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復耶穌基督見證的路

不與屬血氣的爭戰(二)

康登

弟兄姊妹們下午好，我們能夠在這裡一同接受神給我們的話，實在

是非常美好。我的兄弟王弟兄早上講了，他講的跟我所講的是同一段經文。

我是講保羅的見證，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我們的弟兄講到當守的道

我守住了。我們下午講到要打這美好的仗，我們要曉得仇敵的詭計，今天

下午我們從很熟悉的以弗所書裡面講到屬靈爭戰這一段話來開始。

經文

以弗所書第六章從第十節開始：「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

倚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

鬼的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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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爭戰』原文都作『摔

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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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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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又

拿著信德當作藤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

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

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我們再翻到保羅的見證，提摩太後書第二章一到七節：「我兒啊，你

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

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

兵。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人若在場

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我所說的

話你要思想，因為凡事主必給你聰明。」再到同一章二十二節：「你要逃避

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我們有一

點的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祢，我們奉主的名可以來到祢的跟前，這實在是滿

有大能的名字。祢在基督裡把一切的豐富都給了我們，也包括我們打這美

好仗所需要的全副軍裝。今天下午我們求祢叫我們能夠有耳朵聽到聖靈對

我們說的話，我們實在相信在這裡每一顆心都願意打這美好的仗，守住當

守的道，來跑盡應跑的路。當講到這些事的時候我們需要倚靠祢自己的生

命，得著祢自己大能膀臂的幫助。我們下午求祢這樣的幫助我們，我們謝

謝祢如此的顧念幫助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傳遞見證的火炬，打美好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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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看到在提摩太後書二章裡講到，保羅知道他去見主的日子

