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手册 10 (第十周)

【小组查经材料】

“能力之战—认识属灵争战”
2008 年五月 30、31 日
第一时段：欢迎你来
请准备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让身心疲惫的组员，能打开心门，
预备心来敬拜赞美主。约 15 分钟。
第二时段：敬拜赞美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把人带到主的宝座前，带下神的同在 。约
20 分钟
小组长在此时段里，带领、鼓励大家顺从圣灵的感动说出劝勉、安
慰、造就的话。每次有人分享完后，都需要由小组长来响应，可以
为神的应许来感谢赞美主，为有需要的一起同声开口祷告，或其它
方式。
第三时段：祷告服事
接下来这时段可以就地分几个 3 人小组，为(一)小组认领的宣教单
位祷告。(二)为教会的事工，可参阅主日周报。(三)为个人需要，
新来宾，病痛者等祝福祷告。最后请小组长做结束祷告。约 20 分
钟。

第四时段：话语分享
以分享讨论应用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约 35 分钟。
(请上教会网站 www.rolcc.net / 细胞小组 /查经数据中阅读或下载
材料，在聚会时分享心得，并回答问题。)

教会近期事工与活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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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日)
6/25-29

浸礼。6/1，8 主日 1:30PM 受洗班课程 G5 以赛亚教室
灵粮特会

第十周：第一天
本 课：能力之战
本 周：认识属灵争战
今 天：黑暗国度的权势
读

5/24-5/30/2008

以弗所书 1：15-23；6：10-18；罗马书 8：38-39

认识以弗所书的「天上」：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描述，基督在第三层天
里坐在父神的右边。第二章第六节则指出我们也和祂一同坐在天上。保
罗接着又谈到那些占据了第二层天的恶魔，并且提醒我们，基督比牠们
还有能力（参看第二周第一天的图解）。
在以弗所书 1：21 里，保罗指出住在第二层天里的有谁？ （在所选择的
答案旁加上 V 号）
□ 一切执政的
□ 一切掌权的
□ 一切有能的
□ 一切主治的（辖管之地）
□ 一切有名字的
□ 以上全部
在这段经文里，保罗为接下去所要谈到有关第三、第二和第一层天里的
事铺下了背景。第六章里他又再次提到我们在第一层天的生活情形，使
我们了解自己正处于一场争战里，有如摔角赛一般。然后，保罗如此描
述了我们的对手：

我们真正的敌人
在以弗所书 6：12 里，保罗指出住在第二层天里的有谁？（在所选择的
答案旁加上 V 号）
□ 执政的
□ 掌权的
□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 以上全部
2

一个秘诀：将这两部份做个比较我们便能发现，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
第三层天时，我们的对手是在第二层天里，处于我们的下方。而我们既
有基督住在内心，就永远不必受牠们的能力管辖。

争战：磨难的日子
根据以弗所书 6：13 所说的，我们在什么时候要和这些属灵气的恶魔争
战呢？
「好在

的日子抵挡

坏消息和好消息：
坏消息：圣经未曾应许说神的国度里没有痛苦。彼得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
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
欢喜快乐。
』（彼得前书 4：12-13）这是坏消息。
好消息是：撒但和牠的属灵势力都受第三层天的能力所管辖，而我们也
在圣灵的保护能力之下。

」

1.「磨难」是指我们蒙受痛苦与伤害的一段日子。这些仇敌不是来自周
围的世界，而是来自第二层天里属灵气的恶魔。2.「磨难」也是指一种
穷困与痛苦的情况。居住于神在这世界的国度里，我们可以预料到第二
层天里「灵界的恶魔」必会攻击我们。这些敌人到底是谁呢？让我们仔
细来看看这些名词以便了解。

更重要的确据
在下述经文中所提到的，每一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情况下划线：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
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
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马书 8：
38-39）

有权势的属灵敌人（非地上属血气的）
：
要明白这些重要的真理：
执政的：那些在政治地位上居首位的。
掌权的：那些有权力指使别人的。

1. 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第三层天里；不过眼前还是生活在神国度的第
一层天里。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世界的执政者。

2. 第二层天里有属灵气的恶魔时刻想要攻击和摧毁我们。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一群堕落并且有害的活物。

