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 is our example 

“Hu hadugma sheli”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神要我们向他祷告。
神要住在我们里面。
神是有恩典有怜悯。
我们赞美我们的神。



属灵争战
以弗所书 6:10-20



以弗所书6:10-20

6:10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著主，倚赖他的大能大
力作刚强的人。

6:11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
战。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以弗所书6:10-20

6:14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
心镜遮胸，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
火箭；

6: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著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以弗所书6:10-20

6:18  靠著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6:19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
音的奥秘，

6:20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
照著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一，属灵争战的起始和终结（弗6:10-12）

6:11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希腊文
diabolos）的诡计。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谁是“魔鬼”呢？

属灵气的恶魔：spiritual wickedness



撒旦：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 satan，意思是敌对者、控告者、仇敌。在旧约
出现27次，有8次是敌对者

列王记上 5:4  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
（satan），没有灾祸。

希伯来文Hasatan: 撒旦，18次

约伯记 1:6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
（Hasatan）也来在其中。 7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那
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撒旦和魔鬼

希腊文satanas来自希伯来文satan，在新约出现36次

马太福音 4:8  魔鬼(ho diabolos)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
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4:9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4:10  耶稣说：「撒但(satanas)，退去吧！因为经上记著
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

4:11  於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魔鬼就是撒旦，是世界的王。



属灵争战的起始和终结

在伊甸园，蛇（撒旦）引诱人犯罪。（创世纪 3 章）

撒旦激动神降灾祸与约伯。（约伯记1-2章）

撒旦试探耶稣（福音书）

撒旦的结局是灭亡（启示录20章）

光明与黑暗的争战



撒旦的结局乃是灭亡

启示录 20:10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
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
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撒旦与人为敌

彼得前书 5:8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撒旦是信徒的仇敌。

撒旦的权势表现在人行撒旦所喜悦的事情，就如夏
娃一样。



二，信徒面对的属灵争战

6:11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争战的原文pale：摔跤。

雅各和天使摔跤。

属灵争战是看不见的争战。



属灵争战

6:11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我们争战的对象不是人、群体、国家。

我们争战的对象是背后的属灵权势。



撒旦的权势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principalities)、掌权的 (powers)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rulers of the darkness of this world)，以及天空属灵气
的恶魔争战 (spiritual wickedness in high)。

撒旦有许多同党。

撒旦在现今世界掌权。



现今社会的属灵争战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principalities)、掌权的 (powers)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rulers of the darkness of this world)，以及天空属灵气
的恶魔争战 (spiritual wickedness in high)。

社会道德的堕落（谎言欺骗）

偶像崇拜（使人远离神）

各样的试探（使人犯罪）

老我：自私、骄傲、贪婪、怒气等等。





三，依靠神争战得胜（弗6:13-18）

以弗所书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
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拿起”：我们要预备打仗。

全副军装：打仗不是只有一把剑而已。

“神的全副军装”（whole armor of God）：不是自己
制造出来的，乃是从神而来。







以弗所书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全副军装

6:14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
作护心镜遮胸，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
切的火箭；

6: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著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
道；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1, 神的真理

6:14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
心镜遮胸，

腰带：绑住衣服和宝剑，是预备，支持和保护。

真理/诚实：真理（神）相对于谎言（魔鬼），明白神的
真理是争战得胜的起点。

如何用真理争战？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真理，
才有分辨能力，才能抵挡试探，才能按着真理而行。



2, 神的公义（righteousness）

6:14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
护心镜遮胸，

护心镜：保护重要的器官，心脏和胸腔。

公义：神是公义的，有罪必罚，好行为得奖赏。我们敬
畏神，远离恶事，必能得到神的保护。

如何用公义争战？就是我们的言语、行为、生活、思想
圣洁，敬畏神，远离恶事，远离一切的罪和试探。



3, 平安的福音（ gospel of peace ）

以弗所书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
脚上。

鞋：打仗需要好的鞋，才能进入战场，也不会滑倒。

平安的福音：“与神和好”的福音，福音所到之处，撒
旦的权势就退去。

如何使用平安的福音？像鞋一样穿在脚上，人走到那
里，福音也到那里，随时随地传福音。



以弗所书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
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以弗所书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
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4, 神的信实（faithfulness）

以弗所书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
恶者一切的火箭；

希腊文pistis（信德）：可以翻译为信心（faith），也
可以翻译为信实（faithfulness）

如何以神的信实争战？神是信实的，我们要相信神所应
许必然成就，相信依靠神必能帮助我们抵挡一切的攻击。



5, 神的救恩

以弗所书 6: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著圣灵的宝剑，就
是神的道； 18  靠著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
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头盔：保护人的头部，保护思想。

救恩：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已经死里复活
胜过死亡，知道神已经拯救我们，我们也会死里复活与
基督同在，就能抵挡仇敌的攻击。

如何使用救恩？遇到任何属灵的攻击都可以回到救恩
之中。



6, 圣灵

以弗所书 6: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著圣灵的宝剑，就
是神的道； 18  靠著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
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宝剑：用以打仗，就是神的道（话语）。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

如何用神的话语争战？以神的话语充满我们。

诗篇 119:11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119:9  少年人用什麽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祷告

6: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著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18  靠著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如何靠着圣灵争战？靠着圣灵祷告， “随时”祷告，“多
方”祷告，“警醒不倦”祷告，才能在争战中得胜。



真实的属灵争战

真正的属灵争战是拒绝世界上的试探、诱惑、谎言，而
真实地倚靠神。

偶尔我们会遇到邪灵，或被鬼附的人，靠着祷告和禁食，
宣告神的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邪灵。

属灵争战不是把骄傲、贪婪、私欲、怒气、自私这些看
作邪灵赶出去。这些是人的罪性，需要一生来争战。



总结

圣经中对魔鬼的描述是零零散散的，原因是圣经的
中心是神自己。

人仍然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
对罪说不，但是却做不到。

基督徒需要知道魔鬼的存在，这世界是在魔鬼的掌
控之下，但是不要惧怕，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只
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着神，可以争战得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