近了，保羅所作的乃是把見證的火炬傳給他年輕的兒子提摩太。在前面這

一段話的裡面好像有人說是三種的講說，其實我看到是有四個講說，他這

裡講到當兵的，講到農夫，在場上競賽的。有人告訴我們第二節裡面也提

到跑馬拉松長跑。在古時候馬拉松賽跑是把火炬一個一個的接力給前面三

個人，所以第二節可以說那裡有四個人來傳遞火炬。他說你們在許多見證

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這是使徒保羅，他是忠心的持著見證的火炬，他

說提摩太你要接過這個火炬，要交託那忠心的人，拿著這個見證的火炬交

給有忠心的人，也叫他們能夠去教導別人。所以我們在這裡有一個美麗的

圖畫，保羅在這裡把見證的火炬傳給年輕的提摩太，藉著神的恩典這個見

證的火炬一代一代的傳給有忠心的人。

現在提摩太長大了，他從使徒保羅得了許多的幫助。在第二章第一節

裡面，他說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這裡說你要叫你自己堅強

起來藉著耶穌基督的恩典，你能夠成為這個高貴的戰勝者，所有你需要的

力量已經給了你，你需要使用這個恩典，你要相信這個恩典，藉著信來抓

住這個恩典，不然我們怎麼能打這美好的仗？上次我們特別講到這美好的

仗是稱為高貴的仗，因為我們是給呼召出來叫仇敵成為我們的腳凳，當我

們進入這場高貴的仗的時候，我們的生命在其中也被成全；當我們打這場

高貴的仗的時候，耶穌基督的性情、祂的尊貴的生命成分會組織在我們的

裡面，我們是靠著主的生命打這場仗。

請聽這裡所講的高貴的仗，第三第四節：「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

基督耶穌的精兵。」這是對我們的呼召，「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

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我們是被萬王之王主耶穌基督徵來的兵，我們

是祂的精兵，我們要作祂要我們作的事。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有許多的事

情，但是我們不受這些東西的影響，我們要把這些事情看為次要，為了是

能夠忠心的事奉，所以我們打這高貴的仗。在以弗所書第六章那裡說我們

在這裡爭戰，這裡是一幅個人爭戰的圖畫。如果我們個人沒有打這美好的

仗，我們就不能夠打這場團體屬靈的爭戰。你看到摔跤的場面不是十個人

一起摔，是一個對一個的。提摩太他一定要忠心，他是被命定要作兒子的，

所以他要在這場爭戰上他要出場摔跤。

在光中打這美好的仗

昨天我們是特別講到要面對仇敵的詭計在那裡爭戰、摔跤，一開始我

們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打贏的仗。在創世記裡面告訴我們撒但、這個蛇比田

中一切的更狡猾，我們實在不能夠知道仇敵是多麼的狡猾。在人類的歷史

裡面多少次一直在迷惑在欺騙，牠在黑暗底下掌權，在我們心中黑暗的地

方，牠在那裡迷惑我們，我們怎麼能夠打這一場美好的仗？只有一條路，

在光中，仇敵在光中沒有能力。所以我們又記得在約翰一書第一章裡面那

美好的經文：「神就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我們記得當主耶穌在地上

的時候黑暗就消失，仇敵要逃到角落裡去，神就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

如果我們說我們是沒有罪的，我們在那裡欺騙我們自己，真理就不

在我們心裡了。這是我們的得勝，如果我們在光中行，這實在是多麼的美

好。神的兒女們我們可以行在光中，我們行在光中，好像祂在光中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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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就在光中與我們同行，我們就能夠彼此的相交，這是教會的生活。

在光中彼此相交，教會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們在光中相交。你知道

當我們在光中交通的時候有事情發生，罪惡就給顯露了，欺騙給顯明出來，

然後我們要作甚麼呢？如果「我們認我們的罪，祂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這是我們的生命。如果我們行

在光中，就不會受迷惑，因為在光中，仇敵跟黑暗就不能存在。我們需要

在光中彼此的交通。我們要提醒我們的弟兄，你現在要進入黑暗中了，如

果我們認我們的罪，祂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因為祂是我們的中保，對我們

罪人來講，祂是那施恩憐憫的那一位，所以我們可以活在耶穌基督的義的

底下。迷惑、欺騙只能夠在黑暗的地方才存在，你要打這美好的仗嗎？活在

光中，讓主的話成為你的光，仇敵就不能夠影響你。所以我們已講到受騙

受迷惑。

站立在救恩的磐石上，打這美好的仗

我們再講仇敵其他的一些的計謀，控告、試探、各樣陰謀的試驗。我們

可從大衛的生平裡面看，有兩個情況，他是這樣一個戰士，我們要看怎麼

樣來面對仇敵這些的詭計。首先，站立在救恩的磐石上。我們如何在這屬靈

的爭戰上能夠得勝？要站立，從以弗所第六章可以看到這一點。你知道大

衛的故事，當他年輕的時候他是個牧羊的孩子。當他年幼的時候他找到一

些山洞，那成為他的藏身之處。

我們翻到詩篇第十八篇，我們都知道大衛講了許多講到救恩的磐石。

這裡不是講一塊小石頭，這裡講到是一個大的山洞。在詩篇十八篇裡他說：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祢！」第一節。「耶和華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祂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

角，是我的高臺。」第三節：「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我必從仇敵

手中被救出來。」我們再翻開詩篇第六十二篇，第一第二節：「我的心默默

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祂而來。惟獨祂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祂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很動搖。」詩篇六十一篇第二節：「我心裡發昏的時

候，我要從地極求告祢。求祢領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為祢作過我的避

難所，作過我的堅固台，脫離仇敵。我要永遠住在你的帳幕裡，我要投靠

在祢翅膀下的隱密處。」

在伯利恆的西部有許多這種的山洞，所以當大衛年輕作牧童的時候，

他找到這許多的山洞。但當他長大以後，掃羅被邪靈霸佔，在那裡追殺大

衛，大衛就逃到這些山洞裡面，他就在山洞裡面隱藏起來。然後他的家人

來到他那裡，其他的人也跑到這些山洞裡面來。這就成為他的避難所，在

那個地方也是大衛看到神是他的磐石。他不能長期住在這些山洞的裡面，

所以他要到處去逃命，但他找到這個好東西，耶和華是我的磐石、我的山

寨、我的避難所。這是我們首先要看到的一幅圖畫。我們如何要面對仇敵呢？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有磐石嗎？你知道我們救恩的磐石嗎？你有沒有一個

隱密處呢？你在哪裡可以逃避仇敵的攻擊呢？這是我們頭一場對仇敵的戰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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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才能打這美好的仗

在這個圖畫底下我們又回到以弗所書第六章，我們能夠來看有幾條

很容易的路。我們又看到保羅告訴我們在這場高貴的戰爭裡面要站穩。請看

第十一節：「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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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站穩了，」我們就看到魔鬼好像吼叫的獅子，牠

