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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課 ND-402:《認識屬靈的爭戰》 

于宏潔弟兄 2015 年 7 月 26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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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主耶穌，我們把這堂聚會交在祢的手中。主啊，每一堂聚會我們都何等地需要祢，救我們

脫離字句、道理上的明白，把我們帶進屬靈的實際。主啊，早晨我們一起坐在祢的腳前，祢親

自對我們說話，讓我們這些在基督學校裏做門徒的，每一個人都能跟祢有最直接的關係。謝謝

祢，祝福我們底下的時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們今天早上要講的這一堂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雖然每一堂都重要，但是有一些的

課是影響我們整個一生的！因為它是「持續性」的。所以，像我們接下來要講到有關生活方面

的課程：「如何有效地利用時間」、「如何管理自己的金錢」，那些都比較可有可無，雖然也

很重要，但是不像最近這兩次連續講的信息：一個是《要重視屬靈的實際》，任何東西如果

我們沒有在基督裏面，沒有真正地達到在聖靈裏面該有的境界，很多的東西都是表面的，都是

理性上的。我們贊同它，但是我們並沒有進去。所以，聖靈來很重要的責任是要把我們帶進一

切的真理，好要讓我們能夠真正地進入。 

我不曉得弟兄姊妹怎麼樣，過去兩個禮拜，我就覺得雖然自己講這堂課，但是好像天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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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擺在天平上面，每一件事、每一個角度、每一個屬靈的應許、每一件聖經上自己曾經講過的

道，都在這裡衡量我自己，那麼一秤就顯出自己的虧欠。真的是發現有那麼多的未得之地，還

有那麼多屬靈的應許自己沒有經歷，有那麼多神聖的使命自己沒有活出來，有那麼多《聖經》

上的教導自己似懂非懂，有那麼多時候在「屬靈的爭戰」裏面自己疏忽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上次講課的

時候也講了，當 神每一次顯出我們的不足的時候，當我們每一次被暴露出自己的虧欠、自己

的敗壞， 那我們要從正面來看它 ─ 當作是我們屬靈成長的機會。我說在時間裏面就連 神的

管教，甚至連 神的審判都是恩典。讓我們今生在時間裏面就發現自己不夠，就發現自己離 神

差遠了，那這個認知（awareness）、醒悟（realization），這個屬靈的醒悟對我們是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講《屬靈的爭戰》，我知道這個題目其實是找打的，任何講員你真的要

講《屬靈的爭戰》你自己都會挨打的。因牠不要你講這個，對不對？哪裡會有兩國相戰的時

候，有人會希望你去講他們的戰略 （strategy），講他們怎麼勝過對方的路，那仇敵一定不甘

心的！ 

所以，我自己也常常要在生活裏很儆醒，很小心，每天都跟于師母一起好好禱告。因為要

講這個道，你一定是給自己找麻煩的。但是，弟兄姊妹，聖經上保羅告訴我們: 「因我們並

非不曉得它的詭計」（林後 2:11b），仇敵是用各樣的方法在這裡要嚇唬我們，攻擊我們，要

攔阻我們在主面前的成長，在主面前過得勝的生活。 

像今天上午于道潔牧師講的這篇信息 ─“預備迎見主”，我們也常常講，對不對？弟兄姊

妹，“連於元首”的這件事情太重要了。什麼時候切斷了“連於元首”，你別的就都不要談。因

為枝子離開葡萄樹，第一個就是枯乾。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不管你外面表現得多好，

別人甚至誇獎你，你甚至在教會可以有很好的服事，可是你只要跟生命的源頭是分開來，你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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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定枯乾！而第二個結果就是你完全沒有用，被丟到外面，甚至被火燒掉，你在主面前不

會活出一個有價值的生活。所以，每一篇信息我們都要求 神讓我們帶著很謙卑的心來聽。 

這一篇信息講《屬靈的爭戰》，希望我們要平衡，要適當地來看屬靈的爭戰，要看得合乎

中道。不能輕看仇敵，但是也不要高看仇敵。這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講屬靈的爭戰。有的時候

我們太輕忽了，有的人又太高看了，什麼東西都是「撒但」。嚇的不得了，那其實也不對的，

不要把「撒但」看得那麼高。但是，更是不能夠輕看「撒但」。 

我們今天要講《屬靈的爭戰》，你知道在 2003 年 3 月 20 日，美國跟伊拉克第二次戰爭。

那時候我就很注意新聞，看到新聞在那裡報導：這些美國大兵很多都還是很年輕，就被派到伊

拉克去。你知道當他們被放在戰場上的時候，啊呀！這些年輕的孩子們，這些軍人，在他們的

裡面其實也都充滿了很多的恐懼，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掉。很可能明天就死掉了！很可能

他現在在營裡面安安靜靜的，突然來了一個炸彈就把他炸死了。所以，軍中的牧師每一個小時

舉行一次的聚會，讓所有有需要的人可以來。他雖然聚會不是一整個小時，但是每一個小時他

們就一定有一個聚會讓有恐懼的，害怕的可以來到這裡聚會。然後，鏡頭就轉到美國，在美國

的本土大家照樣吃喝快樂，好像沒有事情一樣：酒吧裏面一樣有人喝酒，大家一樣在這裡看球

賽，大家一樣過各式各樣的生活，走的路都跟平常一模一樣。 

所以，弟兄姊妹，你自己知道，你有沒有真正地進入爭戰，還是只是說說談談，知道有爭

戰在進行，那是兩件事情。仇敵一個很大的詭計就是讓我們根本忽略爭戰，我們知道有屬靈爭

戰這回事，但是你自己沒有被擺進爭戰的時候，你整個人是鬆懈的。雖然是美國跟伊拉克開戰，

對不對？派的是美國自己的子弟兵去了，但是在美國的本土，大家生活得舒舒服服的。除了父

母親，像我大哥的孩子也被送去伊拉克過，他們是不准講的，對不對？但是爸爸媽媽就擔心，

知道孩子突然失去聯絡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知道孩子要被送到伊拉克去。弟兄姊妹，做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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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緊張，因為任何時候，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anytime anything may happen）。 

一、認識屬靈爭戰的全面性、嚴肅性、與持續性 

所以，今天我們講《屬靈的爭戰》，希望弟兄姊妹，從心裏面來認識這件事情。第一個事

情就是要「認識屬靈爭戰的全面性、嚴肅性、與持續性」。屬靈的爭戰是「全面」的，《聖經》

上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約翰壹書》第五章第十九節說：「我們知道我們是屬 神的，全世界

