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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的功課 

 

我需要知道什麼有關屬靈爭戰的事情呢？ 

 
 

 

備註：不要進入第十章直到你完成所有下面的功課，完成後請打勾： 

 

 

_____ 研讀並完成第九章的所有教材 

 

_____ 和帶領你的人討論第九章所有問題的答案 

 

_____ 背誦路加福音 10:19 和約翰一書 4:4 給帶領你的人聽 

 

_____ 複習上幾個星期所背的經文及新舊約中所有的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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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我需要知道什麼有關屬靈爭戰的事情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介紹 

 

屬靈爭戰並不容易看見，但是它是真實的。介於神與撒旦間的爭戰一直持續著，且影響到世界上

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與非基督徒。 

 

在撒旦墮落前，他是一位非常美，有能力的天使，並且是神的守護者(以西結書 28:12-17)。在他墮

落後，他變成為神與屬神的人的敵人。有關他對神的反抗，請讀以賽亞書 14:12-15，並將經文中

撒旦五次說‖我要‖劃出來。 

 

撒旦的反抗是因為罪性的驕傲(提摩太前書 3:6 及以西結書 28:12-19)，他想要榮耀自己而非神，因

為如此，他被懲罰離開天界，他在離開時並同時帶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啟示錄 12:4)。 

 

1)他的名字描述他是怎樣的人，他的名字有： 

 

a. 撒旦(希伯來字意思是‖對手‖或‖敵人‖，馬太福音 4:10) 

b. 破壞者(啟示錄 9:11) 

c. 試探者(馬太福音 4:3 及帖撒羅尼迦前書 3:5) 

d. 控告弟兄者(啟示錄 12:10) 

e. 欺騙者(啟示錄 12:9;20:3) 

f. 謊言之父(約翰福音 8:44) 

g. 假冒為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後書 11:14) 

h. 世界的王(約翰福音 12:31) 

i. 魔鬼(在這裡是指‖譭謗者‖；馬太福音 4:1) 

2)撒旦如何做？ 

a. 試探(哥林多後書 11:3) 

        記經文 路加福音 10:19 

             和約翰一書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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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偷竊、殺害、和毀壞(約翰福音 10:10) 

c. 攪擾人聽聞福音(馬太福音 13:19) 

d. 控告信徒(啟示錄 12:10) 

e. 阻擋宣教士(帖撒羅尼迦前書 2:18) 

f. 讓基督徒受迫害(啟示錄 2:10) 

g. 蒙蔽不信人的心眼(哥林多後書 4:4)並將道從他們心裡奪去(路加福音 8:12) 

 

 

撒旦如何影響基督徒？ 

 

因為基督徒不能被撒旦附身(在本章後面會討論到撒旦附身)，他們只能夠被撒旦所影響及試探。

撒旦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讓基督徒在諸多方面不順服神。 

 

撒旦動工的一大方面就是要防止基督徒在他們生活中讀經及禱告，假如撒旦可以禁止一個基督徒

來花時間與神相處，不讀聖經也不禱告，他就可以讓他們生命中沒有能力，因此他們的生命就會

面臨真實的屬靈爭戰。撒旦的工作對我們而言通常都不明顯，他可能會讓你忙於其他‖重要‖的事

情而沒有時間禱告，或是讓你相信你太累了而且禱告不是一定需要的。撒旦如何讓你沒有禱告及

讀聖經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撒旦也持續的嘗試讓基督徒在他們的行為上犯罪，他嘗試讓我們在許多方面犯罪，比如說偷竊、

說謊、擔憂、姦淫、講八卦等。對你而言哪方面的試探是困難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了讓我們在行為上犯罪，撒旦也讓我們在態度上犯罪。他試著讓我們專注於會讓我們苦毒、沮

喪、憤怒或是不可饒恕的事情上，他嘗試讓我們不去思考值得感恩及喜樂的事。撒旦如何讓你在

態度上犯罪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讀哥林多前書 10:13，對於我們所面臨的每一個試探，什麼是真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你被試探時，誰會幫助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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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總是會將試探拿開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你受試探時，神如何幫助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基督徒而言，能知道神會幫助他們抵擋試探，並‖開一條出路‖是一大安慰，聖經告訴我們四種

不同‖開出路‖的方法來處理試探： 

 

1. 知道經文的真理 

戰勝撒旦試探及謊言最佳的方式就是去知道及背誦經文。這是耶穌在曠野中抵擋撒旦試探的處

理方式，每當撒旦試探耶穌時，耶穌的回應總是說‖經上如此寫著說…‖，‖經上如此寫著

說…‖，耶穌用經文來戰勝魔鬼。 

 