3. 以弗所书 6：13 里提到一段时间，称为「磨难的日子」。撒但的势
力会在当时出其不意的攻击我们。

首领撒但：在这些超然的「活物」之上，还有第十六节里描述为「那恶
者」的撒但。撒但以无形的势力，像「火箭」般向我们发射，使我们蒙
受无比的痛苦与伤害。
你无法逃避的属灵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并没有
因此可脱离这一切势力的攻击。牠们不断攻击着我们每一个人，保罗因
此教导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
。穿上了它，你便能「站立得住」。
当争战完毕，你完成任务时，你就战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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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既然我们不知道这「磨难的日子」会在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便得随
时做好准备。这样才不会让撒但有机可乘，咬我们一口。
5. 神已赐给我属灵争战所需的全副军装，可以保护我们，使我们在面
临攻击时能站立得稳。
经过这番介绍后，我们将在本课里深入去了解我们的军装。我们应当每
一天都穿戴它，不是等到有需要时才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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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第二天
本 课：能力之战
本 周：认识属灵争战
今 天：基督的精兵
读

以弗所书 3：10-11

几项重要的提醒：
如哨兵站岗一样，我们必须站好岗位，随时准备做属灵的争战。我们必
须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生活里所遇见的许多不如意的事和伤害，
总是有仇敌在背后指使（也有人的软弱）
。每一天离开「聆听室」时，你
都要记得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随时准备作战。然而，还有一件更重
要的事我们也不可忘记。

战争要靠团队才能战胜，不是孤军作战
仔细读过以弗所书第六章，你就会发现保罗是针对一群人而写，不是一
个人。其中所使用的代名词都是「他们」或「我们」等复数代名词。想
想看，若只有一名兵士单枪匹马到战场上作战，是不是很荒谬呢？就如
其它战争一样，属灵的战争也需要一群基督徒并肩作战。
想想看，打一场仗需要有多少的后勤支持吧！军队是整队接受训练而不
是单独一人。无论是攀爬陡峭的山壁或挖掘战壕，他们总是组织成队。
再看看前页所列的撒但的势力，每一种也是整群而不是单项（英文圣经
里的每一项都是复数名词）
。神的战士也要组成团队作战！

仔细读过以弗所书 3：10-11 的内容。有那个词汇说明了神在撒但
的权势之前表现祂的智慧？请在其下划线：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
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所定的旨意。』
你知不知道所划线的是一个复数名词呢？参与细胞小组是你在神国度里
的最重要事情。让我们深入想一想，
『神百般的智慧』如何向撒但和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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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牙显明呢？「百般」这个词在圣经里不是一个普通的词汇，它是「七
彩缤纷」的意思（就如约瑟的彩衣般有七彩的颜色）
。

你的细胞小组有那些人呢？人、圣灵
你很轻易的便可以逐一数算出来。但是不是就只有这些呢？圣灵在当中
吗？当然了，你们的敬拜就足以证明。于是你们开始彼此造就
（Oikodomeo）这时你心里突然感觉到神给你一个启示，于是你用它来
鼓励一位在挣扎中的组员；另外，有一位姊妹读了一篇诗篇，它的真理
为小组带来了一阵心灵的震撼；接着你们又围绕着一位患骨癌的组员祷
告，在一齐为他按手祷告时，所有的人顿时感觉到神已经应允了祷告；
后来，又有一名组员细声的说：
「我今天要在这里认罪，我因为经常带着
批判的态度而伤害了主内肢体，令主很伤心。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把
这件事完全交托给主，也让我为所说的一切负责。」

还有谁在场呢？
有没有一些灵界的生物和你们在一起聚集呢？诗篇 91：11 说：
『因祂要
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再读希伯来书的作者
所写的这段话：
『 …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
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 』（12：22-23）。 天
使不需占据座位，因此牠们可以密密麻麻的围绕在你们四周！

最后… 但很重要的…
撒但及其差役的干扰：别以为撒但会让神国度的子民聚集而不派代表出
席！你们的聚会里也有灵界的恶魔存在，牠们代表魔王而来。这魔王就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吃那些没有穿戴军装的基督徒。这些
恶魔也是成群结队来的：
『那些…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以弗所书 6：12）
。
只要能抓着一点把柄，牠们便能施展各样的诡计。
圣灵恩赐运作显出神的荣耀同在：然而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
那就是：一个「永恒的旨意」快要实现了。就在圣灵使恩赐在小组里流
露的时候，神的「七彩智慧」也同时显明出来，使那些来自第二层天的
执政的、掌权的恶魔能够看明神的智慧。属灵的恩赐就好像天空的一道
彩虹，是神保护祂的子民的一个应许。这道耀眼的光芒划破了黑暗，使
那些企图伤害人们的恶魔们不得不悻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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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的最高点：若你在细胞小组里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可以
肯定你必然也经验过我多年来的经历。到了聚会接近尾声时，每个人心
里都会感到很轻松，是一种释然、或喜乐的感觉。大多数时候在聚会结
束时，大家都互相热烈的拥抱。我也数不清有多少次我在会后帮助路得
收拾桌椅时，总是一面大声的唱着赞美诗歌赞美神。
当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成就迫使撒但的权势撤退时，我们就
会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小组并没有因为感受到邪灵的攻击而四处大
声斥责邪灵。牠们之所以潜逃，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所「呼召出来的一
群」，是神的教会！