都臥在那惡者手下。」不是 神要這麼做的， 神造人是把人放在伊甸園裏，是要叫人享受祂

的愛，祂的恩典，祂的同在。是人自己把自己的主權交給了撒但，所以撒但今天得到了一個暫

時的屬地的管理權，所以整個地現在是伏在惡者的手下。所以，《聖經》上也告訴我們，特別

《以弗所書》第六章，我放在今天的背誦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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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6:12）。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今天在講爭戰的時候，希望弟兄姊妹知道，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倖

免，不信耶穌的一樣。因為「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下」（約壹 5:19），牠可以興風作浪，

牠可以任意進出，除了 神的兒女們以外。我們讀《約伯記》曾經講過， 神用那道看不見的籬

笆（invisible fence）來保衛（guard），來保護（protect）我們。所以， 神的兒女們遭遇災難跟

世人遭遇災難是不一樣的，仇敵可以自由進出任何一個在牠權下的人。但是，對我們這些 神

的兒女們， 神不許可的話祂不准的。 

所以，爭戰是「全面性」，不光是每一個人都不能夠逃避，而且這個「全面性」是撒但用

各式各樣的方法，所以你不要以為說只有生病了，長癌症了，碰到困難了，才叫屬靈的爭戰，

任何的方式仇敵都可以用，任何人、事、物，仇敵都可以用，這是我們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當《聖經》上講到仇敵來攻擊我們的時候，我們把它歸類起來的時候，雖然《羅馬書》

第六章在對付罪；《加拉太書》第二章在對付老亞當 — 我們這個老己，自私的生命，敗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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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加拉太書》第五章在講肉體和肉體的邪情私慾；第六章講到世界、整個世界都在這裡

誘惑我們。所以，仇敵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接近（approach）我們，來傷害我們，

來找到破口，來攻擊我們。不要以為，爭戰一定就是外面看起來很激烈，就連你覺得

太平無事的時候，爭戰仍然在進行。這就是我說的，爭戰它不僅是全面的，它還是很

「嚴肅的」，而且是「持續的」。 

如果，今天你自己不覺得你活在屬靈爭戰中，原諒我說，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已經是手下

敗將了。我講真的，因為你連爭戰在進行都不知道。仇敵可以用整個世界很舒適的生活、用你

很忙碌的生活、用你很日常的（routine）生活把我們整個人給蒙蔽掉了。 

1982 年，我在紅木城聚會的時候，那時我們教會有一個弟兄，他突然決定要回台灣去。

他走之前，我們弟兄姊妹請他吃飯，最後的分享的時候，這個故事現在大家都在用了。他說他

從小在台灣的鄉下長大，他爸爸是農夫。每一次煮田雞時，他說，他們村裏的人從來都不會這

麼做 — 就是不會把水煮得沸騰騰了以後，才把田雞丟下去。因為它碰到熱水，一掙扎的時候，

熱水就會濺出來。他們都是把它放在涼水、溫水裏，它舒舒服服的，然後，底下開始加熱。等

到它發現不對勁的時候，已經跳不動了，它所有的神經、肌肉都已經無能力了（disabled）。 

所以，當你自己覺得沒有屬靈爭戰，于弟兄你危言聳聽，根本沒這回事，你看我活得好好

的。那你就試試看，當試探真來的時候，你「跳」得起來，「跳」不起來？當你在一個爭戰面

前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得勝？很多的時候，當那個局面出現的時候，你發現，我已經來不及應

付了，我沒有力量去應付它。大衛，連他這麼愛主的一個弟兄、一個 神的僕人，當他儆醒的

時候，仇敵在他面前站不住的；當他鬆懈的時候，一看到拔示巴，他受不住了，他犯罪了。弟

兄姊妹，我們今天沒有一個人可以在這場爭戰上輕忽的。 

a) 全世界都伏在那惡者的手下(約壹 5:19b, 弗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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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是：謊言之父/世界之王/屬靈氣的惡魔/偽裝光明的天使… 

所以，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 5:19）我們第一件

事情要知道，這場爭戰其實是很「嚴肅的」。因為，所有的爭戰，就連地上的比賽，你第一件

事情要做的，就是要了解你的對手是誰，對不對？美國美式橄欖球聯盟（NFL）、美國職業籃

球聯盟（NBA）、或是打棒球、或是什麼……下一場是跟誰打？一定要知道對手是誰，對不對？

把他們所有的資料調出來，這個投球的人球路是什麼？這個四分衛（Quarterback）平常打是怎

麼個打法？他們的戰略是什麼？你都要有第一手的研究，第一手的了解。你不可能隨便去打的。

打拳擊也是這樣，明天我的對手是誰？我一定要對他有很充分的了解。 

孫子兵法也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我們今天如果連自己的對手是誰都不知道的話。

所以，我們常常以為我們的對手是我們的另外一半。我們最近去參加一些家庭講座的時候，它

裏面都一再地重複，說：「你的另外一半不是你的仇敵。（Your spouse is not your enemy.）」今天

很多人就覺得對方是我的仇敵，雖然不敢明說，明說「吃不完兜著走」，但心裏面總覺得，是

他/她在為難我；是他/她讓我生活這麼苦；是他/她讓我不能愛主；是他/她讓我不能快樂。我

們天天認為「是他/她」、「是他/她」…… 

b) 盜賊來就是要偷竊、殺害和毀壞 (約 10:10) 

「8 務要謹守，儆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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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牠…。」 (彼前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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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甸園始祖失敗

的警惕。」 (創三) 

其實，弟兄姊妹，不管仇敵藉著任何的方式來接近我們，牠的目的都是為了「偷竊、殺

害、毀壞」（約 10:10）。所以，我說這場的爭戰是「嚴肅的」，你要知道你的對手是誰，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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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屬血氣的、一般的人。今天大家講到「伊斯蘭國（ISIS）」大家都會怕，講到那些暴徒都

會怕，你住在美國都還好。我不曉得，有一天美國會不會變成跟中東一樣，跟在其他地方一樣，

你到任何一個超市都可能炸掉；你坐任何交通工具，隨時都會炸掉。你那個時候就曉得，什麼

叫做「活在戰爭中」。仇敵可以藉著各式各樣的方法來這裡，牠來的目的就是「偷竊、殺害、

毀壞」（約 10:10），從來沒有改過。從來沒有改過！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對手是誰，牠不光是一個執政、掌權的惡魔，一個魔鬼。

