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THIEF IN THE PARKING LOT 

停車場裡的盜賊 

多年前, 我這年輕的警察於清晨接到通知, 有關本地牙醫診所的警鈴響起了. 我是惟一作

出回應的警察; 抵達現場時, 盗賊恰恰背著贓物從診所出來. 他看見我, 便拔腳逃跑, 我

則窮追不捨. 過了一會, 我們來到了一個空的停車場. 他突然轉過來, 舉起拳頭, 說: 「

現在, 只有你和我. 」八秒鐘後, 只有我站著. 

主説過: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約10:10). 你我如今也面對盜賊--牠來是為要偷取我們的前途, 家人, 喜樂, 盼

望和地上的貢獻. 但是, 主提醒我們說祂已為我們開路, 好叫我們得豐盛的生命. 所以, 

務要明白, 我們有能力勝過盜賊, 正如那早晨我在停車場一般. 

盗賊頭一個錯誤 

我認為那盗賊所假定的四種錯誤反影了如今仇敵的手段. 首先, 盜賊以為他能跑得比我快

. 他不知道我實在喜歡跑步! 其實, 我當時每天鍛鍊身體兩小時, 且每個晚上起碼跑兩哩

路.  

同樣, 魔鬼要你相信你絕不能難為牠. 牠會極力説服你, 說你所追求的勝利是得不著的. 

但是, 讓我提醒你撒但是撒謊的. 神既呼召, 又裝備你去勝過牠. 詩人大衛說: 「我藉著
你衝入敵軍，藉著我的神跳過牆垣。」(詩18:29). 他又繼續説: 「我要追趕我的仇敵，
並要追上他們；不將他們滅絕，我總不歸回。我要打傷他們，使他們不能起來；他們必倒
在我的腳下。」(18:37-38).  

許多人認為主內的生活只是關乎得著能力, 苟且偷安; 也就是說, 不知何故, 拿起盾牌, 

好再也不受魔鬼傷害. 是的, 這是部份的恩惠, 但是我們是為著更多而得著能力的. 我們

都得蒙呼召要趕逐黑暗的國度! 我們也得著能力, 正如主靠著聖靈的能力去釋放被擄和受

捆綁的人, 叫受創傷的心靈得醫治, 使瞎子得見前途. 主說: 「你們是我的教會, 陰間的

權柄不能勝過你們. 」(參看太16:18). 衪並不是指陰間的權柄會順從我們, 乃是我們能

攻擊牠們! 請謹記, 仇敵跑不過我們. 當教會終於發現它在主裡的身份, 且開始追趕黑暗

權勢, 陰府的權柄就無法擄掠它.  



 

盗賊第二個錯誤 

停車場裡的盗賊所假定的第二個錯誤就是他能得著贓物. 他不知何故以為我不能將之奪回

. 但是, 請思量主的話語: 「壯士披掛整齊，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但
有一個比他更壯 

的來，勝過他，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贓。」(路11:21-22). 魔鬼無法

得著牠從你偷取的! 

讓我給你我的生命見證. 我十五歲時, 因大受壓力而會恐慌起來. 我感到自己在達成別人

加給我的目的上不配不堪. 結果, 我常常會焦慮害怕, 以致我會怕坐公車, 有時候甚至怕

步出家門. 那是我非常困難的一段時期.  

我為著後來歸信主而感恩. 有一個晚上, 我感到自己又會恐慌起來. 雖然我已信主, 魔鬼

極力說服我, 有關牠能得著牠所偷取的. 牠偷取了我的自信心和説話的機會, 即我的前途

. 彷彿撒但説: 「好吧, 基督把你奪去. 我同意你已得永生. 但是, 你得不著豐盛的生命

, 所以只安於現狀吧. 」 

我從前感到自己會恐慌起來, 便立刻吃鎮靜劑, 往往也會為要渡過難關而再喝一杯8盎司

的威士忌. 但是當晚, 我起來, 心中定意, 說: 「再也不要藥物了! 我現已信主.. 再也

不要威士忌了! 」聖經説: 「神若幫助我, 有誰能抵擋我呢? 」我甚至記不起全節經文, 

但卻一心相信. 

