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SH BACK THE DARKNESS 

打退黑暗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Ontario)最近通過了一條新法例. 根據這法例, 若你八歲的兒子決定

他是個女孩, 但你不准他穿裙子上學, 政府就有權把那孩子帶走. 

可見, 我們正處於危難的時期, 即聖經警告過不法的時代. 我們從聖經讀到主回來之前的

末期將會有不可言諭的黑暗和大離道反教的情形, 但我們多半想不到我們竟然會看見這種

日子. 而且, 你會認為這是可恥的, 但 神若不干預,. 我會為著我們留給兒女的世代而害

怕. 

大衛登基之前, 也曾處於國中靈命衰弱的情形裡. 掃羅王執政時, 自我意志和通靈主義大

行其道; 若沒有 神的干預, 該國難免敗落. 不久後, 大衛被不代表 神的軍隊追趕. 當然

, 我們都知道他至終扭轉了大局. 

在變態之事大行其道和道德淪喪之際, 惟獨你我能把屬靈復興帶回國中, 正如大衛一般. 

我們都從 神得著能力, 叫祂暫施憐憫(也就是說, 打退那企圖吞滅這社會的黑暗權勢)!  

另類的靈 

請問, 我們該當如何呢? 讓我們從詩篇140篇看看大衛如何. 他寫這詩篇時, 正躲在山洞

裡, 周圍都有強暴之事. 他被喪心病狂的掃羅王追趕, 他的隨從則聳動他要將之殺掉. 但

是, 大衛明白神國不是這樣進展的, 便成就了你我如今必須作的: 求 神拯救我們脱離今

世的靈. 「耶和華啊，求你拯救我脫離凶惡的人，保護我脫離強暴的人！他們心中圖謀奸
惡，常常聚集要爭戰。」(詩140:1-2), 大衛所指的, 不僅是那些在外面追趕的人, 更是

裡面的人(即那些在言談上不虔不義, 企圖以人的方法來解決事情的). 你要明白, 大衛感

到雖然他周遭的人彷彿不明白, 他蒙召是為著更崇高的事情, 而不是為著那些小器, 強暴

的事情和他世代的恩恩怨怨. 

大衛預表了主, 也就是說, 成為了既受聖靈支配, 引導, 且從之得著能力的一個榜樣.  

我們也必須求 神拯救我們脫離今世的靈, 說: 「主啊, 我不希望成為這難題的一部份, 

乃要有份於解決事情. 求你令我再次集中在屬靈的事情上. 叫我遠離媒體和任何毒害我靈 



 

, 令我在言談上失去功效的事, 因為這些正是世界的道路. 神啊, 求你賜我有別於今世的

靈. 求你賜我聖靈! 求你賜給我你的心思意念, 和對眾人的慈心. 求你幫助我甚至去愛我

的敵人. 」 

大衛繼續説: 「我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神。耶和華啊，求你留心聽我懇求的聲音！主
─耶和華、我救恩的力量啊，在爭戰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頭。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遂惡
人的心願；不要成就他們的計謀，恐怕他們自高。」(詩140:6–8). 換言之, 他説: 「求

你在爭戰的日子, 求你幫助我不要聽仇敵的聲音. 求你幫助我不要因惡者的威嚇而低頭. 

」 

我確信大衛想起他年輕時, 從山谷的另一面聽見向以色列人罵陣的聲音傳來. 日復一日, 

歌利亞都出來, 實在說: 「你無法勝過敵人, 所以投降吧, 免至受辱. 」(參看撒上17:8-

10). 然而, 大衛拒絕了掃羅給他的盔甲, 便發現 神信實不渝, 在戰役中遮蓋了他的頭, 

且保護了他, 免至他受敵人嘲諷. 大衛不但沒有聆聽那世代的聲音, 更從 神得著了話語. 

他勇敢的跑進山谷裡, 迎戰歌利亞, 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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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17:45). 在人

看來, 這兵器看來愚昧, 但我們知道它大大的戰勝了歌利亞! 所以, 若我們也在爭戰的日

子求 神遮蓋我們的頭, 我相信衪必幫助我們不向今世的聲音低頭.  

造就大能的人 

大衛不僅求 神拯救他脫離當代的靈, 更透過詩篇142篇, 説: 「義人必環繞我，因為你是

用厚恩待我。」(142:7) 若你希望在這時刻打退黑暗權勢, 就必須成就另一件事: 相信你

的生命會有所貢獻! 相信 神在你裡面的生命會影響你周遭的人, 以致他們也能在這世代

裡有所貢獻! 

請注意大衛說: 「義人必環繞我」時, 實在發出了充滿信心的禱告, 因為當時他周遭的人

都既不滿, 痛苦, 又負債(參看撒上22:2). 他們都希望大衛能以暴力來搏鬥, 但大衛比他

們更明智: 他們蒙召是為要作出更深度的爭戰. 同樣, 我們必須記得, 我們不要像世人一

般, 以物質上的兵器爭戰. 我們乃要以屬靈的兵器, 即禱告和公義生活來爭戰.  