《聖經》上有很多的形容，說牠是「謊言之父」，牠充滿了謊言，牠是一個世界的王，你愛牠，

你順服牠，牠會給你很多好處的，真的！所以，你也千萬不要以為，你得到一個很好的工作，

那就一定是出於主，不見得是真的（not necessarily true），看到很多的人就把自己丟到網羅裏

去了。你也不要以為，一個很英俊、你心中的白馬王子出現了，「他就是」。我跟你講，你一定

要小心。「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林後 11:14）。很多東西看起來都很好的，所

以，你要知道我們到底是在跟誰爭戰，而牠來的目的，牠就是要「偷竊、殺害、毀壞」（約

10:10）。 

所以，《彼得前書》第五章第八節，祂說：「務要謹守，儆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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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牠……。」你

看到了沒有？我們的仇敵，祂沒有說：「世界上有個仇敵」，它說「你們的仇敵」，就是我們每

一個人的仇敵，而牠是個魔鬼，牠是一個「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彼 5:8）換句話說，仇敵一直在找，牠一直在找。 

我有一次讀到這個《聖經》的時候，我覺得今天的魔鬼其實是最舒服的，牠根本不需要找，

「你都可以吞吃。（All you can eat.）」。我講真的嘛，今天真的仇敵在吃自助餐（buffet），牠根

本吃不完的，隨處都可以吃，不要找的。在初期教會的時候，他們在苦難中，他們那麼儆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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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那麼得勝，仇敵需要「尋找」，今天牠不需要找，牠隨時可以吃的。而主耶穌在臨走之前

對彼得講，祂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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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沒有？整個仇敵的權勢「想要得著我們」，整個仇敵一直在做的一

件事情，就是「尋找可吞吃的人」（彼 5:8）。而這件事情從 神造人一開始在伊甸園裏就發生

了。亞當、夏娃就是相信了仇敵的謊言。當罪一來的時候，底下所有的爭戰你根本都不要打。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講：「罪」是仇敵爭戰中的第一個武器，而且是從來不

放棄的武器。你不要以為，一定要做大的事情，才叫「罪」。任何的事物，你在主的面前，跟 

神的關係，在主的話語面前的不順服，通通都是跟「罪」發生關係的。所以，亞當、夏娃就是

不信任 神所說的話，接受了撒但的謊言，然後罪就進了，而且不光進到他們心中，也因著他

們，進到了我們子子孫孫，到今天，我們都受到這個傷害。所以，你不要去怪亞當，我們是一

樣的。 

仇敵可以用各樣的方法在這裡來傷害我們。所以，離開聖潔，要去講屬靈的爭戰，那

是徒然無功的。只要罪在我們心中有地位，你所有的屬靈爭戰通通不要打。所以，當以

色列百姓面對艾城的人的時候，艾城的人明明很少，他們前幾天才在耶利哥城大得勝，堅固的

營壘在他們面前倒下來，強大的迦南人在他們面前失敗。可是，來到艾城的時候，他們卻失敗

了。因為 神說：「你們中間有當滅的物。」（書 7:13）那裡 神講到了兩件嚴肅的事情，我覺

得沒有經文比那兩節更觸目驚心的。祂說：「你們中間有當滅的物。」（書 7:13）「你們若不

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書 7:12） 神說到兩件事情，第一個：「我就不再與你們

同在了。」（書 7:12）；第二個：你們「在仇敵面前必站立不住。」（書 7:13） 

弟兄姊妹，我們不是不會犯罪，我們都會犯罪，但是犯罪之後，我們立刻在主的

寶血底下，我們徹底悔改，轉向 神，我們要靠著主的恩典，反敗為勝。基督徒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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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戰百敗」，但是絕對要「百敗百戰」。這兩個不一樣，聽得懂哦？雖然我們會失敗、會

失敗、會失敗……但是我們絕不放棄（never give up）！我們對 神，對 神的恩典，對 神

的呼召，我們從來不放棄。但是，對撒但，我們永遠不妥協（never give in），永遠不給

魔鬼留地步 。 

c) 屬靈爭戰是終我們一生所無法避免的－雖然必須付代價，但不爭戰代價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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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屬靈的爭戰是我們這一生所無法避免的，我說它是「持續的」。所以，《啓示錄》第十二

章第十一節，祂說：「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是要自己所見證

的道。所以，我們在屬靈的爭戰上要得勝、要勝過撒但，一定要跟自己所付的代價有關。他們

這個代價甚至大到一個地步，就連死都值得。「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啓 12：

11）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屬靈的爭戰。我爲什麽先要跟大家講對屬靈爭戰該有的認識。因爲，

賓路易師母（Mrs. Penn-Lewis）早就講：「心思是我們屬靈的第一個戰場」，第一個戰場（battle 

field）就是我們的心思。我們心思只要失敗了，底下的仗也不用打。仇敵就讓我們輕看屬靈的

爭戰，覺得不要那麽嚴肅。信耶穌可以，不要那麽嚴肅；講屬靈爭戰可以，不要那麽草木皆兵，

不需要那個樣子。牠可以在思想裏面就改變我們，就先讓我們失敗，想說：“哎呀，我做這樣

子的事情有什麽不行？有誰不這麽做呢？”在思想裏，你只要失敗了，底下你的行爲就會出來。 

所以，弟兄姊妹，爲什麽保羅告訴我們要戴上救恩的頭盔，因爲「心思是第一個戰場」。

你只要被箭射中了腦袋，你這個人是必死的。射中腿，還不見得死，射中腦袋就一定死的。所

以，我們的心思要很小心的，連《腓立比書》第四章第七節：「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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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Guard your minds）」就是我們的心懷意念是需要被

