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手冊 10 (第十週)

【小組查經材料】

“能力之戰—認識屬靈爭戰”
2008 年五月 30、31 日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請準備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讓身心疲憊的組員，能打開心門，
預備心來敬拜讚美主。約 15 分鐘。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把人帶到主的寶座前，帶下神的同在 。約
20 分鐘
小組長在此時段裡，帶領、鼓勵大家順從聖靈的感動說出勸勉、安
慰、造就的話。每次有人分享完後，都需要由小組長來回應，可以
為神的應許來感謝讚美主，為有需要的一起同聲開口禱告，或其他
方式。
第三時段：禱告服事
接下來這時段可以就地分幾個 3 人小組，為(一)小組認領的宣教單
位禱告。(二)為教會的事工，可參閱主日週報。(三)為個人需要，
新來賓，病痛者等祝福禱告。最後請小組長做結束禱告。約 20 分
鐘。

第四時段：話語分享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約 35 分鐘。
( 請上教會網站 www.rolcc.net / 細胞小組 /查經資料中閱讀或下
載材料，在聚會時分享心得，並回答問題。)

教會近期事工與活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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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日)
6/25-29

浸禮。6/1，8 主日 1:30PM 受洗班課程 G5 以賽亞教室
靈糧特會

第十週：第一天
本 課：能力之戰
本 週：認識屬靈爭戰
今 天：黑暗國度的權勢
讀

5/24-5/30/2008

以弗所書 1：15-23；6：10-18；羅馬書 8：38-39

認識以弗所書的「天上」
：根據以弗所書第一章的描述，基督在第三層天
裡坐在父神的右邊。第二章第六節則指出我們也和祂一同坐在天上。保
羅接著又談到那些佔據了第二層天的惡魔，並且提醒我們，基督比牠們
還有能力（參看第二週第一天的圖解）。
在以弗所書 1：21 裡，保羅指出住在第二層天裡的有誰？ （在所選擇的
答案旁加上 V 號）
□ 一切執政的
□ 一切掌權的
□ 一切有能的
□ 一切主治的（轄管之地）
□ 一切有名字的
□ 以上全部
在這段經文裡，保羅為接下去所要談到有關第三、第二和第一層天裡的
事舖下了背景。第六章裡他又再次提到我們在第一層天的生活情形，使
我們了解自己正處於一場爭戰裡，有如摔角賽一般。然後，保羅如此描
述了我們的對手：

我們真正的敵人
在以弗所書 6：12 裡，保羅指出住在第二層天裡的有誰？（在所選擇的
答案旁加上 V 號）
□ 執政的
□ 掌權的
□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
□ 以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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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秘訣：將這兩部份做個比較我們便能發現，當我們與基督一同坐在
第三層天時，我們的對手是在第二層天裡，處於我們的下方。而我們既
有基督住在內心，就永遠不必受牠們的能力管轄。

爭戰：磨難的日子
根據以弗所書 6：13 所說的，我們在什麼時候要和這些屬靈氣的惡魔爭
戰呢？
「好在

的日子抵擋

壞消息和好消息：
壞消息：聖經未曾應許說神的國度裡沒有痛苦。彼得說：
『親愛的弟兄啊，
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歡
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
歡喜快樂。』
（彼得前書 4：12-13）這是壞消息。
好消息是：撒但和牠的屬靈勢力都受第三層天的能力所管轄，而我們也
在聖靈的保護能力之下。

」

1.「磨難」是指我們蒙受痛苦與傷害的一段日子。這些仇敵不是來自周
圍的世界，而是來自第二層天裡屬靈氣的惡魔。2.「磨難」也是指一種
窮困與痛苦的情況。居住於神在這世界的國度裡，我們可以預料到第二
層天裡「靈界的惡魔」必會攻擊我們。這些敵人到底是誰呢？讓我們仔
細來看看這些名詞以便了解。

更重要的確據
在下述經文中所提到的，每一種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的情況下劃線：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
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
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馬書 8：
38-39）

有權勢的屬靈敵人（非地上屬血氣的）
：
要明白這些重要的真理：
執政的：那些在政治地位上居首位的。
掌權的：那些有權力指使別人的。

1. 我們和基督一同坐在第三層天裡；不過眼前還是生活在神國度的第
一層天裡。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世界的執政者。

