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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神學(14) ：認識屬靈的爭戰 

A) 認識屬靈爭戰的對象：撒但、魔鬼 

 講到屬靈爭戰，首先要認識的就是我們爭戰的對象乃是撒但、魔鬼 (太 4:1,13:39, 啟
12:9, 20:2)，牠是：墮落的天使長；世界之王 (約 12:31，14:30，16:11) ；屬靈氣的惡

魔(弗 6:12) ；偽裝光明的天使(林後 11:14）；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弗 2:2a)；在悖逆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弗 2:2b)；大龍、古蛇(啟 12:9, 20:2)；說謊之人的父（約 8:44）；吼叫的獅

子(彼前 5:8）…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 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

山上，在北方的極處。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賽 14:12-14） 

 你無所不備，智慧充足，全然美麗。你曾在伊甸 神的園中…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

的基路伯；我將你安置在 神的聖山上…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

間又察出不義…犯罪，所以我因你褻瀆聖地，就從 神的山驅逐你…你因美麗心中

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我已將你摔倒在地…（結 28:12-17）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是摔跤；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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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6:12) 

 無論撒但如何猖狂且有超然能力，但牠並非像 神那樣具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無所不在』的能力。另外，牠雖叛逆不服，但牠仍在 神主權與大能的轄管之下。尤

其對 神的兒女們，若是沒有神的許可，牠仍是不能隨心所欲、任意妄為的從事破

壞，例如：約伯的例子 -『那道看不見的籬笆』(伯 1:10)。 

 【補充】天使可以分為：(參見雷歷博士 (Dr. Charles Ryrie)《基礎神學》第 26 章) 

1) 未墮落的天使 (蒙揀選的天使 - 提前 5:21) 

2) 與撒但一同背叛的天使 (學者根據啟 12:4 認為約佔天使總數的三分之一) 

a) 未被囚禁，仍然活躍的污鬼 (弗 6:11-12，徒 19:16…) 

b) 已經受拘禁的魔鬼 (例如：『群』 - 路 8:31) 

1. 暫時的拘禁 (啟 9:1-15) 

 第五位天使吹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

它。 2 它開了無底坑，便有煙從坑裏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日頭和

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 3 有蝗蟲從煙中出來…(啟 9:1-15) 

2. 永久的拘禁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

中，等候審判。(彼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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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主用鎖鍊把他們永遠拘留在

黑暗裏，等候大日的審判。(猶 6) 

B) 認識屬靈爭戰的性質 

1) 不只是肉身的，更是屬於靈界裡的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

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太 18:36) 

  3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 4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

血氣的…(林後 12:3-4a) 

 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彼前 2:11b) 

2) 是全面的，極其真實、嚴肅且持續在進行的 

 「爭戰」原文是「摔跤」。爭戰雖然需付代價，但是不爭戰代價更大。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 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 5:19)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約 10:10a) 

3) 是關乎 神的榮耀與我們的結局 

 伊甸園始祖失敗的警惕 (創三) 

 只是你行這事，叫耶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的機會，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

死。(撒下 12:14) 

 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路 22:31)  

C) 認識屬靈爭戰的目的 

 何謂得勝？簡單來說，就是讓 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聖靈的運行與工作能自由通

行，不受打岔。 

o 消極上：不陷入仇敵的網羅與傷害中；積極上：趕逐、敗壞魔鬼的作為。 

o 消極上：不成為 神家的破口與牽累；積極上：成為 神家的保護與祝福。 

o 消極上：不羞辱主名；積極上：彰顯基督的得勝，叫 神得榮耀。 

o 消極上：脫離仇敵所有的蒙蔽與轄制；積極上：活在聖靈的釋放自由中。 

D) 認識屬靈爭戰的方式 

 聖經明說撒但是詭詐的，常用各樣的詭計(弗 6:11)來從事偷竊、殺害和毀壞，神的兒

女和  神的工作都成為撒但攻擊破壞的對象。 

「撒但」(出現 52 次)這個字是從希伯來字 ”Satan”直接翻譯而來，意思是『抵擋者』

(太 4:10)、『對頭、敵對』、『反叛』。因此，撒但所有的工作也就是要反叛 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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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神和 神旨意的對頭。所以，撒但的工作方式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有些是