保守的。 

《聖經》上《以賽亞書》第二十七章第三節那裡連主都說：「我耶和華是看守葡萄園的，

我必時刻澆灌，晝夜看守，免得有人損害。」弟兄姊妹，你發現了沒有？連 神都這麽儆

醒地看守葡萄園。「時刻澆灌」：這是指正面的，用主的話、主的愛、主的恩典、主的生命來

澆灌我們這個人。但是反面的呢，祂說：我「晝夜看守」，因爲有人要來破壞，而且撒但一直

要伺機破壞，牠不是只有晚上才來白天不來。 

我昨天早上來教會晨禱的時候，我一早上車，就發現：咦~奇怪，我旁邊的乘客座位

（passenger seat）上亂七八糟的，那個儲物格（compartment）裏面的什麽太陽眼鏡啊、于師母

的雨傘啊、餐巾紙，放的其他的東西全部都放在我的椅子上。我想她昨天晚上來翻什麽？爲什

麽不放回去？所以，我跟她通電話時就問她，她說：“我沒有翻啊，昨天我禮拜五回到家都 11

點了，我沒有翻啊。” 就問兒子，兒子也沒有翻。所以表示，可能是鄰居的小孩子就是試試看

誰家的車門沒關，看看有沒有手機（iPhone）在裏面。他也沒有把我車窗打爛，也沒有拿什麽

東西，他就是翻不到手機就走了，頂多一、兩塊錢被他拿走了。所以，他是趁著夜深來，不敢

白天來。對不對？所以地上的人做壞事都還要挑時間的，撒但是七天二十四小時（twenty-four 

seven），直到我們見主，牠都不停的。 

我們今天這個人，《聖經》上說：我們是伏在惡者的手下，整個世界空中執政掌權的。你

不要以為你住在天上，搬到月亮去，花了幾十萬美金申請到可以住月亮，你就沒事了，都一樣。

整個空中執政掌權的就在撒但底下。你今天把一個器皿塞到水裏面，一輩子放在水裏面，什麽

時候只要有空隙，水就一定進去。任何時間（anytime）只要它有空隙，水一定進去。弟兄姊

妹，我們這個人生活只要有破口，仇敵就一定來。只要我們有破口，心思裏面有破口，心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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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情感不單純、意志在主的面前不絕對，你知道仇敵有各樣的方法進來。牠可以藉著肉

體，藉著世界的誘惑，藉著罪惡，藉著任何的方式，只要有破口，仇敵就一定可以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當我們聼這些信息的時候，你就曉得屬靈的爭戰，它是真的是

「嚴肅」。所以，我希望我們第一件事情：「能夠認識爭戰的全面性、嚴肅性、與持續性」。每

一個東西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二、 面對屬靈爭戰該有的態度 

第二件事情：面對屬靈爭戰該有的態度。 

a) 絕對不可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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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要儆

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太 26:41) 

第一個，「絕對不可以輕看」。《哥林多後書》第二章第十一節，祂在那裡說：「免得撒但

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牠的詭計。」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時候，《馬太

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四十一節：「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撒但是趁著

機會的，而我們需要儆醒的。我剛才引用的《舊約》《以賽亞書》第二十七章：耶和華 神都儆

醒看守；《新約》：主耶穌自己，祂都儆醒禱告。那你說，我們這些亞當後代的人，當我們不儆

醒的時候，我們怎麽可能得勝？ 

所以，我去年到科羅拉多（Colorado）去參加一個牧者的退修會（pastor conference），那

個時候 John Snipes 他的堂兄（cousin），他是專門做牧師的輔導，人家稱他作“牧師的牧師”。 他

那天講道的時候他就說：撒但，牠不僅很狡猾，很有技巧（skillful），牠是非常有耐心的（patient）。

他說：牠可以等你，等四十年都可以。牠像不像一個吼叫的獅子，像一個很詭詐的蛇，牠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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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叢裏，牠可以一直等你、等你、等你，等到你四十年以後，你鬆懈了，你影響力很大的時候。

牠可以出來，一下子攻擊你。他說：撒但是非常非常有計劃的。 

以前，我聽到一個弟兄講，我有很深的感觸。他說：撒但是釣魚高手，牠知道我們的弱點

是什麽，牠知道什麽樣子的魚餌可以針對這個人有用，牠知道在什麽時候出手（when is the best 

time），牠也知道怎麽樣子（how）出手可以打倒我們這個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真的要小

心。剛才于道潔牧師也交通過，我們自己不小心，我們的本性，因爲是老亞當的生命在我們裏

面，只要裏外一應合，罪就生出來了。私慾怀了胎，試探來，「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

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雅 1:15）。所以，弟兄姊妹，我們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有的時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事情在發生。 

我在預備的時候，我就想起來，我們教會 2000 年到 2007 年，我們在迪安薩學院（De Anza 

College）。我想在座還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記得，那時我們是搬運的教會，就租了學校的場地。

你知道我們 2000 年才進去，不到幾個月，發生一件很大的事情，至少對我們教會是很大的事

情。那個時候的相片還不是用數碼的（digital），還是要照照片，送去沖洗的。結果有一個女孩

子叫作 Kelly Burnett，她在沖洗照片的時候，她突然發現照片裏有很多的炸藥還有武器，因爲

有人送來。她很驚訝，就報警，結果警察根據這個東西就去抓到一個人。那這個人呢，他是在

迪安薩（De Anza）學校裏大概受到了冤屈或是有憤怒，他準備這個周末要去把迪安薩（De Anza）

的校園中心（campus center）給炸了。那我們教會就正好租迪安薩，而且是使用校園中心。你

知道嗎，就在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時候，背後有這些事情發生。他準備趁著周末去把那個地方

炸掉，但是這個人因爲儆醒發現了報給警察，警察出來出面抓到這個人，到他家裏找出這些東

西，然後詢問他才知道他要來炸校園中心。 

所以，我覺得今天爭戰，一方面我們需要 神保守我們，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實我們很多的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07-26 

 

ND-402                 Page 13 
 

時候爭戰都在進行，只是我們自己不知道。 

二十多年前，有一個老師母送給我們家幾個臺灣的小黃瓜苗，那時候不像現在中國店裏到

處都買得到。那時候我們當寶貝的。種了四棵，葉子都開始長，我們都很高興。哪裏曉得，早

上去看的時候，葉子也被吃乾了，根也被吃了。我跟于師母從來沒種過，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後來打聽了，請教了才曉得。就是因為我們澆水，那個半夜地是濕的，潮濕的時候它有一種像

蝸牛一樣的蟲，蝸牛是（snail），另外一種是沒有殼的那種軟蟲叫做（slug），我們就叫鼻涕蟲，

在地上走的那種。它就半夜起來，就把你的黃瓜四顆都給我們吃光光。只剩下根，我就趕快去

買藥粉撒在上面，照他們說的撒在上面然後澆點水。你知道我第二天起來收屍體收了多少隻嗎？

將近八十隻！它就在你晚上睡覺的時候，你根本也不知道有這麼一號仇敵，它就在你睡覺了，

專門在黑夜起來吃你的東西。 

所以，弟兄姐妹，對屬靈的爭戰我們絕對不能夠輕看！你要到主面前儆醒禱告，到底我今

天有什麽地方已經落在仇敵的網羅裡。不要以為不犯罪就沒事，仇敵有的是辦法，牠可以藉著

讓你看起來以為不是明顯的罪，但是牠把你放在水裏煮。讓我們的能力、我們的生命，讓我們

抗拒仇敵的力量在我們的裏面，一天一天被腐蝕，到最後我們失去了力量，難處來的時候，我

們就出不來。 

大衛就在那裡天天休息，別人出去打仗了。從前自己出去打仗的，現在自己在家裏面睡覺

睡到日頭平西。不知不覺他能力失去了，他裏面的正直失去了，他裏面向著 神的敬畏失去了，

等到仇敵一來的時候他站不住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們要很小心。不是只有跟拔示巴犯罪才叫罪，在我們開頭的時候我們