2. 第二層天裡有屬靈氣的惡魔時刻想要攻擊和摧毀我們。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一群墮落並且有害的活物。

3. 以弗所書 6：13 裡提到一段時間，稱為「磨難的日子」。撒但的勢
力會在當時出其不意的攻擊我們。

首領撒但：在這些超然的「活物」之上，還有第十六節裡描述為「那惡
者」的撒但。撒但以無形的勢力，像「火箭」般向我們發射，使我們蒙
受無比的痛苦與傷害。
你無法逃避的屬靈戰爭：值得注意的是，當你成為基督徒時，你並沒有
因此可脫離這一切勢力的攻擊。牠們不斷攻擊著我們每一個人，保羅因
此教導我們要穿戴「神的全副軍裝」
。穿上了它，你便能「站立得住」。
當爭戰完畢，你完成任務時，你就戰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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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既然我們不知道這「磨難的日子」會在什麼時候到來，我們便得隨
時做好準備。這樣才不會讓撒但有機可乘，咬我們一口。
5. 神已賜給我屬靈爭戰所需的全副軍裝，可以保護我們，使我們在面
臨攻擊時能站立得穩。
經過這番介紹後，我們將在本課裡深入去了解我們的軍裝。我們應當每
一天都穿戴它，不是等到有需要時才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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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第二天
本 課：能力之戰
本 週：認識屬靈爭戰
今 天：基督的精兵
讀

以弗所書 3：10-11

幾項重要的提醒：
如哨兵站崗一樣，我們必須站好崗位，隨時準備做屬靈的爭戰。我們必
須明白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生活裡所遇見的許多不如意的事和傷害，
總是有仇敵在背後指使（也有人的軟弱）
。每一天離開「聆聽室」時，你
都要記得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隨時準備作戰。然而，還有一件更重
要的事我們也不可忘記。

戰爭要靠團隊才能戰勝，不是孤軍作戰
仔細讀過以弗所書第六章，你就會發現保羅是針對一群人而寫，不是一
個人。其中所使用的代名詞都是「他們」或「我們」等複數代名詞。想
想看，若只有一名兵士單槍匹馬到戰場上作戰，是不是很荒謬呢？就如
其他戰爭一樣，屬靈的戰爭也需要一群基督徒並肩作戰。
想想看，打一場仗需要有多少的後勤支援吧！軍隊是整隊接受訓練而不
是單獨一人。無論是攀爬陡峭的山壁或挖掘戰壕，他們總是組織成隊。
再看看前頁所列的撒但的勢力，每一種也是整群而不是單項（英文聖經
裡的每一項都是複數名詞）
。神的戰士也要組成團隊作戰！

仔細讀過以弗所書 3：10-11 的內容。有那個詞彙說明了神在撒但
的權勢之前表現祂的智慧？請在其下劃線：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這是
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所定的旨意。』
你知不知道所劃線的是一個複數名詞呢？參與細胞小組是你在神國度裡
的最重要事情。讓我們深入想一想，
『神百般的智慧』如何向撒但和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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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牙顯明呢？「百般」這個詞在聖經裡不是一個普通的詞彙，它是「七
彩繽紛」的意思（就如約瑟的彩衣般有七彩的顏色）
。

你的細胞小組有那些人呢？人、聖靈
你很輕易的便可以逐一數算出來。但是不是就只有這些呢？聖靈在當中
嗎？當然了，你們的敬拜就足以證明。於是你們開始彼此造就
（Oikodomeo）這時你心裡突然感覺到神給你一個啟示，於是你用它來
鼓勵一位在掙扎中的組員；另外，有一位姊妹讀了一篇詩篇，它的真理
為小組帶來了一陣心靈的震撼；接著你們又圍繞著一位患骨癌的組員禱
告，在一齊為他按手禱告時，所有的人頓時感覺到神已經應允了禱告；
後來，又有一名組員細聲的說：
「我今天要在這裡認罪，我因為經常帶著
批判的態度而傷害了主內肢體，令主很傷心。請你們為我禱告，讓我把
這件事完全交托給主，也讓我為所說的一切負責。」