一个教会的见证
我到过非洲科特迪瓦的阿比赞（Abidjan）的教会去观摩，得到非常宝贵
的经验，使我毕生难忘。他们总共有三万多人在细胞小组里。复活节那
天，所有的人都带了未信者一同来敬拜神。迪安•罗拔尔牧师静立在讲
台上，他说：
「我们现在要祷告，祈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若你需要圣灵
的特别感动，你可以向祂祈求。若你需要得医治，你只需向祂祈求，不
必到前面来，神便会在你所在之处医治你。
」大约有一分钟，全场鸦雀无
声。之后，便有人开始赞美神为他们的生命成就了美事。与此同时，有
一些在母腹中曾经被献给魔鬼的人就开始痛声撕喊、并且在地上翻滚着。
他们就被其它信徒们扶到一边去祈祷，祈求释放。我亲眼见到邪灵掩面
而逃！

小组就是这精兵团队
愿神使你领悟这个真理。这是个改变人生命的真理。战争是由军队并肩
作战而得胜的，你的细胞小组则是其中的一个部队！

第十周：第三天
本 课：能力之战
本 周：认识属灵争战
今 天：穿上全副军装
读

以弗所书 6：10-18

军装能保护我们
因敌人是属灵气的：在以弗所书 6：14-17 里，保罗描述了古罗马士兵的
装束，士兵们在出外打仗前必须先穿上它。既然基督徒所面临的仇敌是
属灵气的，因此所穿戴的军装也必须是属灵的。罗马书 13：12 里保罗把
属灵的军装备称为「光明的兵器」；它来自第三层天带有神的能力，因此
敌人无法攻破。撒但完全没有这种兵器，也没有可以刺破这道防线的武
器。我们是很安全的！

介绍属灵军装
以弗所书 6：14-17 里所说的这些军装应当穿戴在身上那些部位呢？请划
线把左栏的各样兵器与右栏身体受保护的各个部位连接起来
真理的带子
公义的护心镜
平安的福音
信德的藤牌
救恩的头盔

脚
头
背
腰
手臂/手
胸

背部无保护：啊！你是否发现身上有一个部位没有军装保护呢？我们的
背部没有保护，是因为我们绝不能转身背向仇敌。以弗所书 6：18 说：
『要在此警醒不倦。』在仇敌的势力当前，我们必须站稳在基督用宝血所
赎回的领域里。耶稣在临终之前说：
『成了！
』
（约翰福音 19：30）时，
就是我们已经得胜的保证。Abraham Kuyper 在他的书中写道：
「生命的
范畴里，每一处都是属于基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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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就是军装的本身：再看看刚才所说过的军装。我们所穿的军装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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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基督本身吗？基督说过：
「我就是真理」
！基督本身就是我们的公义、
也是我们的平安。祂是救恩的源头。我们把对神儿子的信心当成盾牌在
前头（加拉太书 2：20），如此一来，我们的防护就不会被攻破。那位差
我们到战场去的，本身就是我们的保护者。

寻找真理了！换句话说，他黑暗的灵魂里已经有了一道曙光；我几乎可
以见到撒但的邪恶势力在那里发出痛苦的嘶喊。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
我继续引用圣经来为他解释，而他终于祷告接受了基督。他原本所不相
信的圣经，就如一把利剑般，刺破了他黑暗的灵魂。

争战的目的是引人归主：路加福音第十章里，我们看见耶稣差派门徒两
个两个结队同行，作属灵争战。一切属灵争战的最终目的是要带领失丧
者归主。因此耶稣差派门徒到处去宣扬神国的福音，他们到一个叫仳亚
（Perea）的地方去。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
群』（第三节）你知道吗？羊群是无法自我保护的，牠们没有尖牙利爪，
什么都没有！哗！真是可怕！