就已經爲了犯罪在鋪路了。仇敵太知道我們了。 

b) 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也不是憑著血氣爭戰 (弗 6:12, 林後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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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我們要知道「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所以也不是憑著血氣爭戰」，所以，剛

剛我們的背誦經文《以弗所書》第六章特別提醒我們：「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弗

6:12）。在我們底下講到 C 大段中的小 C 的時候，我引用了《哥林多後書》第十章第三到五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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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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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阻攔人認

識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順服基督。」 

那裡也講到我們不是憑著血氣爭戰。所以，你千萬不要從外面去看，我們這個人活在血氣

裡的時候，我們看什麽事情都是根據外面的。所以，有人為難我們，我們認為我們在爭戰中；

我們生病了，我們認為在爭戰中；網絡色情會吸引我們，我們認為在爭戰中。所以，我們都是

用看得見的去衡量，去瞭解自己在爭戰中的狀況。但是，我們卻忽略了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

戰，牠是無所不在的，它是一直持續地從來不放棄。撒但是從來不放棄的。而且，撒但是用各

樣的方法。而且，撒但是在牠最好的時機來得著我們。 

所以，我們在主的面前要小心，我們也不是憑著血氣爭戰。有時候我聽到有一些人在那裡

大聲禱告，我不是說大聲禱告不好，有時候喊的過頭了，好像越大聲越得勝 ─ 沒有的事情。

你不要以為你喊破喉嚨，喊的那麼勇敢，把弟兄姐妹都嚇跑了，仇敵一定跑 ─ 沒有的事情。

仇敵才知道我們幾斤幾兩呢。 

以前我聽過故事，當然我自己不在那個世代，我不知道。我自己老家是山東，有一段時間

鬧鬼鬧得很厲害。有兩三個特別有趕鬼恩賜的人被請去山東，在那邊被鬼附就馬上請他們去，

而且他們奉主的名趕鬼，那些鬼就一定出去的。有些人被鬼附到一個地步可以飄在空中的，甚

至牠可以羞辱傳道人，這些鬼附的情形到處都是。這兩個人就天天忙著到處跑。當然他們後來

也學乖了，他不光奉主的名叫牠出去，而且奉主的名不准你在進到任何人的地方去。因為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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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太聰明了，牠從這個人出來跑到另外一個人身上。 

聽說有一個弟兄有一個姊妹，他們兩個在神家裏面屬於非常非常地敬畏神的兩個人。當他

們到山東去服事的時候，聽說他們才到了那邊, 那邊風平浪靜，風平浪靜！他們自己在上海的

時候，教會有人被鬼附請他們去，他們說：“我對趕鬼沒興趣。”去請另外一個人，另外一個人

也就說，他說：“我不會趕鬼”。都是安靜的人，可是當他們真的進到山東去的時候，聽說山東

那一陣子安安靜靜的。這個屬靈的權柄被他們帶來了，因為我們不是跟屬血氣的爭戰。所以，

我們在 神的面前要知道：不是大喊大叫。那我也不是說叫你們以後不敢禱告，我們不是大喊

大叫的，我們是能力，屬靈的能力是對的。但是，因為我真的聽過一些人幾乎是喊破喉嚨地喊，

那是沒有必要的。 

在灣區有一個韓國牧師甚至喊到一個地步拿棍子打他的那個聖徒，結果把人家打死了，你

看他爲了趕鬼。那是二十多年前在奧克蘭（Oakland），就說：“鬼，我奉主的名叫你出來！”。

說著拿棍子打人家，結果把人家打死了。報紙上報導的很大的，大概有三十年了。 

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我也很喜歡大聲禱告，我年輕的時候更大聲，但弟兄姐妹關鍵不在

大聲小聲，關鍵在乎我們自己裏面屬靈的情形。所以，我們這種默默無聲的，其實很多時候已

經被吞吃了。 

c) 需要從國度和永恆的角度來看爭戰 

   第三個，「需要從國度和永恆的角度來看爭戰」。我爲什麽要講這個？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把

屬靈的爭戰弄得太個人化了。我碰到試探，世界在我身上有捆綁，我天天都集中在我自己的身

上……弟兄姐妹，從某一面來說這也不能算錯，因為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注重屬靈爭戰的話，

我們是不可能有大的得勝的，我們自己一定要面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知道屬靈

的爭戰， 神從來沒有留我們一個人去面對屬靈的爭戰。這是國度跟國度的事情，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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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國度跟光明的國度，撒但的權勢跟神的國，兩個國在爭戰。 

所以，當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自己在《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節也說：「 28

我若靠著 神的靈趕鬼，這就是 神的國臨到你們了。」所以，你知道嗎？當主耶穌在這裡

好像是一個事件（event），主把這個人身上的鬼趕出去了。但是，主卻讓我們看見：當我奉著 

神的靈趕鬼的時候，就是 神的國臨到，這就是爲什麽主耶穌教導我們：「願你的國降臨。」

（太 6:5）當我們在爭戰的時候，我們是用整個國度作我們的後盾，知道屬天的國度一定得勝

的。所以當保羅在那裡傳福音的時候，他在亞基帕王面前講，他說：「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

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 神。」（徒 26:18）整個撒但

黑暗的權勢跟光明的國，這兩個是不能對立的。光照到哪裡黑暗一定走的，所以，當 神的國

被帶下來的時候，撒但的國一定瓦解，一定失敗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爭戰不是憑自己，絕對不能憑自己。我聽到一位年長的弟兄講：賓路易

師母，她這麼深，她對神認識這麼深，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晚年病的時候，她在屬靈