還有誰在場呢？
有沒有一些靈界的生物和你們在一起聚集呢？詩篇 91：11 說：
『因祂要
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再讀希伯來書的作
者所寫的這段話：
『 …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
的耶路撒冷。 那裡有千萬的天使，有名錄在天上… 』
（12：22-23）
。 天
使不需佔據座位，因此牠們可以密密麻麻的圍繞在你們四周！

最後… 但很重要的…
撒但及其差役的干擾：別以為撒但會讓神國度的子民聚集而不派代表出
席！你們的聚會裡也有靈界的惡魔存在，牠們代表魔王而來。這魔王就
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要吞吃那些沒有穿戴軍裝的基督徒。這些
惡魔也是成群結隊來的：『那些…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以弗所書 6：
12）。只要能抓著一點把柄，牠們便能施展各樣的詭計。
聖靈恩賜運作顯出神的榮耀同在：然而這期間也發生了一件很特別的
事，那就是：一個「永恆的旨意」快要實現了。就在聖靈使恩賜在小組
裡流露的時候，神的「七彩智慧」也同時顯明出來，使那些來自第二層
天的執政的、掌權的惡魔能夠看明神的智慧。屬靈的恩賜就好像天空的
一道彩虹，是神保護祂的子民的一個應許。這道耀眼的光芒劃破了黑暗，
使那些企圖傷害人們的惡魔們不得不悻然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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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聚會的最高點：若你在細胞小組裡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可以
肯定你必然也經驗過我多年來的經歷。到了聚會接近尾聲時，每個人心
裡都會感到很輕鬆，是一種釋然、或喜樂的感覺。大多數時候在聚會結
束時，大家都互相熱烈的擁抱。我也數不清有多少次我在會後幫助路得
收拾桌椅時，總是一面大聲的唱著讚美詩歌讚美神。
當神藉著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中的成就迫使撒但的權勢撤退時，我們就
會有這樣的感覺。事實上，小組並沒有因為感受到邪靈的攻擊而四處大
聲斥責邪靈。牠們之所以潛逃，是因為我們是屬於神所「呼召出來的一
群」，是神的教會！

一個教會的見證
我到過非洲象牙海岸的阿比贊（Abidjan）的教會去觀摩，得到非常寶貴
的經驗，使我畢生難忘。他們總共有三萬多人在細胞小組裡。復活節那
天，所有的人都帶了未信者一同來敬拜神。迪安•羅拔爾牧師靜立在講
台上，他說：
「我們現在要禱告，祈求聖靈來到我們當中。若你需要聖靈
的特別感動，你可以向祂祈求。若你需要得醫治，你只需向祂祈求，不
必到前面來，神便會在你所在之處醫治你。」大約有一分鐘，全場鴉雀
無聲。之後，便有人開始讚美神為他們的生命成就了美事。與此同時，
有一些在母腹中曾經被獻給魔鬼的人就開始痛聲撕喊、並且在地上翻滾
著。他們就被其他信徒們扶到一邊去祈禱，祈求釋放。我親眼見到邪靈
掩面而逃！

小組就是這精兵團隊
願神使你領悟這個真理。這是個改變人生命的真理。戰爭是由軍隊並肩
作戰而得勝的，你的細胞小組則是其中的一個部隊！

第十週：第三天
本 課：能力之戰
本 週：認識屬靈爭戰
今 天：穿上全副軍裝
讀

以弗所書 6：10-18

軍裝能保護我們
因敵人是屬靈氣的：在以弗所書 6：14-17 裡，保羅描述了古羅馬士兵的
裝束，士兵們在出外打仗前必須先穿上它。既然基督徒所面臨的仇敵是
屬靈氣的，因此所穿戴的軍裝也必須是屬靈的。羅馬書 13：12 裡保羅把
屬靈的軍裝備稱為「光明的兵器」
；它來自第三層天帶有神的能力，因此
敵人無法攻破。撒但完全沒有這種兵器，也沒有可以刺破這道防線的武
器。我們是很安全的！

介紹屬靈軍裝
以弗所書 6：14-17 裡所說的這些軍裝應當穿戴在身上那些部位呢？請劃
線把左欄的各樣兵器與右欄身體受保護的各個部位連接起來
真理的帶子
公義的護心鏡
平安的福音
信德的藤牌
救恩的頭盔