來攻擊你，牠在那裡咆哮，你怎麼辦？站穩，這是我們爭戰的方法，你在

魔鬼面前站穩。牠可以把你打倒的，把你打倒沒有問題。但是你是站在磐石

上，你要披戴主耶穌基督，穿戴全副的軍裝。第十節：「你們要靠著主，倚

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強人在主裡面。」在十三節那裡說：「好在磨難的日

子抵擋」英文是說站立。這就說明了有的時候這場爭戰是相當的艱巨，仇敵

在那裡恐嚇我們，仇敵在那裡把我們包圍。這是黑暗磨難的日子，我們一

直在相信神，但好像現在神沒有聽你們禱告，那你們怎麼辦？站在磐石的

裡面。

在雅各書四章第七節那裡說得非常的好：「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

離開你們逃跑了。」這實在是一個奇妙的應許，抵擋魔鬼，牠就逃跑，不是

我們逃跑。要站穩，仇敵就逃跑。你要看清楚在雅各書四章第六節說甚麼呢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

開你們逃跑了。」我們是在基督的磐石裡，我們是在救恩的磐石裡，但是仇

敵要把我們引出來，牠要把我們從基督得勝的地位那裡引出來，牠怎麼作

呢？牠是晝夜的在那裡控告我們。啟示錄十二章第十節那裡說：「我聽見在

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

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

撒但這個字的意思乃是敵對者，撒但站在神的面前指著我們說「這個

是罪人」，「那個是罪人」，你看看這些人！牠很忙啊，指來指去，指手畫

腳，牠能夠指出很多的問題，全天候的指，節日也不放假的，晝夜不斷的

控告、控告、控告。牠要把你們拖出來，叫你們覺得你們是被定罪的，牠要

叫你們產生疑惑，所以牠就控告你們。但是我們能得勝，如何得勝？我們

如果跟牠說，「沒有、沒有，我沒有犯罪呀。」這樣一說呢，撒但一下子把

我們吞吃去，我們是牠的午餐，我們不能夠靠著我們的義站立得住。

靠主的寶血勝過仇敵

但第十一節那裡告訴我們說甚麼？「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

…」控告就停下來了，因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祂灑

了血在我們良心上，叫我們心裡得潔淨。在新約的寶血底下有這樣的應許，

聽這個應許：我永遠再不紀念你們的罪。撒但在那裡不停的控告，神說在

我兒女的身上沒有罪。但你需要站在磐石上。如果你離開這寶血的遮蓋，仇

敵可以吞吃你。就好像逾越節一樣，你以色列人在這個房子裡面，門楣上

有羔羊的血，滅命的天使臨到，當他看到有血的印記，他就越過去。但是

有一個警告，不要從這個房子裡面出來，在房子外面就不能保命了。

照樣，弟兄姊妹，站立在救恩的磐石上，仇敵就無法攻擊；離開磐

石，就有危險。如果我們真是這樣相信神的話所告訴我們的，我們所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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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已得赦免，我們就能夠過這樣一個得勝的生活。My hope is built on 

nothing less than Jesus blood and righteousness. 這首詩歌大

家會唱， On Christ the solid rock I st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你們都會唱

了，你們信嗎？阿們？阿們！你在磐石上嗎？祂是你的救恩，祂把祂的寶

血已經灑在祂所愛的人身上，祂的寶血是大有功效的。我們要珍惜這個救

恩，站在這個地位上，知道仇敵不能夠碰我們，因為我們是在羔羊寶血底

下。你有這樣的藏身之處嗎？罪叫我們失去與神的交通，仇敵在那裡就抓

住你這些，不斷的控告，使你靈裏下沉、下沉。哦！我們看到神的兒女犯罪

被仇敵這樣的來吞吃是多麼可憐的事情。這是一個屬靈高貴的爭戰，要趕

快回來，回到寶血底下，因祂的寶血永遠有功效。站穩在你的藏身之處，

活在磐石的避難所裡面，這是我們得勝的要訣。大衛就是逃到這磐石那裏，

他在後來的一生裡，遇事總是逃到他救恩的磐石耶和華神那裡去，得到神

的保護。

靠主參加屬靈的爭戰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爭戰的第二幅圖畫。大衛是一個戰士，大衛也是一