大衛彷彿説: 「我看見被義人(即心靈正直, 作出正確選擇的)環繞的那一天. 他們會明白

我們所面對真正的戰役, 以及 神樂意賜給我們的能力. 」他們見證大衛存著另類的靈而

生活, 且看見 神的手在他生命裡顯而易見, 便被改變了; 他們從山洞裡出來, 成為了大

能的人. 他們單單靠著 神所賜的力量戰勝, 成為了改變該世代的人!  

 



 

我們得勝 

我們在這時刻必須像大衛一般, 成就第三件事: 他相信 神必叫他得勝, 以致大大的感恩. 

大衛透過詩篇140篇的末段説: 「我知道耶和華必為困苦人伸冤，必為窮乏人辨屈。義人

必要稱讚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140:12-13). 同樣, 你我必須相信 神必賜下

我們在這時刻所需的勝利, 而且許許多多的人都在未來的日子敬拜感恩. 

大衛即使身陷困境, 卻如此的宣告. 請試想: 他僅僅有四百名隨從, 追殺他的卻數以千計

. 他不知道自己可信任誰. 然而, 大衛知道他自己惟一可全然倚靠的依然與他同在. 無論

生活看來多麼困難,那叫他戰勝獅子, 熊和巨人的依然是他的 神. 

你我從歷史有所學習, 就是明智. 是的, 我們人都是軟弱的. 但是我們在靈裡, 卻得勝有

餘. 我們都坐在全能 神(即那摧毀了黑暗權勢, 帶著一切能力權柄坐在天上) 的右手邊. 

我們都能暢通無阻的到 神寶座前; 我們都能打退黑暗權勢, 且相信我們在未來的日子都

會得勝歡呼! 根據聖經, 大衛在他有生之年看見了他靠 神而得的勝利. 他把神的同在迎

回耶路撒冷(也就是說, 神心滿意足)時, 喜不自禁, 在約櫃前跳起舞來(參看撒下6:12-

14)). 我相信許多人多半也與他一同跳舞, 因為他們知道惟獨 神能叫他們得勝!  

光明勝過黑暗 

我們這些在主的教會裡的人都來到了十字路口. 我們必須為要打退黑暗而努力爭戰. 請試

想黑暗如何能全然靇罩海洋. 風暴會臨到, 威脅去吞滅水手和旅客, 令他們無法航行. 然

而, 一個燈泡就是我們所需的來扺擋黑暗, 且領眾人安然抵達. 我到過各地的燈塔去. 想

到在非常黑暗, 狂風暴浪, 難以航行的環境裡, 一個小燈泡在適當的地方就能光芒四射, 

照耀遠方. 它所代表的就是: 「這是安全抵達的道路! 」無論如何, 光明都不會被黑暗隱

藏的. 

難怪主說: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太5:14). 你我若甘願為著

别人而擺上自己, 就無法被隱藏起來. 很可悲, 長久以來, 美國的基督信仰都自我中心, 

以致社會落在黑暗中, 威脅要吞滅眾人. 然而, 我們若願意走這天路歷程, 就依然能成為

山上的一座城. 務要謹記現在並非只顧自己的時候, 也不是像希西家一般, 發出愚昧禱告

的時候. 他曾大大的得勝, 但在他晚年時, 先知說他的兒子們將會被擄, 希西家卻稱讚他

, 實在說: 「只要不發生在我的年日, 那不是好事吧? 」(參看王下20:19). 同樣, 這世

代有些人說: 「我只要在邪惡之事臨到社會前離世, 那不是好事吧? 」不, 這絕不是好事

! 對於僅僅為己的信徒才是好事. 但願 神拯救我們脱離這種幼稚愚昧之事, 且使我們成

為屬神的僕人使女! 但願 神使我們明白我能在現今和未來的世代裡有所貢獻! 

 



 

我最近對師母説: 「無論我有何遭遇, 我都要你對我們的孫輩說我曾為他們爭戰. 我不願

他們被黑暗的時期所吞滅. 」但願每一位讀者都能述說這故事: 「對下一代的人説我曾為

他們爭戰. 我沒有僅僅為自己而活. 我站起來, 成為屬 神的人之一! 」 

我希望你曉得我們沒有一百個明天來改正事情. 現在, 我們都要來到 神寶座前, 說: 「

主啊, 你要我做甚麼呢? 求你顯示我你能使用我的一生來拯救下一代的人脱離黑暗. 」 

請謹記, 聖經説: 「因為黑暗好像急流的河水沖來，是耶和華之氣所驅逐的。」(參看賽

59:19) 因此, 我確信 神必叫凡甘心樂意的人超越我們自己. 祂必賜與超過我們本能的信

心, 和比我們所能想到更深切的話語. 祂必賜我們熱忱和能力來為每個人, 甚至包括我們

的敵人而爭戰. 主必使我們的生命影響周遭的人, 且叫我們大大的得勝, 以致眾人都因祂

榮耀的聖名而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