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RY AT THE KING’S GATE
朝門前的呼喊
「你莫想在王宮裡強過一切猶大人, 得免這禍;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 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 蒙
拯救, 你和你父家, 必至滅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 」(帖4:13-14).
這耳熟能詳的經節記載了末底改向他被封為王后不久的表妹以斯帖所發出的挑戰. 然而, 你有否
想及這件事和你的關係呢? 在 神絕無偶然之事(也就是說, 衪從始至終都掌管萬事), 衪且為著祂
的旨意, 叫你生於這世代裡, 你知道嗎?
我認為我們讀讀以斯帖的故事, 便能更明白我們在此時此刻的責任. 聖經記載. 以斯帖為著她起
先不明白的旨意, 被帶到王面前. 然而, 她貴為新婦, 常常與王相會, 學習她新的位分.
同樣, 你我轉向 神, 重生得救, 便得以親近萬王之王. 我們都得蒙赦免, 被主榮美的義袍所遮蓋
, 得以來到 神面前. 我們初信時, 也學習親近 神(也就是說, 透過禱告, 讀經, 上教會, 接受我
們新的責任). 不久後, 我們便這樣照常生活--也許有一段很長的時期.
很可悲, 人習以為常, 久而久之便會感到乏味. 我們會感到禱告和上教會味同嚼蠟. 這也是許多
婚姻破裂的原因. 本來情投意合的夫婦會同床異夢. 人們開始新的工作, 便讚不絕口; 可是五年
後, 他們就會趕著下班. 我們大家都有這種墮落的性情.
呼喊的消息
新婚燕爾過後, 王和以斯帖便漸漸疏遠了. 有一天, 從朝門前傳來了呼喊的消息.
「末底改知道所作的這一切事, 就撕裂衣服, 穿麻衣, 蒙灰塵, 在城中行走, 痛哭哀號. 到了朝

門前停住腳步; 因為穿麻衣的不可進朝門. 王的諭旨所到的各省各處, 猶大人大大悲哀, 禁食哭
泣哀號; 穿麻衣, 躺在灰中的甚多. 」(帖4:1-3).
他實在呼喊説: 「以斯帖啊, 請幫幫我們! 我們既沒有像你一樣, 身披朝服, 得以見王. 我們只
能從遠處求王! 以斯帖啊, 請你不要忘記我們. 雖然你也許認為自己能苟且偷生, 但我們的族人
都難逃劫運. 請謹記你是得以見王的! 不要離棄我們! 」
在我們的時代裡, 這是代表罪惡和死亡之律彷彿遍佈社會(催毀家庭, 心靈, 甚至腹中的嬰孩),
人們所發出的吶喊.這也代表這些人的呼喊: 缺乏方向的青少年, 無以維生的單親家長, 因前途未

明而意圖自殺的. 這世代的人都極力呼求 神, 但他們無法接近祂. 他們不像我們一樣, 得以來到
君王的寶座前!
以斯帖有何回應呢? 「王后以斯帖的宮女和太監來把這事告訴以斯帖, 她甚是憂愁; 就送衣服給
末底改穿, 要他脱下麻衣, 他卻不受. 」(帖4:4).
我認為以斯帖心中一定想到她是被引領去成就她自己無法明瞭的一個旨意, 正如我們今天許多人
一般. 你若與 神同行, 就多半會從內心深處聽見難以置信, 荒謬絕倫的微小聲音. 然而, 你不知
何故, 感到 神的旨意和計劃是你難以成就的. 然而, 正如以斯帖想送末底改一套衣服,, 你我往
往會把這些微小的聲音揮去, 好苟且偷安.
聖經記載説: 「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她的一個太監, 名叫哈他革召來, 吩咐他去見末底改, 要

知道這是甚麼事, 是甚麼緣故…末底改將自己所遇的事, 並哈曼為滅絕猶大人應許捐入王庫的銀
數, 都告訴了他; 又將所抄寫傳遍書珊城要滅絕猶大人的旨意交給哈他革, 要他給以斯帖看, 又
要給她說明, 並囑咐她進去見王, 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懇切祈求. 哈他革回來, 將末底改的話告
訴以斯帖. 」(帖4:5-9).
執政掌權的新婦
以斯帖傳訉給末底改, 説: 「王的一切臣僕, 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個定例, 若不蒙召, 擅入

內院見王的, 無論男女必被治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 不得存活; 現在我沒有蒙召進去見王已
經三十日了. 」(帖4:11).
也許以斯帖感到自己不受寵愛. 她或許捫心自問: 「我有什麼瑕疵, 令他疏遠我呢? 我大可以有
所貢獻, 但現在我可做甚麼呢? 我很久沒有聽見他說: 「我愛你. 」末底改又在最困難的時間來
到朝門! 」
有時候, 我們這些信主的人也會感到無助, 不可愛, 和不受歡迎. 以斯帖預表了這世代裡抗拒聖
召的信徒. 他們會說: 「但你們不諒解! 你們要明白, 我和君王的關係大大不如前. 事情冷淡下
來了. 衪最近甚至沒有對我說話. 你該在十五年前, 當我和 神相近時來找我. 我會參加每次的禱
告會, 天天聽見祂的聲音! 我們之間愛的關係曾經非常強烈, 但現在, 我甚至不知該如何親近君
王! 」
雖然以斯帖起先心中有所保留, 至終卻成就了我們大家都該作的事: 她找了一些朋友和她一同禁
食禱告. 以斯帖傳訉回答末底改, 說: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 為我禁食三晝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 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 我若死, 就死吧! 」(帖4:16).
以斯帖終於再不苟且偷安, 反倒為著受了死令的族人到寶座前去; 她明明知道自己的性命不保.