位王，如果你是一個戰士，你不能夠整天藏在山洞裡面，所以大衛要行在

耶和華得勝的軍隊裡面。我們知道大衛是神所愛的，當大衛登上寶座以後，

當他在那裡活在這個作王的生活裡面的時候，仇敵馬上就攻擊他。我們看

看第二幅的圖畫，在撒母耳記下第五章，我們就是提一提，讀幾節，提一

提裡面所講的，撒母耳記下第五章十七節開始：「非利士人聽見人膏大衛

作以色列王，非利士眾人就上來尋索大衛。大衛聽見，就下到保障。」非利

士人、神的仇敵他要來攻擊大衛，當他們一聽大衛被膏作王的時候，他們

就來了。當仇敵一聽說你是神的兒女，他們就來攻擊你。大衛作甚麼呢？他

就下到保障。然後說：「非利士人來了，布散在利乏音谷。大衛求問耶和華

說：『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嗎？你將他們交在我手裡嗎？』耶和華說：

『你可以上去，我必將非利士人交在你手裡。』」當仇敵攻擊他的時候，大

衛就跑到他的隱密處去求問耶和華，這是一個爭戰很好的策略。

當仇敵來攻擊你的時候，你是馬上去打牠呢？還是你要先去求問主？

他問：「主啊，要不要我去？」主說：「上去。」你看到下面怎麼樣？二十節

「大衛來到巴力毗拉心，在那裡擊殺非利士人，說：『耶和華在我面前衝破

敵人，如同水沖去一般。』因此稱那地方為巴力毗拉心。非利士人將偶像撇

在那裡，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拿去了。」這個巴力毗拉心就叫我們看到這場爭

戰的裡面的一些意思，因為大衛去擊殺的時候，他就突然的擊殺他們，主

在那裡衝破敵人，那是突然發生的事情，這些仇敵沒有預備好，他們就把

這些偶像通通撇下了。這一仗讓非利士人非常蒙羞，所以他們要回去把這

些偶像搶回來。

我們看二十二節：「非利士人又上來，布散在利乏音谷。大衛求問耶

和華。」當大衛求問耶和華，耶和華沒有說馬上去，祂說等一等。我們在屬

靈爭戰裡絕大部分的學習是要學習等候，因為大衛知道不是倚靠勢力，不

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靈才能成事。所以仇敵在大衛面前，神說等，

因為現在仇敵已經預備好了迎戰。然後耶和華說：「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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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後頭，從桑林對面攻打他們。你聽見桑樹梢上有腳步的聲音，就要