你要明白，我們致終要面對盜賊, 且奪回牠所偷取的. 我們致終必須抬起頭來, 斥責魔鬼

. 這正是我當晚所作的. 我站在客廳中, 宣告説: 「撒但, 若 神容許, 你只能殺我. 而

且, 祂若容許, 我會上天堂. 無論如何, 我都得勝. 你極力攻擊我, 但我現在極力攻擊你

. 我奉聖子耶穌基督的聖名抵擋你! 」忽然, 有熱力從我的腳傳到我的腿, 身體中部, 胸

部, 然後從我頭頂出去了. 四十年前, 我經過九年的人間地獄後得蒙釋放了! 

保羅透過以弗所書指示我們, 説: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衪的大能大力
作剛強的人。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
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弗5:10-12, 17). 換言之, 他

説: 「你們心中要存著真理. 務要按照你與 神之間正確的關係行事. 務要帶著聖靈的利

劍, 即 神的道. 」讓我敦促你們, 務要懂得聖經, 因為這是你的兵器! 當晚, 我僅僅懂

得半節經文而已, 但我將之引用了. 結果, 我得蒙釋放, 脱離了長達九年的人間地獄! 

 



 

盗賊第三個錯誤 

停車場裡的盜賊犯了第三個錯誤: 他以為我孤單一人. 他轉過來舉起拳頭時, 只能看見一

名沒有穿制服的警察. 他不曉得原來後勤人員已在途中. 起碼有兩名警察會來幫助我. 如

果不夠, 警察局還有逾六百人. 而且, 情況若失控, 所需的人就會來到. 

同樣, 你必須明白有誰支持你. 你不是單獨的面對仇敵. 求 神賜你異象, 有關你主裡確

實的身份, 以及為何「鬼魔也信，卻是戰驚。」(雅2:19). 先知以利沙為要鼓勵他心驚膽

戰的僕人, 曾同樣說: 「「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禱告
說：「耶和華啊，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和華開他的眼目，他就看見
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王下6:16-17). 

所以, 你面對仇敵時, 為何顫慄呢? 你具備主的兵器. 你又有足夠的後勤人員. 你有主內

的弟兄姐妹; 他們會在你的困境中幫助你. 若你有需要, 外在的力量會來幫助你. 與你一

同爭戰的數以百計! 而且, 最好的就是, 你有一位的將軍掌管萬事; 衪的聖名只要被提起

, 萬膝必須跪拜, 萬口必須宣揚耶穌基督是主! 你絕不孤單! 

盗賊第四個錯誤 

當晚, 盜賊所犯第四個錯誤就是他以為他的話足以阻擋我. 仇敵往往會使用這詭計. 請試

想巨人歌利亞發出種種控告, 極力消滅屬 神軍隊的士氣. 年輕的大衛定意下到山谷作戰, 

這口出狂言的大敵便嘲諷他, 説: 「「你拿杖到我這裡來，我豈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
著自己的神咒詛大衛。非利士人又對大衛說：「來吧！我將你的肉給空中的飛鳥、田野的
走獸吃。」」(撒上17:43-44). 

然而, 大衛沒有因歌利亞的威嚇, 而受攔阻. 聖靈臨到了他, 他便說: 「你來攻擊我，是
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
的 神。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
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 神；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
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
」(17:45-47).  

魔鬼以為牠能單單憑話語阻止你勇往直前. 但是, 請謹記, 你我有權利站在魔鬼面前, 說

: 「我奉主名抵擋你的武器和進攻! 你不能奪去我的家園和家人! 」 

現今的盗賊  

如今, 我們的停車場裡有一名盜賊; 牠正在向教會發出挑戰. 牠極力說牠比你更快, 且要

得著牠所偷取的. 牠極力令你相信你是孤單的, 而且牠能憑惡言抵擋你. 



 

但是, 我們並不是對牠的詭計一無所知(參看林後2:11). 現在, 我們都要起來說: 「魔鬼

, 不要再走一步! 其實, 你要退後. 你現在要在停車場裡稍候! 」 

千萬不要忘記, 你我得蒙呼召, 不要僅僅為自己而活, 乃要成就更深切的事情. 我們都得

蒙呼召, 要為著被擄的人的緣故和主的榮譽, 打退黑暗權勢. 如今, 讓我們憑著 神的恩

典上陣作戰. 讓我們使用屬靈權柄的兵器(也就是說, 明白我們主裡的身份, 按照真道勇

於禱告, 相信 神必應允). 不要讓盜賊停留在我們的停車場裡! 讓我們按照 神的聖召盡

力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