的爭戰上她沒有活在身體的保護裏，她還是個人。當然這是老人家的看法，那直到她後來，她

裏面明白（realize）的時候，她在爭戰中，她請弟兄姐妹為她唱詩，為她禱告。中間受了很多

的苦，因為她一個人單獨去爭戰。這是很辛苦的事情，你單獨爭戰，幾乎是一定失敗的。你想

想看，我怎麼可能去應付整個撒但的權勢？所以，不能夠離開國，今天是兩個國度的對抗，而

基督是率領我們在爭戰，所以不要離開國。而且呢，他是一個永恆的角度來看，他不是只是爲

了我們眼前。 

所以，當我們講到國度和國度的時候，亞干犯罪，牽一髮動全身，整個以色列百姓失敗。

而當大衛得勝，把歌利亞打倒了，整個以色列得勝，被羞辱了四十天，在非利士人面前抬不起

頭來，根本沒辦法，但是大衛一個人上去藉著一個石頭就把歌利亞打倒了。弟兄姐妹，整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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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得勝。所以，都不是爲了個人，也都不只是暫時的，通通都是跟永恆發生關係的。 

d) 從得勝的地位出發－支取基督的得勝，經歷得勝、並且活出得勝 

    第四個，所有的爭戰我們是「從得勝的地位出發」。我們學習支取基督的得勝，經歷得勝，

並且活出得勝。這個點我希望大家都把它劃起來，爭戰絕對不是憑著自己一個人去面對，而且

爭戰的得勝不是自己去贏來的，是從得勝裏面出發的。基督已經講：“成了”，聖經上告訴我們，

《希伯來書》第二章說：「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

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來 2:14）。你就發現整個黑暗權勢的頭子，已經被基

督敗壞了。所以，基督藉著死，已經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所以，撒但已經是手下敗將了。所

以，我今天講說我們不能夠輕看屬靈的爭戰，但是也不要太高看仇敵，牠今天已是手下敗將，

牠今天在做困獸鬥，牠今天在做最後的掙扎，要拉更多的人跟著牠一起下到硫磺火湖，攔阻人

不叫人信耶穌。牠希望在牠走之前，能夠破壞更多 神的兒女們，攔阻 神的旨意和 神的祝福

在人身上的成就，這是撒但今天在這裡做的。所以，啟示錄也說到：「….因為魔鬼知道自己

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地下到你們那裡去了。」（啓 12:12b）牠在這裡破壞婦人所生的孩

子。講到今天這是仇敵在地上的工作，因為牠知道自己時候不多了。 

所以，我們要從基督的得勝出發，來學習怎麼樣支取基督的得勝，來經歷得勝，最後活出

得勝。所以，哥林多後書第二章第十四節，祂說：「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

我們能夠得勝，在基督裡誇勝。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也說：「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得勝。」（林前 15:57）所以，今天要得勝，只有一個地位就是在基督裡，離開基督

不可能得勝的。 

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什麽時候在基督裡，我們就一定得勝。不僅安全，而且一定得勝。所

以，「屬靈的爭戰是從得勝出發」。感謝 神！你們怎麼都不快樂呢？「屬靈的爭戰是從得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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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如果我們自己失敗了，是你自己跑出去了，我們離開了該有的地位。 

這個你可以從《舊約》的故事一樣看得出來。以色列人進迦南地打的第一場仗是什麽？耶

利哥，那耶利哥的這場仗， 神不僅僅不叫他們動刀動兵，而且在爭戰之前，他們做了一件很

特別的事。除了行割禮以外，有一件很特別的事，是什麽？守逾越節，吃逾越節的宴席。地上

沒有人打仗以前，先吃慶功宴的。但是 神的兒女們進迦南，這是一個很好的表號。就是在一

切屬靈的爭戰開始之前， 神叫他們先回到羔羊得勝的根基上，再吃逾越節的宴席，在仇敵面

前誇勝。這也是《詩篇》第二十三篇第五節說：「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宴席；」。整

個耶利哥城，高大的營壘擋在那邊，迦南地的人，那麼兇悍的迦南地人，但是 神的百姓根本

在那裡吃吃喝喝，還沒打仗就先吃喝，吃主喝主。這個叫作得勝，所有爭戰的勝敗的根基 —

第一件事情我們在這裡支取得勝。 

三、 屬靈爭戰得勝之路 

a) 穩踏羔羊救贖根基及基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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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屬靈爭戰得勝之路，我們在這裡講到，第一件事情就是：「穩踏羔羊救贖的根基及

基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腓立比書》第二章說到：「9所以 神將祂升爲至高，又賜給祂那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叫一切天上的……」（腓 2:9-10）今天我們都是地上的，對不對？

那天上的指誰？指撒但，也指眾天使。「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腓 2:10）

今天我們沒有人活在地底下，就是那些陰間的陰魂，所有在陰間的。「叫一切天上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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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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1）全都得俯伏敬拜。 

我覺得我們今天太小看了我們在主面前的得勝。 神把得勝的權柄給我們，我們就是認識

不夠，仇敵就是蒙蔽我們。牠怕我們靠主的名，怕我們用基督的寶血。你一用，牠就要逃。所

以，弟兄姊妹，你就曉得今天我們在主的面前多麼虧欠。 

撒但真的怕，我也跟你們講過見證，我們在洛杉磯（LA）曾經碰到一個被鬼附的，從中

國大陸出來，長得眉目清秀的，那個漂亮的女孩子，大家帶我們去，她被鬼附。你知道嗎？當

我們一奉耶穌名的時候，她整個人就抽筋抽起來，她低著頭，整個背後的脊椎骨都跳起來的。

叫她跟著（follow）我們講所有的話，她都願意，當我們叫她跟著我們講耶穌基督的時候，她

就是不肯開口。從來沒有來過教會的人，從來沒有聽過耶穌的人，你講什麽話叫她跟著你講，

獨獨講到耶穌的名，她不肯開口。她不開口，我們開呀，就奉耶穌的名叫牠出來。 

弟兄姊妹，你知道嗎？這是 神權柄給我們，不是根據我能不能，我信心的大小，而是這

個名本身就是能力（power）。所以，當他們在爭戰的時候，他們先吃羔羊的宴席。逾越節，他

們不是吃初熟節，不是吃住棚節任何的東西，是吃逾越節的宴席，這表示我們「踏在羔羊救贖

的根基上」。我們能夠得勝，能夠在仇敵面前站得住，是因為羔羊為我流血，我所有的

罪已經被赦免了，不然沒有一個人在仇敵面前站得住的。  

宋尚節博士在中國傳福音的時候，他在很多地方傳福音，有些前面帶詩的弟兄、傳道人，

底下有被鬼附的人，就說：你什麼時候犯什麽罪、什麽罪，就把你點出來，把你掀出來，這些

人根本不敢帶詩了。沒有一個人，不光 神追查罪孽，我們站不住，連撒但如果控告我們，我

們就站不住。今天我們能夠站得住，是因為羔羊的寶血。所以，你發現在《舊約》裏，他們蓋

會幕的時候，會幕的豎板放在什麽上面？銀鉚上面，銀子在《聖經》裏都講到救贖。任何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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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板跨在兩個銀鉚上面，兩個他連得。所以，這個銀鉚成為這些豎板能夠成為 神家棟樑的原

