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VIL IS AT THE GATE 

邪惡之事已近在門口 

「伯沙撒王為他的一千大臣設擺盛筵, 與這一千人對面飲酒。伯沙撒歡飲之間, 吩咐人將

他父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銀器皿拿來, 王與大臣皇后妃嬪好用這器皿飲酒

；於是他們把耶路撒冷 神殿庫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來, 王和大臣皇后妃嬪就用這器皿飲

酒；他們飲酒, 讚美金銀銅鐵木石所造的神。當時忽有人的指頭顯出, 在王宮與燈臺相對

的粉牆上寫字; 王看見寫字的指頭, 就變了臉色, 心意驚惶, 腰骨好像脱節, 雙膝彼此相

碰。」(但5:1-6) 。 

伯沙撒王站在那裡, 心驚膽戰, 但以理便帶給他 神的話語, 說: 「王啊, 至高的 神曾將

國位, 大權, 榮耀, 威嚴賜與你父尼布甲尼撒。…但他心高氣傲, 靈也剛愎, 甚至行事狂

傲, 就被革去王位, 奪去榮耀; 他被趕出離開世人, 他的心變如獸心, 與野驢同居, 吃草

如牛，身被天露滴濕, 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國中掌權, 憑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國。伯沙

撒啊, 你是他的兒子, 你雖知道這一切, 你心仍不自卑。」(但5:18-22) 。  

我們從這裡讀到 神並不是頭一次對付該國的傲氣。在伯沙撒之前, 尼布甲尼撒在巴比倫

執政。以下的話語臨到了他: 「這是守望者所發的命, 聖者所出的令, 好叫世人知道, 至

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要將國賜與誰, 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你必被趕

出離開世人, 與野地的獸同居, 吃草如牛, 被天露滴濕, 且要經過七期; 等你知道至高者

在人的國中掌權, 要將國賜與誰, 就賜與誰; 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樹墩, 等你知道諸天掌權

…」(但4:17, 25-26) 。換言之, 神說: 「尼布甲尼撒啊, 你高舉自己, 不認識 神, 行

了 神顯然禁止的事。由於你心高氣傲, 你的國將必降卑, (有如樹被砍伐一般)。然而, 

樹墩將會存留; 你謙卑下來後, 它就必再次生長。」當時, 但以理站在尼布甲尼撒的兒子

面前, 説: 「伯沙撒啊, 你明明知道 神會如何對付心高氣傲的! 你知道自己無法詭詐的

待 神, 而逃避後果。然而, 你即使曉得, 也不謙卑自己。」 

美國遺忘了的歷史 

正如在伯沙撒的時代, 美國在早期行了可恥之事, 致終招至 神的審判。 

 



 

在奴隸制度的時期裡, 一共有12,500,000名(多半年輕力壯) 的非洲人被賣為奴, 離鄉別

井。其中約有10,500,000人存活了; 可是,2,000,000人則在旅途中受虐去世了。根據 the 

Gilder Lehrman美國歷史協會的報告,6%存活的人, 即約有630,000人被送到北美為奴。致

於曼哈頓的華爾街曾經是個買賣奴隸的交易點, 如今許多人都一無所知。 

很可悲, 數以千計的黑奴抵達後, 因環境惡劣而去世了。那些為要得自由的逃走的奴隸通

常會被截肢。這實在是矛盾的一件事--因脱離壓制而自豪的國家竟然會壓制一種族被擄的

人。許多不知名的黑奴都被埋葬了。雖然還有其他的因素, 奴隸制度就是導至本國南北內

戰的主要問題。戰爭死亡的人數(包括男女)高達625,000人, 即2%的人口! 

當奴隸制度和內戰將近結束時, 林肯總統透過他第二次的就職演說, 意味到戰爭所導至的

傷亡和毀壞就是 神對美國奴隸制度的報應。他甚至認為戰爭持續也許是 神的旨意, 「直

等到刀劍追討了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 

聖經說: 「不要自欺, 神是輕慢不得的; 人種的是甚麼, 收的也是甚麼。」(加6:7) 關於

630,000名黑奴被送到美國來, 後來625,000名美國人又死於內戰, 我認為這並不偶然。正

如數以千計的黑奴死於殘酷的生活環境, 56,000 也在戰亂時期死於飢荒和疾病。許多黑

奴被埋葬時, 既沒有尊嚴, 又沒有記錄。在戰爭時期, 40%的屍體都沒有人認領, 在戰場

上堆積起來, 腐爛了。  

繼續心高氣傲 

我們必須捫心自問: 「我們該如何看這歷史呢? 我們在忽略我們的行徑和 神在本國的回

應上, 再也沒有藉口了。 

正如我們從開頭的經文讀到, 伯沙撒也毫無藉口。「伯沙撒啊, 你是他的兒子, 你雖知道

這一切, 你心仍不自卑。」(但5:22) 。伯沙撒該知道 神是不可輕慢的, 但卻繼續心高氣

傲, 剛愎悖逆。 

但以理繼續控告說: 「竟向天上的主自高, 使人將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 你和大臣皇