穿军装加上祷告：让我们开始实践保罗所指示的功课：
『靠着圣灵，随时
多方祷告祈求。』
（以弗所书 6：18）靠着圣灵祷告不是一种武器，它本
身就是一场争战。军装和宝剑固然不可少，然而争战还需借着祷告攻入
第二层天里。我们再一次看见「聆听室」在神国度的生命里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在你的圣经以弗所书 6：18 旁划线：『…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穿上军装就是穿上基督的同在：可怕吗？也不完全是的，因为羊群知道
牧羊人会保护牠们。而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进入属灵的争战时，不单
只要知道基督住在我们心中，也要知道祂在保护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
也同时是我们所穿戴的军装。祂应许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丢弃我们。

我们的武器是用来攻击的
神的话：我们与撒但争战时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
的道。」这里很清楚说明了圣灵的宝剑就是指圣经里的各章各节，是神所
默示的话。然而，我们也必须把圣灵在某种特定情况中所给予的启示考
虑在内。就好像一位军官虽研读过有关战争的各种策略与兵法，但是在
战场作战时，他不但要根据所学的知识来做决定，也必须同时遵从总司
令的指示。

圣灵里的祷告
「靠着圣灵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你必定已经知道，什么叫做不
靠圣灵祷告了。那是一种非常乏味的枯燥行事，会使你感到又闷又累。
然而，要是你在祷告时知道自己是在进行一场争战，那就完全不同了。
「站在破口」
（见第九周第三天）即是靠着圣灵祷告；你可能会因此而得
到圣灵的恩赐，使你的祷告更具能力，这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就即刻到「聆听室」去吧！

神的启示：在属灵的争战里也是如此。当我们深入撒但的领域去拯救未
信的人们，带领他们归主时，我们必须敏锐于神借着圣经所给我们的启
示，及借着圣灵给我们的直接引导。神的话语具有无限的大能。

见证
我记得我曾经想带领信主的一位大学生。他最初对我说：
「别跟我谈圣经！
我根本不相信。」他当然不信啦！他思想早已被撒但蒙蔽了。然而他所不
知的是，不论他信或不信，神的道一样具备其大能。我在和他交谈时并
不因此而刻意把圣经撇开不谈。当我把约翰福音 3：16 说给他听时，他
被圣灵感动了，他说：
「我很难想象神会爱我们。若神真有这么大的能力，
祂何必理会人类呢？」他一开始如此发问，就表示他已经开始思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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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第四天
本 课：能力之战
本 周：认识属灵争战
今 天：争战的三个层面
读

哥林多后书 10：3-5；马太福音 16：18-19

今日所读的经文清楚指出我们的争战不是在这世界上，而我们所使用的
兵器也都是属灵的。经文中有些意义特别的希腊名词，你可以在有关圣
经旁加上注释。

原文字义
第四节里的「坚固的营垒」
（即顽固阵地）是「城堡」的意思。它好像一
座古堡，有很坚厚的城墙保护着，不让外来的势力侵入。在我们的生命
里，神的力量就是我们的武器，可以攻破魔鬼的城墙。
第五节里的「计谋」是指「假想」或「推测」之意，是涉及人们的思想。
其中的「自高之事」在希腊原文里是「高塔」的意思。有些学者认为这
是指古时候的巴别塔；那时候骄傲的人类决定要兴建起一座通天塔。
争战是在心里：神今日在这世界上所建立的国度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
因此我们的内心不断有争战在进行着。当耶稣在马太福音 16：18-19 里
第一次提起神所要建立的教会时，祂说教会将和阴间的权柄势不两立，
但是祂却应许，说我们绝不会在这些争战里被击溃，因为凡在第一层天
里所捆绑和释放的，在第三层天里早已被捆绑和释放了。我们是胜利者！

争战的三个层面
魏格纳（Peter Wagner）博士在所写的【争战的祷告】
（Warfare Prayer）
一书里，描述了三个层面的属灵争战：

1. 属灵争战的实际交锋层面。这是指驱赶魔鬼的事工。这种从被鬼附
的人身上赶出邪灵的情形在新加坡是很常见的，而且只有信徒才有权
柄和能力这样做。耶稣很明确的教导说，释放的服事是基督肢体中必
须经常实行的事工。被鬼附身这种事不只是在银幕上才看得见的。在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有一位精神病医生，他是位被圣灵充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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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我曾在他的诊所里为一位被鬼附身的女病人做争战的祷告。因
为这位医生很清楚精神上的歇斯底里症和属灵问题的分别，他要我帮
助这位女士得着释放。