腳
頭
背
腰
手臂/手
胸

背部無保護：啊！你是否發現身上有一個部位沒有軍裝保護呢？我們的
背部沒有保護，是因為我們絕不能轉身背向仇敵。以弗所書 6：18 說：
『要
在此警醒不倦。』在仇敵的勢力當前，我們必須站穩在基督用寶血所贖
回的領域裡。耶穌在臨終之前說：
『成了！』（約翰福音 19：30）時，就
是我們已經得勝的保證。Abraham Kuyper 在他的書中寫道：
「生命的範
疇裡，每一處都是屬於基督的！」
基督就是軍裝的本身：再看看剛才所說過的軍裝。我們所穿的軍裝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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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基督本身嗎？基督說過：「我就是真理」！基督本身就是我們的公
義、也是我們的平安。祂是救恩的源頭。我們把對神兒子的信心當成盾
牌在前頭（加拉太書 2：20）
，如此一來，我們的防護就不會被攻破。那
位差我們到戰場去的，本身就是我們的保護者。

思想，在尋找真理了！換句話說，他黑暗的靈魂裡已經有了一道曙光；
我幾乎可以見到撒但的邪惡勢力在那裡發出痛苦的嘶喊。一小時一小時
的過去，我繼續引用聖經來為他解釋，而他終於禱告接受了基督。他原
本所不相信的聖經，就如一把利劍般，刺破了他黑暗的靈魂。

爭戰的目的是引人歸主：路加福音第十章裡，我們看見耶穌差派門徒兩
個兩個結隊同行，作屬靈爭戰。一切屬靈爭戰的最終目的是要帶領失喪
者歸主。因此耶穌差派門徒到處去宣揚神國的福音，他們到一個叫仳亞
（Perea）的地方去。耶穌對他們說：『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羊羔進入狼
群』（第三節）你知道嗎？羊群是無法自我保護的，牠們沒有尖牙利爪，
什麼都沒有！嘩！真是可怕！

穿軍裝加上禱告：讓我們開始實踐保羅所指示的功課：
『靠著聖靈，隨時
多方禱告祈求。』
（以弗所書 6：18）靠著聖靈禱告不是一種武器，它本
身就是一場爭戰。軍裝和寶劍固然不可少，然而爭戰還需藉著禱告攻入
第二層天裡。我們再一次看見「聆聽室」在神國度的生命裡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在你的聖經以弗所書 6：18 旁劃線：『… 並要在此警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

穿上軍裝就是穿上基督的同在：可怕嗎？也不完全是的，因為羊群知道
牧羊人會保護牠們。而我們也是如此。我們在進入屬靈的爭戰時，不單
只要知道基督住在我們心中，也要知道祂在保護我們。基督在我們裡面，
也同時是我們所穿戴的軍裝。祂應許永遠不會離開我們，也不丟棄我們。

我們的武器是用來攻擊的
神的話：我們與撒但爭戰時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是「聖靈的寶劍，就是神
的道。」這裡很清楚說明了聖靈的寶劍就是指聖經裡的各章各節，是神
所默示的話。然而，我們也必須把聖靈在某種特定情況中所給予的啟示
考慮在內。就好像一位軍官雖研讀過有關戰爭的各種策略與兵法，但是
在戰場作戰時，他不但要根據所學的知識來做決定，也必須同時遵從總
司令的指示。

聖靈裡的禱告
「靠著聖靈禱告」是什麼意思呢？我相信你必定已經知道，什麼叫做不
靠聖靈禱告了。那是一種非常乏味的枯燥行事，會使你感到又悶又累。
然而，要是你在禱告時知道自己是在進行一場爭戰，那就完全不同了。
「站
在破口」（見第九週第三天）即是靠著聖靈禱告；你可能會因此而得到聖
靈的恩賜，使你的禱告更具能力，這是不足為奇的！

現在就即刻到「聆聽室」去吧！

神的啟示：在屬靈的爭戰裡也是如此。當我們深入撒但的領域去拯救未
信的人們，帶領他們歸主時，我們必須敏銳於神藉著聖經所給我們的啟
示，及藉著聖靈給我們的直接引導。神的話語具有無限的大能。

