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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課】 

六、屬靈爭戰 (6:10-20) 

最後，你們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裡面剛強。 11 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

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2 因為我們的爭戰，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靈。 13 所以要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在這

邪惡的時代裡可以抵擋得住，並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後，還能站立得穩。 14 因此，你們要

站穩，用真理當帶子束腰，披上公義的胸甲， 15 把和平的福音預備好了，當作鞋子，穿

在腳上， 16 拿起信心的盾牌，用來撲滅那惡者所有的火箭； 17 並且要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起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18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裡祈禱，並且

要在這事上恆久警醒，為眾聖徒祈求。 19 也要為我祈求，使我傳講的時候，得著當說的

話，可以坦然無懼地講明福音的奧祕， 20 （我為這奧祕作了被捆鎖的使者），也使我按

著應當說的，放膽宣講這福音的奧祕。 

 在 4:1 所開始的道德訓勉題材，勸勉收信人/讀者，「行事爲人」要與他們從神領受崇

高的呼召相乘。五次的「行事爲人」，指向收信人/讀者必須採行截然不同的生活方

式： 

因此，我這為主被囚禁的勸你們：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你們所蒙的呼召， (4:1) 

所以，我要這樣說，並且要在主裡肯定地說：你們行事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存著虛

妄的意念。 (4:17) 

要憑著愛心行事，好像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己，當作馨香的供品和祭物獻給 神。 

(5:2) 

你們從前是黑暗的，現今在主裡卻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 (5:8) 

所以，你們行事為人要謹慎，不要像愚昧人，卻要像聰明人。 (5:15) 

o 最後的一次(5:15)，聚焦於聖靈充滿的基督徒：要讓聖靈充滿 (5:18)。 

 緊接的勸勉，是整卷書的高潮，挑戰收信人/讀者採取行動，要在主裏剛强的命令語

氣：你們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裡面剛強 (6:10)，整段(6:10-20)以結束 4:1 開始的道

德訓勉題材。 

 取自以賽亞的預言21，分爲三段： 

                                                      
21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死惡人。 (賽 11:4-5) 

他穿上公義的鎧甲，戴上救恩的頭盔，穿上復仇的衣服，披上熱心作外袍。 (賽 59:17) 

參考：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的陰影之下；他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把我藏在他的箭袋裡。 (賽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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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3 命令收信人/讀者要在主裏剛强，並在抵擋邪惡的超自然權勢時，穿戴神

的軍裝。 

6:14-17 命令要站穩。 

6:18-20 聚焦於需要持續，為眾聖徒禱告，並警醒。 

1. 要在主裏剛强 (6:10-13) 

6:10-11 

最後，你們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裡面剛強。11 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

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你們，被剛强起來，是針對整個群體。整個群體都被呼召，要被加添能力。這勸勉對

個人與群體，當他們與邪惡的權勢進行屬靈爭戰時，他們不但要自己被加添力量，因

而站立得穩，也要鼓勵信徒同伴同樣的作，以致能夠結合為一來抵擋魔鬼。 

 剛强，是被動的形態，是被剛强。是靠主的大能大力，被剛强起來。 

 要穿戴，是實行靠主的大能大力，被剛强起來，穿戴神的軍裝。在前面的道德訓勉

中，詳述了脫去舊人，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裡

創造的 (4:24)。穿上新人，與穿戴的軍裝是一樣的。 

 所穿戴的軍裝，目的是爲了「使你們能站穩、來抵擋魔鬼的詭計」(呂)。連續的提到，

站穩才能抵擋魔鬼(11、13、14)，免得屈服于魔鬼的邪惡詭計。 

o 詭計是複數，是不斷重負或變化多端的意思。 

o 魔鬼千方百計企圖取得立足點，然後就用詭計藉著人失控的怒氣(4:26)、虛謊

(4:25)、偷竊(4:28)、不造就人的話(4:29)，所有舊人不討神喜悅的行爲(4:22)，

爲了要阻擋福音的擴展，和天上地上的萬有，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1:10)。 

6:12-13 

因為我們的爭戰，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和

天上的邪靈。 13 所以要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在這邪惡的時代裡可以抵擋得

住，並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後，還能站立得穩。 

 所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如其他經文用有血有肉形容軟弱和脆弱的人：血肉之

體不能承受 神的國，必朽壞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壞的 (林前 15:50)，而是面對殘忍的

敵人。 

 在 6:11 提到所抵擋的魔鬼，6:16 稱爲「那惡者」。 

                                                      
那傳福音、宣布平安、傳美好的福音、宣布救恩，又對錫安說「你的 神作王了」的，他的腳蹤在山上多麼的美！ (賽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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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 6:12 所對抗的敵人是多數的邪靈：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和天

上的。 

o 魔鬼與這些多數的邪靈，屬於黑暗的權勢 (西 1:13)，空中掌權的首領，就是現

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2:2)，利用文化與社會體系，破壞神創造與拯救的

工作。 

o 撒旦及其黨羽存在，就是要將他們邪惡的破壞影響力帶到世界人類的每一個層

面上。 

 基督徒教師和他們的教導，也是運行的靈攻擊與曲解的對象。 

這樣的人是假使徒，是詭詐的工人，裝成基督的使徒。這並不希奇，因為撒但自己也

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但的僕役裝成公義的僕役，也不必大驚小怪  

 (林後 11:13-15) 

o 異端就是因爲這樣的活動，使人離開真道：聖靈明明地說，日後必有人離棄信

仰，跟從虛謊的邪靈和鬼魔的教訓 (提前 4:1)。 

o 詭詐的工人，分離教會的信徒，製造懷疑與混亂，藉光面堂皇名義離開教會，

另起爐竈。分裂了基督的身體，屬靈的家，神的教會。化裝為屬靈的領袖，實

際上是撒但的僕役。 

 所以要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並且再一次說站立得穩。在這邪惡的時代 (和：磨難

的日子)，或邪惡的世代 (加 1:4，和：罪惡的世代)，信徒要抵擋魔鬼和他的大軍的時

間。爲了戰爭做好所有必要的準備，並且全副武裝之後，基督徒必須站立的穩，抵擋

邪惡權勢的猛烈攻擊。 

2. 站立得穩並穿戴神的軍裝 (6:14-17) 