因，這些銀鉚能夠成為它們承受 神家責任的力量。這些豎板能夠讓它們成為 神家一切建造的

關鍵，因為沒有這個豎板起來， 神家底下的東西都不需要建造了。這個銀鉚成為這些豎板能

夠抗拒曠野風暴的力量，不然它怎麼站得住，曠野風沙一來，全部倒了。它爲什麽站得住，就

是因為底下有銀鉚成為它穩定的力量。 

弟兄姊妹，我們所有的爭戰，一方面是站在「羔羊救贖的根基」上，一方面是靠著

「耶穌基督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真的是要哈利路亞！所以，「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

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壹 3:8）有一個英文的翻譯，不光講到除滅，它說它撤銷（undo）,

我想我們用電腦的人都喜歡撤銷鍵（undo key），對不對？打了那麼多，我最討厭用 IPAD 寫筆

記（note）的原因就是：有的時候寫的這麼長，一不小心掉了的時候全掉了。我不曉得你們有

沒有任何方法幫我恢復（recover），用筆記本電腦（laptop）的話比較容易，用台式電腦（desktop）

都比較容易 ，有個撤銷鍵（undo key）。我用 IPAD 那個寫筆記（note）的時候，常常它一掉

了，哎呀，我這人寫字又慢，寫的手酸得要命，“蹦”一下就不見了，撤銷鍵（undo key）一按

的時候它全部回來。所以，仇敵所有在我們身上的破壞、傷害，主都能夠撤銷（undo）它，都

能夠把他恢復，把他修復過來。 

《希伯來書》第二章第十四節：「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

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剛才我們講過了。然後，《路加福音》第十

章第十九節，主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蝎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

沒有什麽能害你們。」看到了沒有？其實我們不應該是受害者的，我們應該是讓仇敵被我們

捆綁，被我們傷害的，可以勝過牠的。《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節：「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你們在地上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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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我有這個能力，而是 神給我的應許；不是因我有這個能力，而是基督超乎萬名之上

的名；不是我有這個資格，而是基督的寶血洗淨我所有的罪，讓我可以在仇敵面前坦然，可以

在聖潔、全能的 神面前坦然。 

b) 穿戴全副軍裝, 憑著堅固的信心抵擋牠 

「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彼前 5:8-9)/ (弗 6:11-13) 

第二個，要「穿戴全副軍裝, 憑著堅固的信心抵擋牠」，這一節聖經是我很喜歡的，《雅各

書》第四章第七節、八節，這兩節聖經都寶貴，你發現我們居然一個受造的人，一個屬血氣的

人，這麼能力有限的人，我們可以影響 神，我們可以影響撒但。《雅各書》第四章第七節說：

「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弟兄姊妹，這節經文是不是應該常用，對不對？是仇敵怕我們，而且牠是滾著、爬著逃跑

的，牠不是只好走了，牠是逃跑的。這是 神給我們的權柄，你發現我們很少用。「務要抵擋

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第八節是：「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

你們。」（雅 4：8）你發現我們這個人居然可以有這樣大的特權。 

要不要勝過仇敵，在於自己的揀選；跟 神要有多親近，在於自己的揀選。《雅各書》第四

章第七節、第八節擺在我們的面前：「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今天

魔鬼在我們身上轄制我們、傷害我們、破壞我們、攻擊我們，是因為我們不肯抵擋牠。今天我

們覺得跟 神很遙遠是因為我們不肯親近 神，那個渴慕（desire）不夠。「你們親近 神， 神

就必親近你們。」（雅 4：8） 

在這裡講到要「穿全副的軍裝」，《彼得前書》第五章第八到九節，祂也是講到：「8 務要

謹守、儆醒，因爲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牠，因爲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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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所書》第六章第十一節到十三節：「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所以，三節《聖經》都講到「抵擋」。不要讓牠、任憑牠（Don’t let go），要起來抵擋。靠著主

的名、靠著主的恩典來抵擋。這三節都講到「抵擋」。所以我們反過來，我們常常都很怕鬼，

特別姊妹們。講到鬼就害怕，但是其實我們應該反過來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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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講到：「倚靠聖靈的大能」。這一節的《聖經》我很快地念一下，《哥林多後書》第

十章第三到五節：「3 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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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我們記得，「不憑著血氣爭戰」，然後是「靠著 神的能力」。在這裡《以賽亞書》

第十一章也講到： 神的靈是一個能力的靈。所以，我們今天的爭戰不是憑著自己。「 神能照

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 3:20）

我沒有時間多講，這節的《聖經》至少提到，當我們這樣靠著 神的能力的時候，至少有三件

事情。 

第一個：可以攻破所有堅固的營壘。仇敵任何的營壘，牠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 神

的那些自高之事全部可以攻破。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可以把人的心意都給奪回。不光仇敵被攻破了，你看被擄的人讓他可以回來。很

多的時候你把仇敵的詭計好像破壞了，但是人不肯回來。這裡說可以把人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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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使他更進一步地可以歸回、順服基督。所以這是我們在禱告中要支取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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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四個，「要保守自己不犯罪，不可給魔鬼留地步」。我剛剛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就已經

講了。犯罪是撒但第一個的方法。犯罪、罪，讓我們在所有的爭戰面前我們失去力量。史百克

弟兄說：“罪是仇敵的基地（ground）。仇敵在我們身上紮營，設立根據地，任何罪在

你的身上就是仇敵的基地。哪怕它只有一粒渣子，它早晚回來（come back）。” 

所以，就像癌症一樣，你只要留下一點點，它早晚回來，而且它第二次回來的時候帶來的

傷害和破壞，那是更嚴重的。所以，爲什麽保羅勸我們：「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 4:27）。