見證
我記得我曾經想帶領信主的一位大學生。他最初對我說：「別跟我談聖
經！我根本不相信。」他當然不信啦！他思想早已被撒但蒙蔽了。然而
他所不知的是，不論他信或不信，神的道一樣具備其大能。我在和他交
談時並不因此而刻意把聖經撇開不談。當我把約翰福音 3：16 說給他聽
時，他被聖靈感動了，他說：
「我很難想像神會愛我們。若神真有這麼大
的能力，祂何必理會人類呢？」他一開始如此發問，就表示他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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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第四天
本 課：能力之戰
本 週：認識屬靈爭戰
今 天：爭戰的三個層面
讀

哥林多後書 10：3-5；馬太福音 16：18-19

今日所讀的經文清楚指出我們的爭戰不是在這世界上，而我們所使用的
兵器也都是屬靈的。經文中有些意義特別的希臘名詞，你可以在有關聖
經旁加上註釋。

原文字義
第四節裡的「堅固的營壘」
（即頑固陣地）是「城堡」的意思。它好像一
座古堡，有很堅厚的城牆保護著，不讓外來的勢力侵入。在我們的生命
裡，神的力量就是我們的武器，可以攻破魔鬼的城牆。
第五節裡的「計謀」是指「假想」或「推測」之意，是涉及人們的思想。
其中的「自高之事」在希臘原文裡是「高塔」的意思。有些學者認為這
是指古時候的巴別塔；那時候驕傲的人類決定要興建起一座通天塔。
爭戰是在心裡：神今日在這世界上所建立的國度是在我們每個人心裡，
因此我們的內心不斷有爭戰在進行著。當耶穌在馬太福音 16：18-19 裡
第一次提起神所要建立的教會時，祂說教會將和陰間的權柄勢不兩立，
但是祂卻應許，說我們絕不會在這些爭戰裡被擊潰，因為凡在第一層天
裡所捆綁和釋放的，在第三層天裡早已被捆綁和釋放了。我們是勝利者！

爭戰的三個層面
魏格納（Peter Wagner）博士在所寫的【爭戰的禱告】
（Warfare Prayer）
一書裡，描述了三個層面的屬靈爭戰：

1. 屬靈爭戰的實際交鋒層面。這是指驅趕魔鬼的事工。這種從被鬼附
的人身上趕出邪靈的情形在新加坡是很常見的，而且只有信徒才有權
柄和能力這樣做。耶穌很明確的教導說，釋放的服事是基督肢體中必
須經常實行的事工。被鬼附身這種事不只是在銀幕上才看得見的。在
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有一位精神病醫生，他是位被聖靈充滿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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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我曾在他的診所裡為一位被鬼附身的女病人做爭戰的禱告。因
為這位醫生很清楚精神上的歇斯底里症和屬靈問題的分別，他要我幫
助這位女士得著釋放。

2. 屬靈爭戰的秘術層面。在世界各地，撒但便用玄奧的秘術做監獄，
把無數的人類囚禁起來。非洲的女人為了要懷孕而喝羊的鮮血，又教
導她們的孩子祭拜魔鬼；在巴西地方，我親眼見過一些人的腿被父母
親砍下當祭物，獻給魔鬼；我也在新加坡見過一個人被鬼附身，這個
人曾經喝過道士的血液。
我在美國曾經幫助一些被 Moonies 或 New Age channelers 等異端邪
教洗過腦的人。我在一間基督教學校教書時，曾有一位來自卡羅來納
南部的學生來向我求助，因為他自十四歲起就不斷以動物的鮮血向撒
但獻祭。在神的國度裡服事時，你的細胞小組會經常面臨這兩個層面
的爭戰。若你是一位沒有戰爭經驗的「新兵」，可以向教會中在服事
上較有經驗的信徒請教。但是請別避開這些有問題的人，因為他們非
常需要你的幫助。

