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精兵 
 

 以弗所书 6:10-20 

車進道牧師 

2014 春  
 



  

人 与 蛇 

的  

真 實 故 事 



  
【亞虎一新聞】“蛇與人” 

2012-8-12日，在尼珀爾的一個稻田裏，
一個55嵗名叫 Miya 的農夫，被一條眼睛
蛇咬到了，他去追那蛇，把蛇抓在手上
，用牙齒咬蛇，一直咬到蛇死，然後去
農村醫療所求醫，生命保住。路透社記
者問他，你為什麽不用別的方法把蛇打
死？他回答說，我本來可以用棍子把蛇
打死的，當時我太生氣了，所以一咬牠
，就咬到牠死了。（有人說，被毒蛇咬
了，若把蛇咬死，就能保命。）？ 



   

当撒旦来试探你或我的时候 

我们最好的对策——逃开 

 



   

当撒旦咬到你了(犯罪了) 

要把撒旦咬死，救活自己 



 

以弗所书共有六章 

讲论荣耀的教会   

兄弟将其分成六个题目 

（复习如下：） 

 



1.榮耀的教会在基督里,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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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榮耀的教会在基督里,天人合一.  

2.神救我们,使我们得儿子名份,加入榮
耀的教会,为要行善. 

3.天地有一个奧秘,就是外邦人藉着福
音,在基督耶穌里,同为后嗣; 同为一
体; 同蒙应许;同建榮耀的教会. 

4.榮耀的教会走向合一,信徒做光明的
儿女,按恩賜事奉,过圣洁的生活. 

5.榮耀的教会等候基督再来天人合一,
如新娘等候新郎二人成为一体. 

6.为建立榮耀的教会,信徒作基督精兵. 



  

現在我们要為 

建立荣耀的教会 

一起来学习 

做基督精兵 
 



  

【读经】  以弗所书 6：10-20 
10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
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強的人。11要穿
戴神所賜的全副军裝，就能抵挡魔鬼的
诡计。12因我们並不是与属血气的爭战
，乃是与那些執政的、掌权的、管辖这
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爭
战。13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军裝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並且成就
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抵挡仇敌 



14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当作帶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鏡遮胸,15又用平安的福
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腳上。16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作籐牌,可以滅尽那恶者
一切的火箭。17並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
圣灵的宝劍,就是神的道。18靠着圣灵,
隨时多方祷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19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
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奧秘,20 

(我为这福音的奧秘作了帶鎖鏈的使者)
並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論。 

 



  

 

做精兵是为打仗 
打仗之前必须先 
认识自己认识敌人  

才能打胜仗. 
 

 



一.认识仇敌认识自己 V10-13 

10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
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強的人。11要穿
戴神所賜的全副军裝，就能抵挡魔鬼的
诡计。12因我们並不是与属血气的爭战
，乃是与那些執政的、掌权的、管辖这
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爭
战。13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军裝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並且成就
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四件事： 

1.认识: 仇敌是谁？   

孫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自问：我是谁? 我有多少力量？ 

我本本是罪人蒙恩,因信成为义人;力
量有限,胜不过撒旦。 

再问：仇敌是誰？仇敌有多少力量？ 
12因我们並不是与属血气的爭战,乃是
与那些執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
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爭战。 

 



属血气的人——指人,有肉有血,不是
我们的仇敌。 

恶魔撒旦邪灵——才是基督徒真正的
仇敌。 

恶魔的力量很大,但上帝的力量更大。 

 

 



2.认识:  我们有什么武器能战胜仇敌?  

打仗的武器,变化无穷.除了基本的刀
枪及现代武器，糧食及气候都能被用
为武器。好比孔明借東風烧曹操的船
队。俄国人利用莫斯科寒冷的气候，
加上断絕糧食供应，而打敗拿破侖，
后来又同样地战略打敗希特勒。 

基督徒的仇敌是恶魔撒旦，不是人，
我们不能用人间的武器，必須用属灵
的武器，就是：“11要穿戴神所賜的
全副军裝，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抵挡得住就是战胜. 