非常狡詐隱藏的，有些卻是顯而易見的, 牠破壞的作為在聖經中比比皆是。例如： 

1) 偽裝：裝作光明的天使（林後 11:14） 

2) 迷惑：迷惑普天下，迷惑列國（啟 12:9，20:3） 

3) 控告：晝夜控告 神的兒女（啟 12:10，伯 1:6-12，2:1-7） 

4) 攙雜：撒稗子（太 13:39）、攙麵酵（太 13:33） 

5) 逼迫、苦害：如同吼叫的獅子（彼前 5:8） 

6) 謊言：是說謊之人的父（約 8:44） 

7) 引誘：用詭詐誘惑了夏娃（林後 11:3） 

… 

所以，屬靈爭戰的方式也是如此，基本上明著或是暗著，知道或是不知道的時候，爭

戰都在進行著： 

a) 明著來：如同吼叫的獅子，奪糧的飛鳥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

吞吃的人。(彼前 5:8) 

 …人聽了道，撒但立刻來，把撒在他心裏的道奪了去。(可 4:15) 

b) 暗著來：裝作光明的天使，或是趁著黑夜行事 

 13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 14 這也不足為怪，因

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15 所以牠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

希奇。(林後 11:13-15a) 

 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裏就走了。 (太 13:25) 

E) 認識屬靈爭戰得勝的根據 

1) 靠著 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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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 10:4) 

 感謝 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

香氣。(林後 2:14) 

  29 我藉著你衝入敵軍，藉著我的 神跳過牆垣。…39 因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能爭戰；你也使那起來攻擊我的都服在我以下。 40 你又使我的仇敵在我面前

轉背逃跑…(詩 18:29-40)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詩 18:3) 



基礎神學              SVCA  香柏木培訓中心        課程編號  SR1-100     于宏潔 

4 
 

 3 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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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各樣的計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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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10:3-5)  

2) 靠著基督的得勝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壹 3:8) 

a) 祂的寶血與十架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

命。(啟 12:11) 

 …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 (來 2:14b)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西 2:15) 

b) 祂所賜『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

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勝。(啟 17:14) 

  9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 叫一切在天上

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

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腓 2:9-10)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沒有甚麼

能害你們。(路 10:19) 

3) 靠著聖靈的大能 

  18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

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19 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

(路 4:18-19)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

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

的能力。(路 24:49) 

4) 靠著 神的道、神的應許 

 17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

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

石上；陰間的權柄（權柄：原文是門），不能勝過他。(太 16:17-18)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弗 6:17b)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祂也都是實在（實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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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阿們）的，叫 神因我們得榮耀。(林後 1:20)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彼前 5:9) 

5) 靠著教會同心合意的禱告 

  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

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19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

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太 18:18-19)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 6:18) 

 29-30 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鑒察，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一面伸

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 31 禱告完

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 神的道。(徒 4:29-31) 

F) 如何面對屬靈的爭戰 

1) 務要謹守，警醒，絕對不可輕敵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彼前 5:8) 

 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牠的詭計…(林前 7:5) 

 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林前 15:13)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太 26:41) 

2) 保守自己不犯罪，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我們知道凡從 神生的，必不犯罪，從 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

他。(約壹 5:18)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不要叫聖靈擔憂(弗 4:27, 30)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

那些愛祂之人的。(雅 1:12) 

3) 穩踏羔羊救贖根基及超乎萬名之上的名：支取基督的得勝，經歷得勝、並且活出得勝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壹 3:8)/ …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

權的，就是魔鬼… (來 2:14b) /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

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路 10:19) /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

也要捆綁…(太 18:18)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19 我已經給你們

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20 然
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 10:17-20) 

4) 穿戴全副軍裝, 憑著堅固的信心抵擋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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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順服 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彼前 8-9)  

 11 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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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以，要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

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弗 6:11-13)  

【全副的軍裝】 

14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15 又用平安的福

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盾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

切的火箭； 17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18 靠著聖

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弗 6:14-18a) 

5) 倚靠聖靈的大能 

 3 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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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各樣的計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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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 10:3-5)  

6) 絕對不可單獨，要活在身體的保護中 

 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太 18:18) 

 弟兄【原文是複數，指：『弟兄們』】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 啟 12:11) 

 …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28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

(腓 1:27-28) 

 你們五個人要追趕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趕一萬人；仇敵必倒在你們刀下(利 26:8) 

7) 積極追求長進，活在主裡面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詩 91:1) 

  31 除了耶和華，誰是 神呢？除了我們的 神，誰是磐石呢？… 34 祂教導我的

手能以爭戰，甚至我的膀臂能開銅弓。…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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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我要打傷他們，使他們不能起來；他們必倒在我

的腳下。 39 因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爭戰；你也使那起來攻擊我的都服

在我以下。 40 你又使我的仇敵在我面前轉背逃跑… (詩 18:29-40) 

 20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 21 保守自

己常在 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