3. 屬靈爭戰的戰略層面。這是魏格納博士所引用的一個名詞，說明我
們必須針對那些「區域的邪靈」做爭戰的禱告。保羅在以弗所書 6：
12 裡也提到這點，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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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週第三天裡，我們曾舉但以理書 10：12-13 為例，說明第二層
天裡的屬靈爭戰。我們所說的「權勢與能力」是指一切邪惡的靈，正
轄制著各個地理區域、民族、或某些罪惡的事。敏銳的基督徒能夠強
烈感覺出撒但在某些地區的統管勢力。
例如，新加坡人普遍持有一種「怕輸」的「心態」，甚至連當地的漫
畫也以這點為主題。所謂「怕輸」，就是「爭先恐後，每樣東西我都
要得到！」這實在是一種一心榮耀自己的罪惡意念。神在我們為這國
家禱告時啟示我們說，轄制著這個國家的權勢就稱為「怕輸」
。
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城裡有大約五千名以賣淫為生的妓女。泰國的曼谷
則數以萬計，而且她們大多數是在少年時被父母販賣為娼的。這些城
市有什麼共同點呢？轄制著那裡的權勢，就是娼妓。
美國各地方各有不相同的權勢管轄。轄制著三藩市的勢力是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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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奧爾良是狂歡、在華盛頓則是權力。

禱告行軍的應對策略
我們對這種情形能做什麼呢？羅渣•科士打（Roger Foster）和他在倫敦
的同工曾經組織了「耶穌大巡行」
（March For Jesus）
，向這些權勢挑戰，
宣告基督已經在這些撒但的管轄區裡得勝了。新加坡的細胞小組則舉行
半宵禱告，有時候一面繞著住宅區行走，一邊細聲禱告，與該區的撒但
權勢展開鬥爭。我們到任何一個城鎮去，都可以感覺到轄制著那裡的一
股邪惡力量。
小組也可以做：你的細胞小組必須以禱告來面對這三個層面的爭戰。你
們要一起為著未信者生命裡的各種頑固陣地禱告，這點很重要。你們可
以步行或開車繞著某個鄰里住宅區而行，為那裡未信的居民祈求，願神
在他們心裡播下福音的種子。
神的啟示點出隱藏的問題：我們個人的盲點和罪行通常被周圍的文化所
混淆和掩蔽，而文化通常又被邪惡的勢力所滲透，因此這是基督徒感覺
最束手無策的事。華人有一句諺語說：「魚不知水」
，因此今天的我們實
在很需要先知的預言，就好像以色列的舊先知一樣。
診斷你自己：你如何爭取個人的成就呢？你在那些人面前力求表現呢？
我們如何穿著、住什麼房子、駕什麼車子、工作表現如何等等，都深深
受到我們周圍的權勢力量所影響。而除非我們能夠明白這點，知道自己
的思想行為受著天空執政掌權的惡魔所控制，否則我們怎麼願意改變
呢？到「聆聽室」去思想這些問題。看看神會對你說些什麼！