2. 属灵争战的秘术层面。在世界各地，撒但便用玄奥的秘术做监狱，
把无数的人类囚禁起来。非洲的女人为了要怀孕而喝羊的鲜血，又教
导她们的孩子祭拜魔鬼；在巴西地方，我亲眼见过一些人的腿被父母
亲砍下当祭物，献给魔鬼；我也在新加坡见过一个人被鬼附身，这个
人曾经喝过道士的血液。
我在美国曾经帮助一些被 Moonies 或 New Age channelers 等异端邪
教洗过脑的人。我在一间基督教学校教书时，曾有一位来自卡罗来纳
南部的学生来向我求助，因为他自十四岁起就不断以动物的鲜血向撒
但献祭。在神的国度里服事时，你的细胞小组会经常面临这两个层面
的争战。若你是一位没有战争经验的「新兵」，可以向教会中在服事
上较有经验的信徒请教。但是请别避开这些有问题的人，因为他们非
常需要你的帮助。

3. 属灵争战的战略层面。这是魏格纳博士所引用的一个名词，说明我
们必须针对那些「区域的邪灵」做争战的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 6：
12 里也提到这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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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第二周第三天里，我们曾举但以理书 10：12-13 为例，说明第二层
天里的属灵争战。我们所说的「权势与能力」是指一切邪恶的灵，正
辖制着各个地理区域、民族、或某些罪恶的事。敏锐的基督徒能够强
烈感觉出撒但在某些地区的统管势力。
例如，新加坡人普遍持有一种「怕输」的「心态」，甚至连当地的漫
画也以这点为主题。所谓「怕输」，就是「争先恐后，每样东西我都
要得到！」这实在是一种一心荣耀自己的罪恶意念。神在我们为这国
家祷告时启示我们说，辖制着这个国家的权势就称为「怕输」
。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城里有大约五千名以卖淫为生的妓女。泰国的曼谷
则数以万计，而且她们大多数是在少年时被父母贩卖为娼的。这些城
市有什么共同点呢？辖制着那里的权势，就是娼妓。
美国各地方各有不相同的权势管辖。辖制着旧金山的势力是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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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奥尔良是狂欢、在华盛顿则是权力。

祷告行军的应对策略
我们对这种情形能做什么呢？罗渣•科士打（Roger Foster）和他在伦敦
的同工曾经组织了「耶稣大巡行」
（March For Jesus），向这些权势挑战，
宣告基督已经在这些撒但的管辖区里得胜了。新加坡的细胞小组则举行
半宵祷告，有时候一面绕着住宅区行走，一边细声祷告，与该区的撒但
权势展开斗争。我们到任何一个城镇去，都可以感觉到辖制着那里的一
股邪恶力量。
小组也可以做：你的细胞小组必须以祷告来面对这三个层面的争战。你
们要一起为着未信者生命里的各种顽固阵地祷告，这点很重要。你们可
以步行或开车绕着某个邻里住宅区而行，为那里未信的居民祈求，愿神
在他们心里播下福音的种子。
神的启示点出隐藏的问题：我们个人的盲点和罪行通常被周围的文化所
混淆和掩蔽，而文化通常又被邪恶的势力所渗透，因此这是基督徒感觉
最束手无策的事。华人有一句谚语说：
「鱼不知水」
，因此今天的我们实
在很需要先知的预言，就好像以色列的旧先知一样。
诊断你自己：你如何争取个人的成就呢？你在那些人面前力求表现呢？
我们如何穿着、住什么房子、驾什么车子、工作表现如何等等，都深深
受到我们周围的权势力量所影响。而除非我们能够明白这点，知道自己
的思想行为受着天空执政掌权的恶魔所控制，否则我们怎么愿意改变
呢？到「聆听室」去思想这些问题。看看神会对你说些什么！