后妃嬪用這器皿飲酒；你又讚美那不能看, 不能聽, 無知無識金銀(富貴之神) 銅鐵(有關

人的力量和才智之神) 木石所造的神, 卻沒有將榮耀歸與那手中有你氣息, 管理你一切行

動的 神。」(但5:23) 。同樣, 我們在美國會讚揚金銀之神。我們容讓牧師興起. 不受挑

戰。神棍會進來教導人, 說敬虔可成為得利的途徑。」 

「因此從 神那裡顯指頭來, 寫這文字。所寫的文字是彌尼, 彌尼,提客勒, 烏法珥新; 講

解是這樣; 彌尼: 就是 神已數算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 提客勒: 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裡顯

出你的缺欠；毘勒斯(與烏法珥新同義): 就是你的國分裂, 歸與瑪代人和波斯人。伯沙撒 



 

下令, 人就把紫袍給但以理穿上, 把金鍊給他戴在頸項上, 又傳令使他在國中位列第三。

當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殺…」(但24-30) 。 

文字出現在粉牆上, 伯沙撒又怎麼樣呢? 他站起來把但以理封為國中位列第三位的! 他本

該禱告, 屈膝求 神憐憫。他本該叫人防守城門。他反倒僅僅獎賞了但以理而已! 

根據歷史學家, 瑪代人和波斯人已經到了城門口; 城裡的人毫無抗拒, 他們攻佔該城。當

夜, 伯沙撒被殺了。 

同樣, 此時此刻, 邪惡之事已近在美國的門口! 難道你看不見文字已顯在牆上嗎? 我們幾

乎變得心中無 神。其實, 心中無 神的人和他們的價值觀已大大潛入我們的社會。我們將

近遭受我們難以想像, 更為黑暗的事情。 

現在要禱告 

我們只剩下一個問題: 我們身為主的教會要如何呢? 我們是惟一能抵擋黑暗權勢的。我們

不必打開大門, 讓本國被邪惡之事所充滿。也就是說, 除非我們像伯沙撒和他的隨從一般

, 贊同 神的話語, 但卻一無所行。他們只能賞賜給先知, 說: 「是的, 這是 神人。是的

, 這是 神的話語! 」同樣, 你可讀這信札, 且稱我為 神所膏抹的人; 你可以贊同這是來

自主的信息, 但卻依然一無所行。 

然而, 讓我提醒你, 神對祂自己的子民說過: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 禱告, 尋

求我的面, 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 醫治他們的地。」(代下

7:14)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道路非同 神的道路; 我們也追求享樂, 過於追求 神。我們

必須承認我們在光照這世代的人, 且轉離自己的惡行上失敗了! 

根據真道, 我們也必須謙卑自己和禱告。哦, 現在就是禱告的時候了! 若你的教會沒有禱

告會, 你就在你自己家裡開始吧! 我們若不禱告, 就會留給兒孫怎麼樣的一個國家呢? 何

等樣的惡事會入侵課室呢? 何等樣的法律會通過, 以致主的教會要有份於本國的罪惡呢? 

我希望你會鄭重的思量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正處於邪惡之事已近在本國門口的時刻。好消

息就是它們還是能夠在某個程度上避免的, 因為 神本為善, 祂的憐憫永遠長存。我相信 

神依然能感動我們的兒女; 祂依然能感動我們的教會和社區。我認為美國依然能在最後的

審判臨到全地之前, 經歷第三次的靈命大復興。 

然而, 我也知道在歷史上, 若沒有人在某處禱告呼求 神, 靈命大復興絕不會發生。神透

過以西結書說: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 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

不滅絕這國; 卻找不著一個。」(結22:30) 。我能想像聖靈搜索那因宗教而著名的國家的 



 

街道。神心焦如焚, 因為祂不想審判該國。然而, 人們忙忙碌碌, 像現在一般。「我要照

顧兒女。 我要買菜。我的工作時間長。」人人都有藉口, 懵然不知自己所處的關鍵時刻 

回應聖召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 「深信你們的行為強過這些。」(來6:9) 。我一心認為有些讀者會鄭

重這聖召, 而不推卻聖靈這感動。你要明白我們既處於危急的時刻, 就要甘願起來, 說: 

「我要到門口去。我要代禱。關於抗拒黑暗權勢摧毀我們社會的陰謀, 我要倚靠 神賜與

力量! 」 

我們謹記這件事, 就得鼓舞: 雖然瑪代人和波斯人統治了巴比倫, 義人但以理卻因此被帶

到下一個社會, 大大的受恩寵了。他成為了 神所使用的器皿之一, 來影響君王, 令他降

旨讓 神的百姓歸回應許之地, 重建 神的見證。 

讓我現在向你發出挑戰, 務要前所未有的禱告。你我毫無藉口再靈裡貧窮。畢竟, 主既在

十字架上為我們成就了一切, 就把我們留在世上作衪的同工, 好贏得靈魂的莊稼。祂給了

我們保證, 說我們無論存著信心求甚麼, 就必得著。 

也就是說, 我們並非缺乏能力的; 我們不必僅僅眼巴巴的看著心中無 神的潮流湧進本國

。不! 我們能踐踏蛇和蠍子, 且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參看10:19) 。我們能站在門口, 抵

擋邪惡之事。我們能為著靈命復興而相信 神。我們能為要在這世代裡高舉衪的聖名, 而

呼求上天 ; 而且憑著 神的恩典, 正要這樣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