第十週：第五天
本 課：能力之戰
本 週：認識屬靈爭戰
今 天：向標竿直跑
讀

歌羅西書 2：15；彼得前書 3：22

宣教士殉道的見證：當我還是個少年的時候，納德（Nate Saint）來到印
地安納州巴爾的（Baer Field）地方，並到我們的教會來聚會。他擁有一
架雙座飛機，經常教我學習飛行。後來他和我們教會裡最漂亮的一位女
孩分了手，因為她覺得神沒有呼召她去嫁給一名飛行宣教士做妻子。
較後，我在學院裡認識了金（Jim Elliott）和艾登（Ed McCulley）。金可
說是我所遇見過的基督徒中最屬靈的一位，直到他畢業後，我腦海裡仍
然對他存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記得艾登，因為他是個傑出的足球隊
員，又是同學中唯一開了部新車子的。納德完成了他的空軍課程，那時
候也和我們在一塊。
他們三人，和畢（Pete Fleming）及羅渣（Roger Youderian）一起到厄瓜
多爾去，要向那裡的印地安人奧卡部落（Auca）從事宣教。這個獵人頭
的部落未聽過福音，曾經去那宣教的外地人也從來沒有一個得以生存。
他們乘飛機到奧卡部落的森林區上空，他們先把禮物放在籃子裡用繩子
綁著垂下去，然後再由一條河（Curaray）岸降陸。當他們如此帶著愛心
和禮物向奧卡族人伸出友誼之手時，卻被奧卡族人以亂刀劈死，並將他
們的屍體丟到河裡餵魚。他們的妻子也在一夜間成了寡婦。
那時我在華盛頓市郊的一間教會工作。事發當天，我剛從醫院做完探訪，
正在回家的路途上，突然收音機裡傳出了這項新聞報導，我把車子停到
路邊去，傷心得不住哭泣。回到家裡，我發現路得也在那裡難過的流淚。
我們記得在結婚不久前才和他們見過面，一時間無法相信這是真的。這
次事故完全扭轉了我們的生命。在這件事發生之前，我曾經在葛培理佈
道團裡服事了幾年，後來又在一個現代化的小鎮建立一所教會。雖然神
曾經呼召過我們到宣教工場去，但是我們對神的呼召卻無動於衷。
當我正準備到宣教工場去時，那些宣教士的遺孀們決意繼承丈夫的心
志，繼續向奧卡族人傳福音。她們帶著一位年幼的女兒一起前往奧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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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住在那些曾經殺害她們丈夫的奧卡族人當中，她們留在那裡，直到
福音傳遍了整個部落。伊麗莎白（Elizabeth Elliott）把那位曾經殺害她丈
夫的奧卡人帶到美國，向世人見證，神的恩典臨到他身上，使他得以進
入神的國度。
金曾在我的畢業記念冊上留言，他寫道：
「智者，是一位懂得以不能保存
的東西，去換取具有永恆價值的東西的人。」你知不知道，希臘文裡的
「作見證」這個名詞在英文裡是「殉道」的意思呢？當我們決定要作見
證，向撒但的權勢挑戰時，我們也同時要明白這是必須付上代價的一場
爭戰。神的國度有許多見證人，也同樣有許多殉道者。如今來到這段旅
程的末端，你必須對你在神國度裡的生命做出抉擇。神的國度裡沒有讓
你安於現狀的選擇，你不能說：
「我就站在這裡，我已經很滿足了！」這
段旅程是沒有終點的。是會繼續的，一直到永恆。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歌羅西書 2：15）
默想歌羅西書 2：15。在以下空白處寫下你對聖靈使用這些宣教士的性
命，來將數十年來一直控制著奧卡族印第安人的「執政的、掌權的消除」
這件事有什麼感想：

十字架的大能使我們這些住在神國度裡的人不害怕死亡。耶穌被釘在十
字架上的時候，撒但以為自己已經打了勝仗，卻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被
擊潰！死亡的毒鉤不能臨到我們。我們活在這世界上有喜樂，是因為我
們對未來存有盼望。對未信的人來說，死亡是悲慘的；但是對我們來說，
『死了就有益處』
（腓立比書 1：21）
。死亡的恐懼可說是人類最難擺脫
的一個事實；然而我們知道，死亡的權勢無從得勝，它的毒鉤也傷不了
我們（哥林多前書 15：55）

問題與答案：
1. 在每一次聚會中，有哪些人在場？
答：神、天使、弟兄姐妹、魔鬼。
2. 怎樣才能讓魔鬼離開？
答：透過敬拜與讚美。詩篇 22：3
3. 在屬靈的兵器中，有哪兩樣是用來攻擊的？
答：a. 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b. 聖靈裡的禱告。
4. 屬靈爭戰有哪三個層面？
答：a. 實際交鋒層面：個人層面，指驅趕魔鬼的事工。
b. 密術層面：撒但黑暗權勢的層面。
c. 戰略層面：針對區域層面的邪靈作爭戰的禱告。
5. 如何在一個地區用最簡單的方法來明白這地區的堅固營
壘？
答：這個地方最怕的是什麼。
z 請繼續寫聆聽神日誌。別忘了記下日期哦！
z 可預備心在社區中作禱告行進的活動。
z 請複習第八週和第九週的問題與答案。

彼得前書 3：22 是另一處重要的經文，你可以在聖經上劃線註明，用來
提醒我們：
『耶穌已經進入天堂，在神的右邊；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
能力的，都服從了祂。』那些在厄瓜多爾殉道的五個人此刻正因奧卡族
人的信主而發出勝利的歡呼，他們現在和基督一起坐在第三層天裡。 而
我們很快也將到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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