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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建造与争战—为着召会的建造， 

需要从事属灵的争战 
RK 诗歌：642，554 

读经：尼四，弗一19~23，二6、21~22，四16、23~24，六10~20 

尼4 从略。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 

弗1: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仉世的，连来

世的也都在内，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弗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弗2: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弗2: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弗2: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弗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

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弗4: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弗4:24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

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弗6: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作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

住。 

弗6: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 

弗6:15 且以和帄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 

弗6: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销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 

弗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弗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弗6: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 

弗6:20 （我为这奥秘作了带锁链的大使，）使我在这奥秘上，照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 
 

壹 尼希米四章描述仇敌对重建城墙的破坏： 
尼4 从略。 

一 仇敌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藐视他们的建造工作—1~3节： 

尼4:1 参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 

尼4:2 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作什么呢？他们要为自己修

筑城墙么？要献祭么？要一日完成么？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么？ 

尼4:3 亚扪人多比雅站在旁边，说，他们所建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踩出洞

来。 

1 仇敌因为建造的工作有进展，就甚发怒；他们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7~8

节。 

尼4:7 参巴拉、多比雅、亚拉伯人、亚扪人、亚实突人，听见耶路撒冷城墙修复

的工作有进展，破裂的地方开始堵住，就甚发怒。 

尼4:8 他们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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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尼希米信靠神，祷告神使他们的凌辱归于他们自己；这样，犹大人建造城墙，

因为他们用心作工—4~6节。 

尼4:4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凌辱归在他们头

上，使他们在被掳到之地成为掠物。 

尼4:5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建造的

人面前惹动你的怒气。 

尼4:6 这样，我们建造城墙，城墙就都连接起来，高至一半，因为百姓用心作工。 

二 犹大人祷告他们的神，在尼希米的指示和指挥下设立看守的人，昼夜防备敌人： 

1 他们预备好用兵器争战，因为尼希米鼓励他们，指示他们要记念大而可畏的

主，并要为他们的家人争战—14节。 

尼4:14 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记念

那大而可畏的主，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 

2 尼希米的仆人一半作工，一半拿兵器，预备好争战—16节。 

尼4:16 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作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

都站在犹大家众人的后边。 

3 一面，以色列人预备好争战；另一面，他们信靠神，相信神要为他们争战—

9~23节。 

尼4:9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设立看孚的人，昼夜防备。 

尼4:10 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尼4:11 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还不知道，还看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

们，使工作止住。 

尼4:12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来对我们说，他们必从你们所到的各处上

来攻击我们。 

尼4:13 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家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旷处。 

尼4:14 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记念

那大而可畏的主，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 

尼4:15 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计谋，又见神破坏他们的计划，就不来了；我们

都回到城墙那里，各作各的工。 

尼4:16 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作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

都站在犹大家众人的后边。 

尼4:17 建造城墙的、扛抬重物的，都佩带兵器，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 

尼4:18 建造的人都腰间佩刀建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 

尼4:19 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彼此相离

甚远； 

尼4:20 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要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争战。 

尼4:21 于是，我们作工，其中一半拿枪，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尼4:22 那时，我又对百姓说，各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城中住宿，好在夜间

抣卫我们，白昼作工。 

尼4:23 这样，我和我的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抣卫兵，都不脱衣服，各人右手

拿着兵器。 

4 尼希米作为总司令，也在那些预备与仇敌争战的人当中；他有分于夜间守望，

并没有将这些事留给别人作，乃是亲自参与—17~23节。 

尼4:17 建造城墙的、扛抬重物的，都佩带兵器，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 

尼4:18 建造的人都腰间佩刀建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 

尼4:19 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彼此相离

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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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4:20 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要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争战。 

尼4:21 于是，我们作工，其中一半拿枪，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尼4:22 那时，我又对百姓说，各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城中住宿，好在夜间

抣卫我们，白昼作工。 

尼4:23 这样，我和我的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抣卫兵，都不脱衣服，各人右手

拿着兵器。 
 

贰 建造召会作神的城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建造唯有借着争战才能进行—弗二

21~22，四16，六10~20： 
弗2: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弗2: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弗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

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

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弗6: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作成了一切，还能

站立得住。 

弗6: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 

弗6:15 且以和帄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 

弗6: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销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 

弗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弗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弗6: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 

弗6:20 （我为这奥秘作了带锁链的大使，）使我在这奥秘上，照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 