第十周：第五天
本 课：能力之战
本 周：认识属灵争战
今 天：向标竿直跑
读

歌罗西书 2：15；彼得前书 3：22

宣教士殉道的见证：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纳德（Nate Saint）来到印
地安纳州巴尔的（Baer Field）地方，并到我们的教会来聚会。他拥有一
架双座飞机，经常教我学习飞行。后来他和我们教会里最漂亮的一位女
孩分了手，因为她觉得神没有呼召她去嫁给一名飞行宣教士做妻子。
较后，我在学院里认识了金（Jim Elliott）和艾登（Ed McCulley）。金可
说是我所遇见过的基督徒中最属灵的一位，直到他毕业后，我脑海里仍
然对他存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记得艾登，因为他是个杰出的足球队
员，又是同学中唯一开了部新车子的。纳德完成了他的空军课程，那时
候也和我们在一块。
他们三人，和毕（Pete Fleming）及罗渣（Roger Youderian）一起到厄瓜
多尔去，要向那里的印地安人奥卡部落（Auca）从事宣教。这个猎人头
的部落未听过福音，曾经去那宣教的外地人也从来没有一个得以生存。
他们乘飞机到奥卡部落的森林区上空，他们先把礼物放在篮子里用绳子
绑着垂下去，然后再由一条河（Curaray）岸降陆。当他们如此带着爱心
和礼物向奥卡族人伸出友谊之手时，却被奥卡族人以乱刀劈死，并将他
们的尸体丢到河里喂鱼。他们的妻子也在一夜间成了寡妇。
那时我在华盛顿市郊的一间教会工作。事发当天，我刚从医院做完探访，
正在回家的路途上，突然收音机里传出了这项新闻报导，我把车子停到
路边去，伤心得不住哭泣。回到家里，我发现路得也在那里难过的流泪。
我们记得在结婚不久前才和他们见过面，一时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
次事故完全扭转了我们的生命。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曾经在葛培理布
道团里服事了几年，后来又在一个现代化的小镇建立一所教会。虽然神
曾经呼召过我们到宣教工场去，但是我们对神的呼召却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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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正准备到宣教工场去时，那些宣教士的遗孀们决意继承丈夫的心志，
继续向奥卡族人传福音。她们带着一位年幼的女儿一起前往奥卡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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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那些曾经杀害她们丈夫的奥卡族人当中，她们留在那里，直到福音
传遍了整个部落。伊莉萨白（Elizabeth Elliott）把那位曾经杀害她丈夫的
奥卡人带到美国，向世人见证，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使他得以进入神
的国度。
金曾在我的毕业记念册上留言，他写道：
「智者，是一位懂得以不能保存
的东西，去换取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的人。
」你知不知道，希腊文里的「作
见证」这个名词在英文里是「殉道」的意思呢？当我们决定要作见证，
向撒但的权势挑战时，我们也同时要明白这是必须付上代价的一场争战。
神的国度有许多见证人，也同样有许多殉道者。如今来到这段旅程的末
端，你必须对你在神国度里的生命做出抉择。神的国度里没有让你安于
现状的选择，你不能说：
「我就站在这里，我已经很满足了！
」这段旅程
是没有终点的。是会继续的，一直到永恒。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
（歌罗西书 2：15）
默想歌罗西书 2：15。在以下空白处写下你对圣灵使用这些宣教士的性
命，来将数十年来一直控制着奥卡族印第安人的「执政的、掌权的消除」
这件事有什么感想：

十字架的大能使我们这些住在神国度里的人不害怕死亡。耶稣被钉在十
字架上的时候，撒但以为自己已经打了胜仗，却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
击溃！死亡的毒钩不能临到我们。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有喜乐，是因为我
们对未来存有盼望。对未信的人来说，死亡是悲惨的；但是对我们来说，
『死了就有益处』
（腓立比书 1：21）
。死亡的恐惧可说是人类最难摆脱
的一个事实；然而我们知道，死亡的权势无从得胜，它的毒钩也伤不了
我们（哥林多前书 15：55）

问题与答案：
1. 在每一次聚会中，有哪些人在场？
答：神、天使、弟兄姐妹、魔鬼。
2. 怎样才能让魔鬼离开？
答：透过敬拜与赞美。诗篇 22：3
3. 在属灵的兵器中，有哪两样是用来攻击的？
答：a.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b. 圣灵里的祷告。
4. 属灵争战有哪三个层面？
答：a. 实际交锋层面：个人层面，指驱赶魔鬼的事工。
b. 密术层面：撒但黑暗权势的层面。
c. 战略层面：针对区域层面的邪灵作争战的祷告。
5. 如何在一个地区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明白这地区的坚固营
垒？
答：这个地方最怕的是什么。
z 请继续写聆听神日志。别忘了记下日期哦！
z 可预备心在小区中作祷告行进的活动。
z 请复习第八周和第九周的问题与答案。

彼得前书 3：22 是另一处重要的经文，你可以在圣经上划线注明，用来
提醒我们：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
能力的，都服从了祂。』那些在厄瓜多尔殉道的五个人此刻正因奥卡族人
的信主而发出胜利的欢呼，他们现在和基督一起坐在第三层天里。 而我
们很快也将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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