 



3.认识:  撒旦的诡计是什么？ 

撒旦用各样诡计使基督徒灰心、怀疑
、世俗化、不读经、不祷告、不委身
、不順服、自大等等。(阁下中了几计？)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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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5:8） 

撒旦本是墮落的天使长,外表很帅很美
,遍地遊行,用各样方式诱惑基督徒犯
罪,走回头路,甚至离开信仰;撒旦的基
本诡计不外是,用色情,金钱,权力,名
声来迷惑信徒犯罪. 



基督徒一旦被被撒旦吞吃到了，結果
不是死就是重傷。 



基督徒一旦被被撒旦吞吃到了，結果
不是死就是重傷。 

死就是不再作基督徒了。 

重傷就是还基督徒，但沒有服事的力
量了。 



4.认识: 如何抵挡魔鬼的诡计？ 

撒旦只寻找可吞吃的人。誰？ 

——信心軟弱沒有裝备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 

 

 



4.认识: 如何抵挡魔鬼的诡计？ 

撒旦只寻找可吞吃的人。誰？ 

——信心軟弱沒有裝备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 

1) 心智上,要靠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強
的人. (6:10) 

2) 行动上,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裝,抵挡
魔鬼. (6:11) 

 

 



二.行动: 穿上神的军裝迎敌 v13-20  

罗马兵全副军裝共有六件： 

腰帶、胸鏡、鞋子、籐牌、头盔、刀 

基督徒的全副军裝也有六件： 

真理、公义、福音、信德、救恩、道 
 













1.真理→腰帶 用真理当作帶子束腰 6:14 

穿罗马军裝,第一件是綁腰帶. 腰帶绑
紧,腰部就有力量.腰有力全身有力.同
样,基督徒有真理就有神的力量迎敌。 

真理是什么？耶穌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約14:16) 

耶穌在最后晚上被抓之前,在橄欖山的
園子里为门徒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
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約17:17) 

耶穌→真理 → 道 → 神的话 → 全本圣经 

 

 



基督徒有真理就有力量抵挡黑暗勢力. 

魔鬼最怕真理,因魔鬼爱説謊,没有真
理. 耶穌说：“你们是出於你们的父
魔鬼 …。他…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沒
有真理…他本来是说謊的,也是说謊之
人的父。”(約8:44) 

跟随耶稣就有真理,因耶稣就是真理;
有真理就有力量抵挡撒旦.真理就是道
,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的教导. 

跟随耶稣 = 行道 



2. 护心鏡   
The breastplate 

 



2.公义→护心鏡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用公义当作 
 护心鏡遮胸 



2.公义→护心鏡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罗马军裝第二 
件是护心鏡， 
就是胸前的金 
属板保护胸部 
使刀枪不容易 
刺入心臟等要 
害。 

 



公义→护心鏡 

魔鬼最厉害的武器是:搖动基督徒的心
好像当年搖动夏娃的心,诱她吃禁果。 

魔鬼用各种理由,使信徒怀疑自己得救
了沒有？ 

要记得,信心是我们得救的证据.信心
包括悔改,接待耶稣为主,金钱奉献,行
道等等.这些都是信心的表现,都是我
们得救的证据.若是那些项你还没有做
到,赶快做就是了. 

 



  

穿上公义的护心鏡，有三重意义： 

1.『基督的义』是我们的护心鏡 

『义』『公义』英文同一字 righteousness 

『基督的义』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
了,使我们能『因信称义』. (腓1:27)  

我们一旦信了耶穌,『基督的义』就保
护我们的新生命,好像罗马兵的护心镜
保护他。 



2.基督精兵要行公义 

既然我们的心,有基督的义保护。我们
就应当行公义。 

什么叫做『行公义』？ 

——就是行事为人按照圣经的教导，
做一个規規矩矩的人。如: 

不欺骗人,不讲假话,不该做的事不做 
对人公平有义气,生活有公德心等等 

 



3.基督精兵要往前行 

军人有护心鏡挂在胸前，向前迎敌就有
保护；向后跑，就失去保护。 

后退的基督徒沒有力量事奉,沒有力量抵
挡撒旦,因为失去保护。 

有基督的义保护我们的心，保护我们的
信，我们就应当向前事奉主基督！不怕
人干扰. 