急速前去。」這裡說甚麼？「因為那時耶和華已經在你前頭去攻打非利士人

的軍隊。」大衛就遵著耶和華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從迦巴直到基

色。

我們在這裡好像不能完全的看到這裡面所寫的，大衛跟他的軍隊到

後面去包圍這些仇敵，這些非利士人在那裡拿著槍：這些敵人在哪裡？他

們就有點害怕了，他們就聽到樹梢上有聲音，那是耶和華的軍隊，那是天

使，在樹上那裡奔跑，仇敵給嚇死了。然後大衛就從後面攻擊他們，就得

勝了。大衛說，耶和華使我得勝，大衛把一切得勝的功勞都歸給耶和華。舊

約記載另一場的爭戰，亞述王西拿基立攻打耶路撒冷，非常囂張的辱駡神，

以賽亞跟希西家在那裡禱告，聖經怎麼說？天使一夜殺了十八萬五千亞述

軍隊。神親自爭戰實在好得很。當然這次的得勝，也不是這麼簡單，人藉禱

告與神同工。我們也可以這樣得勝，如果我們跟從我們的主，與主同行，

與主同工，緊緊依靠主，這是多麼的重要。

消滅仇敵的各種火箭

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六節我們就可以應用這一段的事實。當講到這一

場的爭戰的時候，十六節就講到仇敵所作的，牠用那火箭來對付我們，這

是仇敵的策略，牠要用火箭來攻擊我們，傷害我們，牠的目的是要用箭刺

透我們的心。可能是一個控告，可能是一個引誘，可能是很陰謀的一個陷

阱，牠用這些的東西來恐嚇我們，叫我們失去安息。保羅知道牠的詭計，

所以特別勸提摩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慾。我們不是靠著肉體而行，我們是

靠著聖靈而行。當我們在這裡行走的時候，仇敵在那裡用火箭攻擊我們，

牠要把我們從基督裡拖出來。牠頭一點攻擊我們的是我們肉身的身體，設

陰謀引誘我們。

你在街上走，你說基督是我的磐石，你在那裡想到磐石。突然你看到

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突然之間一個引誘、一個邪情私慾射到你的心，你

覺得你犯罪了，你是受了試探。神不試探人，我們受試探是因為我們被我

們的私慾引出來的。那你怎麼辦？你就讓它刺進你的心嗎？你說主啊，我

求耶穌基督的寶血遮蓋我，我不要這些的私念。弟兄姊妹，這些的私念能

夠在我們裡面產生難處，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完全不碰到試探的火箭。但你

不要活在試探的裡面，裏面有了不該有的意念，求主寶血潔淨，然後靠聖

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從試探中出來。

你知道有時會有火箭射到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意志裡面。這突然

的攻擊，叫你猝不及防。例如我們在那裡行走，突然之間有咒詛的話進到

我們思想裡面，惡毒的私念進到我們心思裡面。有的時候這些是沒有預先

警告的，就是這樣叫我們失去安息。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對一個年輕人說話，

這個年輕人難處乃是仇敵用各種咒詛的話塞滿了他的頭腦。這個年輕信主

的，他實在覺得這些惡念被定罪。就算在聚會中，這些咒詛的話有時也出

現在他的頭腦裡面，為此他很苦惱。他說，我怎麼辦？我對他說，你喜歡

這些咒詛的話？還是你恨惡這些咒詛的話？他說我痛恨這些話。我說這些

話不是從你來的，是從仇敵來的，你要抵擋這些話。每一次它們臨到你，

馬上讚美主，讓讚美感謝充滿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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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這些話原來是在我的頭腦裡面，但是我的心愛我的主，主不喜