 

 

為了要能夠有效的來面對屬靈爭戰，我們必須要了解聖經。一個不是很透徹了解聖經的人並不

是已經預備好自己來面對屬靈爭戰的人。認識經文非常重要因為撒旦的謊言無法與經文的真理

相抗衡，比如說，假如撒旦嘗試要一位初信者懷疑他自己是否真的得救，對那位初信者最佳的

方式就是背一段清楚說任何人只要接受耶穌基督就有永生的經文，宣告像約翰福音 5:24 的經

文可以戰勝撒旦試圖帶來懷疑、沮喪及罪的謊言。 

 

2. 維持固定的靈修生活 

當一個基督徒有好的、固定的靈修生活，他就較不容易掉入撒旦的試探中。你越愛神，你就越

清楚他的同在及願意順服於他，也就越容易抵擋試探。雅各書 4:7 提到‖故此，你們要順服

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離開你們逃跑了。‖當你順服於神，你就可以抵擋魔鬼並使魔鬼逃

跑。 

 

3. 禱告求能力來抵擋試探 

在你受試探的當下，很重要的就是要禱告求神給你勝過試探的勝利。路加福音 22:40 耶穌告訴

他的門徒‖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當我們禱告時，神會給我們能力來抵擋試探。在帖撒

羅尼迦後書 3:3‖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 

 

4. 遠離試探 

有時戰勝試探的最好方法就是遠離它—遠離試探的源頭，這對於情慾的試探是特別的真實。在

創世紀 39 章中約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波提乏的妻子要勾引他時，約瑟是坐在她旁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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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求神幫助他抵擋試探嗎？沒有！他立刻跑開！哥林多前書 6:18 告訴我們要逃避淫行，逃

避淫行的意思就是要非常小心，不要讓自己在可能犯情慾罪的處境下。但是假如你發現自己不

預期的在一個你可能會犯罪的處境裡，盡速的離開。 

 

當撒旦嘗試讓你不去讀聖經或是禱告時，你用什麼方法抵擋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撒旦試探你讓你去做不好的事情時，你用什麼方法抵擋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撒旦試探你讓你有不好的態度時，你用什麼方法抵擋它？(想一個你在掙扎及如何克服的例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鬼附是指什麼？ 

―被鬼附‖這一詞是描述當撒旦或是魔鬼進入一個人，並掌控他的生命。 

 

被鬼附的情形是如何？ 

A. 暴力的例子 

     被鬼附可能是很明顯且有暴力傾向的，請描述在以下經文人們看到的情形： 

 

 馬可福音 5:1-2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馬可福音 1:2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馬可福音 9:2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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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8: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不暴力的例子 

 被鬼附也有可能看起來非常世故及不暴力。在路加福音 22:3 及約翰福音 13:27 中提到‖撒旦

進入猶大‖，猶大是在一個領袖的位置並且負責門徒裡管財務的職位，但是就外在而言，完全看不

出來撒旦已經進入到猶大心裡，撒旦並沒有用激烈或是明顯的方式進入到猶大心中。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使徒行傳 16:16-18，一個使女被污鬼所附。雖然她被鬼附，但是外在並

不明顯—實際上，她還遵循門徒所說的‖這些人是至高神的門徒，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很重要

我們必須要知道撒旦有時會裝做非常無辜及沒有傷害性，或是‖光明的天使‖(就如一些假宗教所提

美麗的事)。 

 

當我們面對被鬼附的人時，我們應該怎麼辦？ 

讀以弗所書 6:12，我們對抗撒旦的武器就是屬靈的武器。一如我們先前提的，我們對抗撒旦最重

要的武器之一就是神的話(以弗所書 6:17)，所以非常重要你必須要記經文並且用經文來對抗魔

鬼，就像耶穌在馬太福音 4:1-10 所行的一樣。了解及背誦經文是單一且最重要的事，讓你在面對

撒旦的試探及攻擊時可以自我防衛。你在背經文這方面做的怎麼樣？你有沒有固定記新的經文的

習慣，並複習你以前記過的經文呢？ 

 

除了要知道經文外，以下還有一些面對魔鬼時所需要記得的事： 

1)知道你所被給予的權柄 

請讀路加福音 10:17-20，基督徒有被給予什麼樣的權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讀使徒行傳 8:6-8 及 16:18，驅趕魔鬼的能力與屬靈恩賜並沒有相關，而是與信徒在基督裡的地