哎呀，真的算我求求弟兄姊妹，我們太多的破口給仇敵留地步，而任何的破口都可能成爲我們

這個人被打倒的原因，千萬不要小看仇敵的詭計。《哥林多前書》第十章告訴我們：「自己以

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林前 10:12）當我們自己以爲自己站立得穩的時候，

反而要更加地小心。就在我們驕傲，就在我們自己以爲站得住的點，可能有一天就是我們栽跟

頭、被仇敵攻擊的地方。 

《約翰壹書》第五章第十八節說：「我們知道凡從 神生的，必不犯罪，……」。當你跟 

神的關係是對了的時候，你不可能犯罪的。「從 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

他。」（約壹 5：18）。你看多好，所以當我們真正跟罪切斷（cut off），從罪惡裏面出來，罪惡

裏面悔改，不給魔鬼留地步的時候，你知道惡者沒有辦法害我們，至少這個罪惡離開我們。《以

弗所書》第四章第二十七節：「不可給魔鬼留地步。」、「不要叫 神的聖靈擔憂」（弗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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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絕對不可單獨，要活在身體的保護中 

最後講到：「不可以單獨，要活在身體的保護中」。我想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你一根

筷子一折就斷掉了，十根筷子在一起就不容易。我們教會有這麽多人，擺在一起，如果都同心，

都一起來面對仇敵，那真是不容易折斷的。一個炭火，一堆的炭，你把中間最紅的炭火拿出來

試試看。就好像在一堆弟兄姊妹裡，你把一個最愛主的人拿出來放到一邊去，久了，他也會失

去力量了。你把一個再濕的炭火放到一堆熊熊烈火的炭火裏面，它早晚會熱，它早晚會燒起來，

這說到需要活在身體裏，我們不可以離開的。 

我們昨天吃飯的時候，德雄說：禮拜五他們小組聚會，有人帶蜜餞來，他最近血糖太高了，

所以不准吃甜的。他拿到一顆，旁邊就有好幾個姊妹就喊 “德雄！”。這叫作「保護」，對不對？

不然的話，就吃下去了。沒有啦，他毅力真的很強，從他血糖發現高以後，他再也不喝可樂（coke）

了，我失去了一個同伴。弟兄姊妹，你發現同伴是一個「保護」。你不小心，你一個人，你很

容易被仇敵擄去，我們需要活在身體的裏。 

所以，今天這篇的信息，希望弟兄姊妹，我們能夠在主的面前，很儆醒地聼。我實在沒想

到時間過這麽快，我也沒有空去講了。很多的時候，仇敵的詭計來，都是用一種我們很容易接

受的方式。牠會跟你講出很多的美言，牠會淡化這件事情的結果。你發現爲什麽年輕的孩子這

麽容易犯罪？爲什麽在學校會被人家騙一騙就去吸毒，就去喝酒？我們聽到這些青年人現在在

學校的情形都很痛心，同儕壓力（peer pressure）因爲大家都在這裡淡化這件事情：“你嘗一口

沒關係，不然你的人生裏，你根本都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那很多東西是不能嘗的。 

    他們告訴我們，那種很多毒藥，它做得比這種礦泉水還要清泉，看起來還好喝，但是你不

能說，我嘗一口發現是毒藥，再不喝。那個一嘗下去，你就完的了。很多東西是根本不能碰的！

但是，你發現當仇敵要來接觸我們的時候，牠永遠淡化這些後果（consequence）。我爲什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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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交女朋友？每一個人都有。但是他們卻忽略了，他們在這個年紀沒有克制自己情慾或是試探

的能力，就在這個時候很多人就出事情了。所以仇敵會淡化事情的結果，等到你進入錯誤的時

候，牠就幫助你來找理由、找借口（excuse），讓你妥協（compromise）,讓你來辯解（justify）

你的行爲（behavior）。你會說：“這有什麽呢？別人不也這樣子嗎？哎呀，我只是做一做，過

一下就好了。” 牠是讓你淡化，讓你去辯解。等到你真失敗的時候，牠是第一個會來控告你，

控告到讓你在主的面前灰心、放棄、不敢回來、不敢回到 神家了。這是仇敵一直做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這場屬靈的爭戰，我再説：不是個人的，真的，我們彼此都需要彼此。

我每次聽到來到教會裏，聽到弟兄們禱告，看見弟兄姊妹的愛主，看到同工們在辦公室的認真，

我自己裏面都很受激勵。因爲覺得是在一個身體的裏， 神沒有叫我們孤單地來面對。更何況，

主親自在這裡率領我們爭戰。 

我們有個禱告，在我禱告之前，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很真心地在主面前問自己一個問

題 — 到底我現在是不是在撒但的手下？到底在我裏面有沒有什麽隱藏的罪，捨不得放下的？

我不肯被帶到聖靈的光中，勇敢的去面對它。在我裏面有沒有給仇敵留下了任何的餘地？而我

接受仇敵的謊言，我去為自己辯解，去包容它、容讓它。今天，我到底是不是太輕忽了撒但的

存在？每天，一天過一天，活得好像沒有仇敵存在一樣？我是不是常常失敗？太不認識了基督

的得勝，太不認識寳血的能力，太不認識知道如何來依靠聖靈？我是不是最近很單獨？有點不

想來教會？ 

所有的這些情形，通通都可能給我們帶到一個更可怕的結果，因爲仇敵的工作從來不會止

息的。牠只會加增，不會減少。祂永遠都是嚴肅的，屬靈的爭戰是不勝則敗。今天如果我們沒

有活在得勝中，我們已經在失敗中了。屬靈的爭戰是 24 小時 7 天（twenty-four seven），一直

在持續的，而我們居然是與空中執政掌權者的惡魔爭戰。也讓我們都在主的面前照著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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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謹守、儆醒，不讓仇敵吞吃我們，不讓撒但乘機勝過我們，因爲我們並非不曉得牠的詭計。 

禱告： 

主耶穌，我們把我們衆人都交在祢的手裏，赦免我們所有的過犯，赦免我們對仇敵的輕看，

赦免我們對祢的信心、對祢所賜給我們的權柄和得勝的地位，我們這麽輕看。主啊，來幫助我

們，來更新我們。讓我們都剛強起來，不是我們自己可以得勝，我們早就已經被祢放在得勝的

地位上。讓我們真的知道，如何從基督的得勝裏出發，我們來支取得勝、來經歷得勝，以至於

我們真是活出得勝的生活。祝福祢的教會，「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

道。」（啟 12:11）。但願我們衆人都一起同心起來高舉基督，也一同高舉基督的得勝。謝謝主！

聼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