歡的東西，我要清除、我要抵擋。兩個星期以後，就沒有問題了。如果撒但

把這些咒詛的話射到你的心思裡面，在那裡讚美主啊，仇敵就不敢再來了。

你知道仇敵有時把一些疑惑的火箭射到你的頭腦，你聚會聽道時，突然產

生沒有理由的不信意念，或者突然之間就在你的心思裡面，湧現出錯誤的

雜念。年輕人要特別留意這種思想上的奔放。當你在網絡上的時候，有一些

不好的網出現了，不要好奇，不要說，噯！我來看看它是怎麼回事，哦，

這不就是講那種色情的東西，好像沒有甚麼大不得了的事。你知道仇敵就

用這些火箭來射你們，我們的情緒很多時候就接受了這些火箭，尤其是當

我們非常自私，自我為中心，自己覺得我需要很多東西。我們在這裡行走，

這些恐懼就抓住我們，我們在那裡就驚慌，我們就在那裡憂愁。其實不是

為了甚麼，突然之間我們覺得非常孤單，我們忘記了主，好像神不要我們

了。

我們昨天講到哥林多後書第二章，這裡講到仇敵的詭計，這裡他告

訴我們，有一個弟兄教會要管教他，說你不能夠到桌子前，要給他聚會的

生活有一些限制。保羅說關於這個弟兄，你們赦免他，我赦免他，我們要

恢復這個弟兄，因為不然的話，仇敵會在這個弟兄身上射牠的火箭，叫他

覺得好像神不要他。就算有一些弟兄他們受管教，我們不要叫他們覺得神

不要他，因為這是仇敵的詭計。如果他真是碰到我們的情感，我們就好像

被別人絆倒，然後牠就攻擊我們的意志。我們在主裡遊行，你知道仇敵有

一個火箭，叫你猶豫不定，忽是忽非，在那裡一直叫你在事奉的上面癱瘓。

你工作時間很長，你好像覺得有虧欠，我應該讀主的話呀。然後你被裁員

了，你就讀主的話，仇敵說：噢，你要上班哪！工作呀！你好像一定兩方

面都輸的。

或者你事奉神，讓你感覺到，我需要休息啊。然後你去度假，你又覺

得被捆綁，我應該事奉主啊。如果你在一個聚會的裡面，你聽到有聲音說

你要跟你家人在一起啊，所以下個主日你就留在家裏不來了。可是裏面又

有個意念，你不能在家裡啊，你要來聚會啊。你跟你的家人一起，牠說你

應該去傳福音哪。你就看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不論作甚麼，牠都控告你，

叫你覺得受責備，牠有一個火箭，不管你幹甚麼，牠都給你砍下來，這就

是仇敵那火箭。

但是我們對這些火箭的武器，不光光是我們信德的籐牌來擋住這些

火箭，還有別的武器。神給我們預備了全副軍裝，仇敵的火箭不能影響我

們。你用真理來束腰，你有耶穌基督的寶血，你頭上戴著救恩的頭盔，你

有護胸鏡來遮胸，你穿上福音的鞋，你有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話，你就

能夠對付仇敵的詭計，你把牠射的火箭通通擋回去，牠一直在那裡發射火

箭，你一擋，其實都給彈出去了。仇敵是說謊的，牠的那些火箭看起來好

像很大，其實這些都是虛謊的，因仇敵只會說謊話，沒有真的，牠一定是

要弄假。聖靈叫我們知罪，牠來攪擾，叫我們受控告。聖靈叫我們認罪，仇

敵就說你不行，你的罪太大，認也沒有用。

時刻儆醒、謹慎自守，作忠心的人

我們不光光需要住在磐石的裡面，我們不單要穿著軍裝行走，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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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我們一定要做的，我們要小心，就是時刻儆醒、謹慎。我們知道在提摩

太前書第四章第十六節，保羅對年輕的提摩太說：「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

的教訓。」我們要謹慎，要對仇敵的攻擊要儆醒。我們還有大衛的一個例子，

你記得他那個時刻他沒有保守他自己的心，在房頂上發生的事情，他應該

打那高貴的仗，但他沒有去爭戰，他留在家裡面，他心中滿了驕傲，他是

一個戰士，但他沒有在戰場上，所以他覺得枯燥無味，就給仇敵留了機會，

他犯了姦淫、殺了人，他損害了神的見證，是因為他那一個時刻沒有設防。

我特別要對服事主的人說，仇敵恨惡神的僕人，他要找那些沒有防

備的時刻。你就發現在主的身上，在曠野裡撒但試探祂。耶穌禁食四十天以

後身體疲乏，肚子饑餓，那個時刻仇敵撒但來試探祂，那是真的試探，試

探的內容是甚麼？因為這些都是能夠運用在主的僕人身上。如果你事奉神，

仇敵就叫你把石頭變成餅，用你的恩賜你的權柄來賺錢，許多神的僕人走

偏了路，用他們的恩賜，一邊他在那裡傳神的話，另外一邊就成為一個很

出名的推銷員。他們用他們的恩賜來使他們的貪心得到滿足。當撒但試探耶

穌說從殿頂跳下來，今天許多神的僕人被試探是因為要顯露自己，要作一

些事情叫許多人跟從他。只要你作一些奇異的事情，你從眾人當中被突出

來。有一些神的僕人他用一些奇異的傳講或者是一些事情來建立他的王國。

如果你是神忠心的僕人，仇敵會來找你，和你說，「我把一個帝國給你，

只要你出一個代價」，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嘛，我們能夠被牠收買嗎？牠

說，「你只要拜我一下，我就把國度給你」，這是一個捷徑啊。許多人的事

奉就是在這些情況下妥協。

在這末後的日子，有許多的方法可以讓很多跟從你的人在這些假冒

的宗教裡面，我們能不能夠給收買呢？我們感謝神，保羅不能夠給收買。

如果他妥協一下，他的生活可以非常的舒服。如果他妥協一下，說，好吧！

好吧，我們叫外邦人也受割禮就好了，這就沒有人反對他了，但是他拒絕

妥協。當外邦人，信了主的外邦人他們的信仰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就去拯

救他們，叫這些外邦人不受猶太教的捆綁。由於保羅不妥協，他在監牢裡

面呆十年。我們要非常的謹慎，特別是在沒有防備的時候，仇敵在那裡給

我們很多好的交易，藉著神的恩典，我們要作主的精兵，我們情願受苦，

也不願走那容易的路，我們就得著公義的冠冕。向著主忠心的人，都得到

公義的冠冕。

親愛的弟兄姊妹，年輕人，要作耶穌基督的精兵，為主站穩，打高

貴的仗，藏身在祂裡面，穿上祂給的軍裝，讓祂來保護我們，求主憐憫我

們。

禱告

「主，我們感謝祢，今天下午祢在這裡呼召精兵。只有我們有條件成

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精兵，我們藏身在磐石的裡面，我們願意穿戴祢

所賜的全副的軍裝，然後站在祢加略山得勝的根基上面。求祢的寶血潔淨

我們，潔淨我們一切的罪，叫仇敵不能夠在我們身上佔任何的便宜。我們

願意打這高貴的仗，我們要跑這當跑的路，守住當守的道，為了我們的元

帥耶穌基督而爭戰，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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