揀選較為容易的道路, 說: 「神啊

, 你祝福我們, 為我們奇妙的贏得了勝利. 你的聖名依然被尊崇, 有人依然談到你, 所以

我認為自己可以留在家裡. 我會休息一下, 因為我整日勤勞的工作. 我為甚麼需要出去禱

告呢? 」我們假設某人會在別的地方爭戰. 然而, 我們一旦離開禱告會, 就會開始退步.  

聖經繼續記載, 大衛定意不但不出戰, 反倒留在宮中後的情形. 「一日太陽平西, 大衛從

床上起來, 在王宮的平頂上遊行(如今, 我也許說「瀏覽網路」), 看見一個婦人沐浴, 容

貌甚美.」(撒下11:2).大衛至終向情慾屈服, 放縱自己. 這是我們現今情形另一個的寫照

.  

我正在讀有關本國和事工道德光景的一本書. 主內被色情所困的人數實在令人震驚; 這一

切都由於靈裡惰怠! 「飽暖思淫慾」, 因為這是身心上自然的傾向. 你感到乏味, 就會尋

找事情來撫慰自己, 至終就會看不該看的東西. 



 

而且, 我們接受了「自我中心」的神學觀, 令我國道德淪亡. 我們離開禱告會, 就不集中

在 神身上. 這樣, 我們也不集中在十字架和教會贏取失喪靈魂的使命上了. 反之, 我們

心中會放縱自己. 漸漸,神的子民會為要知道自己可得甚麼益處, 而到祂家裡來. 對於助

長情慾, 為要建立他們的事工, 受人歡迎,而在講台上迎合眾人意思的牧師, 我們則任由

他們興起. 

在跌倒中求憐憫 

大衛放縱自己, 便犯罪了; 他既撒謊, 又謀殺. 因為那人透過誠實的見證, 顯露了大衛敗

壞的屬靈光景. 也許最悲慘的, 就是這些事情在他下一代身上的後果. 押沙龍也變得靈裡

敗壞. 他本是合情合理的後嗣. 很矛盾, 他開始追趕大衛, 就把本該屬他的恩膏逐出該國

! 

我認為假如大衛禱告且出戰, 押沙龍肯定會與他一同上陣. 畢竟, 神對大衛應許過, 他的

後裔會繼承他的王位. 當然, 這至終是應驗在主的身上, 但大衛也得了肉身上的應許. 因

此, 當押沙龍被殺時, 大衛悲痛欲絕. 他説: 「我兒押沙龍啊, 我兒, 我兒押沙龍啊; 我

恨不得替你死! 」(撒下18:33) 「你不必死, 這是我靈裡死亡所導至的! 」大衛知道押沙

龍本該頭戴冠冕, 秉公義執政的. 

同樣, 我們也被這世代本該在禱告室裡, 「在生命中作王」(羅5:17) 的人追趕; 巴不得

我們引領他們到那裡. 可是, 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參加禱告會, 又怎能期望他們如今這樣做

呢? 我們都該像大衛一般, 承認自己在這件事上的責任. 

然而, 好消息就是大衛不僅承認了他自己跌倒, 更求 神憐憫! 正如我們從開頭的詩篇讀

到, 大衛説: 「有許多人議論我說, 他得不著神的幫助. 但你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

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來的.」(詩3:2-3) 我們也能從自己的羞恥的光景中抬起頭來. 

我們可以正視自己生命中的跌倒, 而不因此而被定罪. 我們可以像大衛一樣説: 「主啊, 

我們該當蒙羞, 但你大有憐憫. 我們在聖召上虧欠了你,但為著你偉大的聖名的緣故, 求

你再一次在這世代裡動工! 」 

「我用我的聲音求告耶和華, 祂就從祂的聖山上應允我. 亅(詩3:4) 也就是說, 我的禱告

依然得蒙垂聽, 能以揺動 神的手. 這是提醒我説, 沒有國家是極其衰敗, 再也不能受 神

的憐憫所感動的. 而且, 主教會最美好的日子會再次臨到!  

「我躺下睡覺; 我醒著; 耶和華都保佑我. 」(詩3:5) 神必扶持我們; 我們不會戰敗的. 

「雖有成萬的百姓來周圍攻擊我, 我也不怕.」(詩3:6) 從人看來, 我們在這時刻得平安. 

然而, 主應許説衪必天天賜我們平安, 即出人意料的平安. 「耶和華啊, 求你起來; 我的 



 

神啊, 求你救我; 因為你打了我一切仇敵的腮骨, 敲碎了惡人的牙齒. 救恩屬乎耶和華. 

願你賜福給你的百姓.」(詩3:7-8) 大衛實在説: 「至於說我的生命既不要緊, 一事無成

的那些聲音, 求你靜止. 雖然我曾經跌倒, 但願你的祝福斷定我和周遭的人的前途! 」 

屬靈覺醒 

「我們從聖經讀到, 押沙龍去世後, 以色列靈裡復興了. 社會叛逆 神, 到了窮途末路, 

人們突然發現他們所依從的令他們誤入歧途, 靈裡就會覺醒起來. 人們終於承認他們失去

了寶貴的. 然而, 他們也看見自己有機會失而復得. 

「以色列眾支派的人紛紛議論, 說: 「 王曾救我們脱離仇敵的手, 又救我們脱離非利士

人的手; 現在他躲避押沙龍逃走了. 我們膏押沙龍治理我們, 他已經陣亡. 現在為甚麼不

出一言請王回來呢? 」大衛王差人去見撒督和亞比亞他, 說: 「你們當向猶大長老説, 以

色列眾人已經有話請王回宫; 你們為什麼落在人後頭呢? 」」(撒下19:9-11) 那預表基督

的大衛王達訉給屬靈領袖們說: 「你們在請王回來上為甚麼落在人後頭呢? 」 

如今, 我們也該同樣心中呼求: 「請王回來! 」一宿雖然有哭泣, 但你我都有盼望; 也就

是說, 正如大衛一樣, 本國要承認所損失的, 且再次請王回來! 務要把那醫治, 拯救, 且

使人看見的王請回來. 請王回來; 祂能釋放人心, 且把新歌放在每一個心靈裡. 請王回到

我們的街道, 學校和大學裡! 

當然, 這是以你我為開始. 也就是說, 現在就要請王回到我們個人的生活裡. 我們必須離

開自己的房頂, 且不看不該看的事物. 在我們跌倒, 偏離, 或對 神國失去熱忱的地方, 

請王回來! 我們對失喪和貧窮的人心中冷淡, 就要請王回來! 而且, 我要向你保證, 王回

家了, 我們便會前所未有的喜樂, 跳舞歡呼! 亞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