位及勝過黑暗權勢的權柄(以弗所書 1:19-20 及 2:4-6)。在十架上，耶穌‖將一切執政、掌權的擄

來‖(歌羅西書 2:15)意思是表示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可以戰勝撒旦魔鬼。 

 

我們有戰勝撒旦權柄的例子可以在警察叫卡車司機停車的例子裡看到。卡車有很大的權利，但是

警察卻有權柄告訴他停車，而且卡車司機必須遵守；同樣的，撒但是有勢力的一方，但是奉主耶

穌的名，我們有權柄勝過他(路加福音 10:19)。 

 

2)不要害怕 

請讀提摩太後書 1:7，神給我們怎樣的心，而沒有將怎樣的心給我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讀約翰一書 4:4，這經文告訴我們有關於神的能力及撒但能力的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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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神沒有給我們膽怯的心，也因為神的應許是那在我裡面的比撒旦為大，我們不應懼怕撒旦或

魔鬼。 

 

3)穿戴起神的軍裝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對於撒旦的技倆可以有所保護—―神的軍裝‖，請讀以弗所書 6:10-18 並回答以

下的問題： 

我們的掙扎是對誰？又不對誰呢？(第 12 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的軍裝給我們怎樣的能力去做事？(第 11,13 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面是神軍裝的不同部分，及他們可以保護我們的地方： 

真理的帶子  抵擋撒旦的謊言 

 公義的護心鏡 抵擋撒旦的污穢 

 平安福音的鞋 抵擋世界上撒旦的欺騙 

 信心的盾牌  抵擋撒旦的火箭 

 救恩的頭盔  抵擋撒旦的假信仰 

 神話語的寶劍 抵擋撒旦的假啟示 

 

記住在面臨屬靈爭戰時，要用神的全副軍裝：講真理、宣稱神的公義及平安的福音、堅守你對神

的信心、站在你救恩的知識上、用神話語的寶劍來戰勝一切。 

 

4)兩個人通常比一個人好 

當面對撒旦/魔鬼，最好與另外一個基督徒一同去而不要獨自面對。在路加福音第 10 章，耶穌派

他的門徒兩兩出去，如此他們可以彼此支持、鼓勵及為對方負責。傳道書 4:9-10 說到‖兩人總比

一個人好，因為兩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5)禁食禱告 

請讀馬可福音 9:28-29，這對經文說什麼是必須的才可以來面對魔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些人說我們要‖快吃但是慢禁食！‖我們應該帶著禱告的心考慮花時間來禁食！ 

 

6)要謙卑 

記住屬靈爭戰的重要要素之一就是謙卑，謙卑是撒旦所沒有的東西，缺少謙卑(驕傲)就是撒旦沉

淪的原因。我們的謙卑正是撒旦驕傲的反面，我們必須時時記在心裡，我們有勝過撒旦的能力



 83 

與權柄並非是我們做了什麼事，或是我們有什麼好的地方，而是單單因為神的能力。在所有的

事上，我們必須先尋求來榮耀神及謙卑自己。 

你在哪一方面有自我驕傲的罪惡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魔鬼被趕出來時你當如何做？ 

假如你有趕過魔鬼離開一個人的經驗，很重要的事是你應當立刻將福音告訴那個人，並給他機會

來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他的救主他的神。 

請讀馬太福音 12:43-45，為什麼當一個人的鬼被趕出時，給他機會來接受耶穌是很重要的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可以從這節經文中看出，除非耶穌在這個人的生命中，要不然魔鬼可能再一次進入他心裡，而

且有可能這個人的景況會比以前更糟糕。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要將耶穌基督的福音清楚的呈現給

他，讓他有機會成為一位基督徒。 

一個基督徒有可能被鬼附身嗎？ 

聖經告訴我們說假如這個人是基督徒，他就不能被魔鬼所附，因為哥林多前書 6:19-20 說到基督徒

是聖靈的殿，撒旦或魔鬼是不可能住在聖靈的殿中的。此外，許多經文也教導我們神會保護他的

子民，請查以下的經文並寫下有關於神的保守的部分。 

歌羅西書 1: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徒行傳 26:1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約翰福音 17: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帖撒羅尼迦後書 3: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約翰一書 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約翰一書 5:1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靈修思考：你有否經歷撒旦的‖TLC‖？首先，他試探(Tempts)你，然後他對你說謊(Lies)‖假如你如

此做，你就會更快樂及滿足。‖最後，在你犯罪之後，他又控告(Condemns)你(請看啟示錄 12:10)

說‖你聲稱自己是一個基督徒嗎？‖討論你在這些方面的經驗。羅馬書 8:1 如何回應撒旦的控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