一 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时，以斯拉、尼希米这些人起来重建圣殿和圣城，乃是经

过厉害的争战。 

二 与尼希米一同作工建造的以色列人，一手作工建造，一手拿兵器争战（尼四17）；

这启示每当我们在神的建造上劳苦时，必然会有争战。 

尼4:17 建造城墙的、扛抬重物的，都佩带兵器，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 

三 就建造神的居所而论，在神和祂的仇敌之间有一场真正的冲突，一场激烈的争战—

1~3、7~8节： 

尼4:1 参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 

尼4:2 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作什么呢？他们要为自己修

筑城墙么？要献祭么？要一日完成么？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么？ 

尼4:3 亚扪人多比雅站在旁边，说，他们所建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踩出洞

来。 

尼4:7 参巴拉、多比雅、亚拉伯人、亚扪人、亚实突人，听见耶路撒冷城墙修复的工

作有进展，破裂的地方开始堵住，就甚发怒。 

尼4:8 他们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 

1 仇敌不喜欢看见神居所的建造顺利进行。 

2 撒但要竭尽所能地打岔、搅扰、攻击并毁坏—太十六18~19。 

太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

能胜过她。 

太16:19 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

捆绑的；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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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必须建造召会作为殿，并且从事争战，使神能得着国度—六10。 

太6:10 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五 当圣徒为着召会生活的扩展而移民时，他们乃是争战的军队—参徒八4~12。 

徒8:4 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神的话为福音。 

徒8:5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向他们传扬基督。 

徒8:6 群众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注意他所说的话。 

徒8:7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灵附着，那些污灵大声呼叫，就出来了；还有许多瘫痪的和

瘸腿的，也都治好了。 

徒8:8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乐。 

徒8:9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自称大人物，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

奇， 

徒8:10 众人从小到大都注意他，说，这人就是神的能力，那称为大的。 

徒8:11 他们注意他，因为他长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徒8:12 及至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的国和耶稣基督之名的福音，连男带女就受了浸。 

六 那些建造召会的人都得一面建造，一面争战—尼四14、16~21。 

尼4:14 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记念那大

而可畏的主，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 

尼4:16 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作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

在犹大家众人的后边。 

尼4:17 建造城墙的、扛抬重物的，都佩带兵器，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 

尼4:18 建造的人都腰间佩刀建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 

尼4:19 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彼此相离甚远； 

尼4:20 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要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争战。 

尼4:21 于是，我们作工，其中一半拿枪，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七 没有争战，没有争战的灵，就没有建造；建造需要艰苦的争战。 
 

叁 为着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需要有属灵的争战—弗六10~20：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

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弗6: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作成了一切，还能

站立得住。 

弗6: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 

弗6:15 且以和帄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 

弗6: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销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 

弗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弗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弗6: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 

弗6:20 （我为这奥秘作了带锁链的大使，）使我在这奥秘上，照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 

一 很可惜的是，在今日的召会中，因着生命的软弱，属灵力量的缺乏，和真理亮光的

不够明亮，信徒几乎都不懂得什么叫作属灵的争战。 

二 属灵的争战是基于基督的得胜—来二14，西二15，约壹三8： 

来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

死权的，就是魔鬼， 

西2:15 既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

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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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壹3:8 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

消除魔鬼的作为。 

1 属灵争战的起点，乃是要站在基督的得胜上面，就是要看见基督已经击败了仇

敌—歌四8，启三21，五5~6： 

歌4:8 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从亚玛拿

顶，从示尼珥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穴，从有豹子的山岭，来观看。 

启3:21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

上与祂同坐一样。 

启5:5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

祂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它的七印。 

启5: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被杀

过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a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约壹三8。 

约壹3:8 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为此，神的儿子显现

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 

b 基督在祂的成肉体和人性生活里，在旷野受试诱时击败撒但—太四

1~11。 

太4:1 随后，耶稣被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诱。 

太4:2 祂禁食了四十昼四十夜，后来就饿了。 

太4:3 那试诱者进前来，对祂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

吧。 

太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太4:5 而后魔鬼带祂进了圣城，叫祂站在殿翼上， 

太4:6 对祂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

你吩咐祂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太4:7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太4:8 魔鬼又带祂上到一座极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

指给祂看， 

太4:9 对祂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 

太4:10 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

奉祂。” 

太4:11 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看哪，有天使进前来服事祂。 

c 主耶稣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魔鬼；祂将撒但废掉，使他归于无有—

来二14。 

来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

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2 召会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保守基督的得胜；主已经打了胜仗，召会就是在这

里守住祂的胜利—弗六11、13。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6: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作成了

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三 召会与撒但之间的争战，乃是我们这些爱主、在祂召会里的人，和诸天界里邪恶势

力之间的争战—12节：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

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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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乃是背叛的天使；他们跟从撒但一

同背叛、抵挡神，现今在诸天界里管辖世上的列国—西一13，但十20。 

西1:13 祂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祂爱子的国里； 

但10:20 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么？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争战，我

出去后雅完的魔君必来。 

2 我们必须领悟我们的争战不是抵挡人，乃是抵挡诸天界里的邪灵，就是那邪恶

的势力。 

四 属灵的争战乃是基督身体的事；我们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争战—弗一22~23：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弗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1 属灵的争战不是个人的事，乃是基督身体的事—四12、16，五30。 

弗4: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弗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

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

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弗5:30 因为我们是祂身体上的肢体。 

2 召会是一个团体的战士，信徒一同组成这团体的战士—六10~20。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