以斯帖依從 神的旨意, 便在王面前蒙恩, 得蒙應允了. 她至終得著能力, 把死亡之律改寫為生命
之律, 幫助 神的子民站起來, 按理得勝. 結果, 以斯帖與王一同執政; 這是在米代波斯的王國裡
前所未聞的!
我們的屬靈權柄
同樣, 你我也得蒙呼召去超越主日的宗教! 我們都得蒙呼召去與主一同作王. 祂正在對你我這些
代表這世代的教會的說: 「我要從你身上有更深的得著! 我不要你單單進來說你愛我. 我乃是尋
找一種關係. 我在尋找能與我一同執政掌權的新婦, 不僅在永恆, 更在今生裡. 」
詩篇149篇說: 「…願錫安的民因他們的王快樂. 願他們跳舞讚美衪的名, 擊鼓彈琴歌頌祂. 因為

耶和華喜愛衪的百姓; 衪要用救恩當作謙卑人的裝飾. 願聖民因所得的榮耀高興; 願他們在床上
歡呼. 願他們口中稱讚神為高, 手裡有兩刃的刀; 為要報復列邦, 刑罰萬民; 要用鍊子捆他們的
君王, 用鐵鐐鎖他們的大臣; 要在他們身上施行所紀錄的審判; 祂的聖民都有這榮耀…」(149:29).
詩人實在說: 「巴不得屬神的人都明白他們有屬靈權柄. 」巴不得我們都謹記: 「我們爭戰的兵

器, 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 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 的營壘, 將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
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並且我已經預備好了, 等
你們十分順服的時候, 要責罰那一切不順服的人. 」(林後10:4-6). 正如這節經文說, 「等你們
十分順服的時候, 」; 換言之, 當我們揀選 神的道路, 定意再也不袖手旁觀, 眼巴巴的看著一世
代的人被死亡吞滅時.
如今, 你我必須下此決定, 因為我們都處於重要關頭. 我們的社會在失去信仰和言論自由上有危
險. 本國有些心中無 神的分子明目張膽的要實行他們的私意: 要摧毀一切代表 神和聖潔心的.
現在的確是個嚴肅的時刻.
所以, 我勸你要鄭重到王的朝門呼求. 讓我們進去, 求 神在我們心中動工, 好讓我們能把某人死
亡之律改寫為生命之律. 讓我們求 神賜與無私的心, 叫我們確實關心周遭的靈魂.
請謹記, 沒有禱告, 就沒有靈命復興; 人自我中心就無法有效的禱告. 影響你我的人都得蒙呼召,
要超越主日的宗教! 能以影響這世代的都會帶著主新婦的權柄, 到 神的寶座前, 付上禱告, 且置
性命於度外. 他們會說: 「主啊, 你說過我們會與你在永恆裡一同執政掌權. 然而, 如今, 你已
賜給我們能力, 好讓我們能踐踏毒蛇, 蝎子, 和仇敵一切的權勢. 你說過沒有甚麼能傷害我們.
你所賜我們的, 並不是害怕的心, 乃是剛強, 仁愛, 和謹守的心. 所以, 我死, 就死吧! 我不肯
袖手旁觀, 任由這世代的人陷入黑暗中! 我會以與主一同執政掌權的身份來禱告!
或許你向來渴望能帶著這樣的勇氣和權柄行事, 然而你像以斯帖起先一般, 難免感到如今自己像
那不受寵愛的新婦一般. 但是, 請試想, 你之感到 神與你疏遠, 可能是因為 神呼籲你要靈裡更
加進深. 我喜歡雅歌書的話語, 且認為那是預表基督和祂教會的. 良人說: 「我的鴿子啊, 你在

磐石穴中, 在陡巖的隱密處; 求你容我得見你的面貌, 得聽你的聲音; 因為你的聲音柔和, 你的

面貌秀美. 」(歌2:14). 換言之, 他説: 「我所愛的新婦還是隱藏起來, 她沒有單單投靠我; 再
也不要默不作聲! 不要接受魔鬼以下的謊言: 我不要看見你來到我的寶座前! 」
以斯帖至終決定到王寶座前求憐憫, 便得蒙應允了; 又何況大有憐憫的萬王之王呢? 請謹記, 主
為著現今的時期揀選了你和我. 所以, 讓我們勇於回應人的呼喊--且見證何謂與主一同執政掌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