 



3. 福音→鞋子  

一个罗马兵,綁好腰帶,套上护心境,就
开始穿鞋子.脚有鞋子好走路,保护兵
丁不跌跤,尤其争战的时候。 

15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 

穿上福音的鞋子,我们要做三件事: 

1.要走基督的路——行事为人与福音
相称。 

2.要帶給人平安——就是传和平的福
音给人。 

 



3.要隨时传讲福音—— 

基督徒要把基督和平的福音当作鞋子
穿在腳上。走到那里，就传到哪里。 

 “15 …報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
腳蹤何等佳美！”（罗马10：15） 

那報佳音，传平安，報好信，传救恩
的，对錫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
的腳登山何等佳美！ （賽52:7 ） 

传福音的腳是多么的美! 因他们带来
了好消息.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ose who bring good news!  (Rom 10:15)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731&ft=0&temp=55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731&ft=0&temp=55


4.信心→籐牌 (The shield of faith in God) 
 

16 …拿着信德当 
作籐牌，可以滅 
尽那恶者一切的 
火箭。 

罗马兵的藤牌有 
四尺半高二尺半 
寬，可以遮身， 
抵挡飞箭。 

 

 

 



4.信心→籐牌 (The shield of faith in God) 

飞箭会突然射来，表示撒旦的攻击常
常突然来到。所以，要隨时隨地拿起
“信德的籐牌”抵挡撒旦。 

信德(faith)就是信心、信仰。 

火箭不但会杀傷人，还会使军事設备
烧起来，破坏全体的作战力量。 

 



信心不堅強的基督徒,一旦中了撒旦的
火箭,不但自己受傷,还会影響別人。 

（例如：当一个教会遇到困难时,一旦
有一个人中了撒旦的火箭而离开,很多
人就会跟着离开。） 

火箭就是撒旦的各种诡计,谣言,用来
破坏信徒的信心和同心。 

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靠主堅定信心,
抵挡撒旦的火箭(诡计)。 

 



5.救恩→头盔  17並戴上救恩的头盔… 

第五件军裝,头盔(鋼盔),保护军人的头. 

头不但控制全身百体,又是記憶与思想
的中心。头受重傷人就死。 

戴上救恩的头盔,意保証信徒有永生,
好像军人的头盔保护他的生命。 

永生是从因信称义来的。这义是本於
信,以致於信。(罗1:17) 就是从信开
始,信到底。 



6.神的道→圣灵的宝劍 
17並…拿着圣灵的宝劍,就是神的道。 

前面五件军裝都是护衛性的,最后这一
件“圣灵的宝劍”是攻击性的.有攻击
性的武器,才能打敗敌人。 

为什么“神的道”能击退撒旦呢？ 
答: 1.約1:1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
就是神.神(基督)当然能击退撒旦. 
2.道就是“神的话”.神说要有光,就
有了光;要有空氣,就造出空氣.(创1)
可见,神的道就是是宇宙的权威(力量) 



圣经的话(神的话)都是“神的道”。 

耶穌三次受撒旦试探时,三次都用圣经
的话击退撒旦。 

圣经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劍,能击退撒旦
。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背诵一些经节.
以便随时能击退撒旦的攻击。 

 

 



三.战胜撒旦的秘诀是什么？ 

——靠主刚强有力,靠圣灵随时多方祷
告,为众人祈求. (根据经文如下): 

6:10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
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強的人. 

6: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並要
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穿上了神所賜的全副军裝,就是一个基
督的精兵了。精兵迎敌,需要士气。 



孔明著出师表,为要激起士兵的士气.
士气高力量大,就能打圣战.孔明提高
刘备军队的士气;谁来提高基督精兵的
士气呢? --- 圣灵 
6:18靠着圣灵,隨时多方祷告祈求,並要
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安慰者,领路者;
圣灵的大能已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也
必使我们爱主火热起来,用神的道击退
撒旦.只要我们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又
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就能得胜.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
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

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2:21) 

基督徒装备自己,常常祷告 
就能击退恶魔撒旦 

使教会成为 
榮耀的教会 
献给基督 

这是以弗所书的結束 



榮耀的教会 

使 

天上的榮耀 

更辉煌灿烂! 



祝你 平安 



  

 祝你们平安！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