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弗6: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作成了

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弗6: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 

弗6:15 且以和帄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 

弗6: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销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 

弗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

神的话； 

弗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弗6: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 

弗6:20 （我为这奥秘作了带锁链的大使，）使我在这奥秘上，照我所当讲的，

放胆讲说。 

3 我们若从以弗所一章读到六章，就会看见争战是基督身体的事；而身体乃是在

基督里、在那灵里并在诸天界里的新造—二6： 

弗1~6 从略。 

弗2: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a 我们若没有身体生活，就不够资格从事属灵的争战。 

b 我们要争战，就必须在身体的实际中—四12、16。 

弗4: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弗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

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

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4 我们团体地形成一支军队之后，就能与神的仇敌争战—六11~12。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

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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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要对付神的仇敌，就需要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并叫祂坐在诸天界里，远超

空中一切邪灵的浩大能力，使我们得着加力—10节，一19~22：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

大，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

的右边， 

弗1: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仉

世的，连来世的也都在内，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1 我们要在主里得着加力，这指明在对付撒但和他邪恶国度的属灵争战中，我们

不能在自己里面争战；我们只能在主里并在祂力量的权能里争战—六10。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2 “要……得着加力”，这吩咐含示需要运用我们的意志；我们若要得着加力来

打属灵的仗，我们的意志就必须刚强且有操练—歌四4。 

歌4:4 你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楼，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

的挡牌。 

六 我们需要认识并应用属灵争战的原则： 

1 属灵争战的头一个原则，乃是不能用属肉体的兵器、属人的手腕和天然的办

法；属灵的争战不是抵挡肉体，乃是抵挡属灵的势力（弗六12），因此，所用

的兵器不该是属肉体的（林后十3~5）。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

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林后10:3 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照着肉体争战。 

林后10: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

固的营垒， 

林后10:5 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

掳来，使它顺从基督， 

2 属灵争战的第二个原则，乃是要守住升天的地位—弗二6： 

弗2: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a 打仗的时候，凌驾仇敌之上的地位，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 

b 撒但和他属灵的势力是在空中；但我们是坐在第三层天上，超过他们—6

节。 

弗2: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c 撒但和他的势力是在我们之下，他们注定是要被我们击败的。 

3 属灵争战的第三个原则，乃是必须用属灵的兵器—林后十3~5： 

林后10:3 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照着肉体争战。 

林后10: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

固的营垒， 

林后10:5 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

掳来，使它顺从基督， 

a 这些属灵的兵器，有能力攻倒仇敌坚固的营垒—4~5节。 

林后10: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

倒坚固的营垒， 

林后10:5 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

思想掳来，使它顺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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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们在争战的时候，一切的活动都要出于灵，都要从灵里面摸出那个感觉

来；这是极其基本的原则。 

4 属灵争战的第四个原则，乃是要有争战的祷告—属灵争战的祷告—太六

9~10、13： 

太6:9 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太6:10 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6:13 不叫我们陷入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

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a 何时何处有召会的建造，阴间的门就有活动来反对；所以，需要有争战的

祷告—十六18~19。 

太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

门不能胜过她。 

太16:19 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

已经捆绑的；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 

b 如果我们看见，最有价值的祷告是在升天里的祷告，我们就能领会，祷告

乃是一个争战，并且我们就会有争战的祷告；这就是以弗所六章所说之祷

告的性质： 

弗6 从略。 

㈠ 所有在天的境界里，从神的宝座上发出来的祷告，都是争战的祷告

—启五8，八3~5。 

启5:8 当祂拿书卷的时候，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都俯伏在羔羊

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炉就是众圣徒的

祷告。 

启8:3 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

祂，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启8:4 那香的烟同众圣徒的祷告，从那天使手中上升于神面前。 

启8:5 那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丢在地上，于是有雷

轰、声音、闪电、地震。 

㈡ 我们若在天的境界里，就能有升天的祷告，就是争战的祷告—弗二

6，六18。 

弗2: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弗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

祈求， 

c 我们一得加强，就得更新；一得更新，就被充满；一被充满，就装备好了

可以争战；在这个争战的灵里我们就有属灵争战的争战祷告—三14~16，

四23~24，五18下，六18。 

弗3:14 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 

弗3:15 在诸天里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从祂得名， 

弗3: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

面的人里， 

弗4: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弗4:24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

的。 

弗5:18下 ……乃要在灵里被充满， 

弗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d 我们需要时时在灵里祷告，穿戴神全副的军装，用争战的祷告在身体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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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好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建造基督的身体作神的家，使神得着荣

耀，并作神的国，使神掌权，而使神的经纶得着完全的成就—10~20节。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

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弗6: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作

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弗6: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 

弗6:15 且以和帄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 

弗6: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销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 

弗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

就是神的话； 

弗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弗6: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好放胆讲明福音

的奥秘， 

弗6:20 （我为这奥秘作了带锁链的大使，）使我在这奥秘上，照我所当讲

的，放胆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