6:14 

因此，你們要站穩，用真理當帶子束腰，披上公義的胸甲 

 爲了爭戰而作一切必要的準備，必須站立的穩(6:11,13)，這次是命令的語氣。 

 用真理當帶子束腰，是預備採取作戰行動。引用的是賽 11:5：公義必作他腰間的帶

子，信實必作他脅下的帶子。神的受膏者在神國度中的掌權，以公義和真理為特色，

彌賽亞在戰爭中所穿戴的軍裝，現在供應給祂的子民，讓他們去參與屬靈的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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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22，指神在福音中的啓示(如下)。爲神爭戰的，在福音中啓示的真理得力量，在態

度、言語、和行爲上彰顯這位受膏者的屬性。不允許魔鬼在他們身上，有可趁之機：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4:27)。 

真理的道，就是使你們得救的福音 (1:13) 

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4:15) (呂：以愛心持守眞理) 

因為真理是在耶穌裡的 (4:21) 

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裡創造的。 (4:24) (和：有真理的仁

義和聖潔)  

 公義23，公義的胸甲，胸甲是遮蓋胸部的一片軍裝，保護胸部免受劍擊或

箭射的傷害。取自賽 59:17 他穿上公義的鎧甲，耶和華穿上鎧甲(和：或

譯：護心鏡)，出發去拯救祂的子民，刑罰以色列國的敵人。 

o 信徒必須要穿戴神的公義為武裝，面受撒旦的攻擊。必須要在主

裏是新人，在行爲擧止上表現出公義的行爲。 

6:15 

把和平的福音預備好了，當作鞋子，穿在腳上 

 和平的福音，引自賽 52:7 那傳福音、宣布平安、傳美好的福音(和：那報佳音，傳平

安，報好信)。 

o 描寫那報信者傳達好消息，宣佈平安，把和平的福音傳開。而基督就是我們的

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一 (2:14)。 

o 在 2:17 描寫彌賽亞自己，現在也用來描寫所有的信徒：他來把和平的福音傳給

你們在遠處的人，也給在近處的人。 

 基督已經藉著祂的救贖成就了平安，那些已經得到平安的人，就這樣預備了自己的

脚，就是預備要宣揚平安的福音。把平安的福音帶給遠方或臨近的人，是最美的事，

但是魔鬼一定盡可能的攔阻並攻擊，是一場屬靈的戰爭，要傳達的人必須為屬靈的爭

戰，穿上神的軍裝，預備自己打美好的仗。 

                                                      
22 真理 [ἀλήθεια alḗtheia] verity, truth 真實，可靠，與誠實；絕對的真理，真理的道， 福音的真理 

23 公義 [δικαιοσύνη dikaiosýnē] righteousness, justice or the virtue which gives each his due 公義，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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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拿起信心的盾牌，用來撲滅那惡者所有的火箭 

 信心本身就是盾牌，在受到攻擊的時候，支取神給我們的應

許，深信神必在爭戰中保護我們。彼前 5:8-9 你們的仇敵魔

鬼，好像吼叫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以吞吃的人；你們要

用堅強的信心抵擋他。 

 盾牌可以抵擋投射的燃燒箭，以致不能燃燒到可燃物或人身上。這種猛烈的攻擊，在

屬靈的戰爭中，就如試探、謊言、怒氣、懷疑、與沮喪，也包括攻擊像逼迫或錯謬的

教訓，就必須以堅强的信心抵擋。並且靠主的大能大力(6:10)，勝過撒旦的攻擊。 

6:17 

並且要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起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救恩的頭盔，引自賽 59:17 戴上救恩的頭盔 

(和：以拯救為頭盔)，耶和華是得勝的戰士，來

拯救祂的百姓，審判祂的敵人。現在神將頭盔賜

給信徒，來保護他們。這頭盔是救恩的本身。信

徒受到勸勉，要在屬靈戰爭中抓緊它。 

 聖靈的寶劍，聖靈使這寶劍有力，並且有效，給

予它鋒利的劍刃：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 (來 4:12)。這聖

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這裏所用的「道」是 ῥῆμα24，常用的是 λόγος25，可以交換用。 

 在 5:16 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所用的與 6:17 相同的是 ῥῆμα，是指

福音。强調的是説出的信息，由聖靈賦予穿透力與能力。 

 

思考： 

穿戴神的軍裝，抵擋詭計多端的魔鬼，不可給魔鬼留地步(4:27) 

 這段的指示吩咐，要我穿戴神的軍裝，抵擋魔鬼。我平時覺得禱告求神保守就

好，爲什麽還要穿戴複雜的軍裝？ 

站穩，要用真理、公義、和平的福音、信心、救恩、神的道，才能穩住，打美好的仗 

                                                      
24 道 [ῥῆμα rhēma] thing spoken, word 話，說詞，表達 

25 道 [λόγος lógos] of speech, Word of God 話語，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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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真理到神的道，這麽多的裝備，才能站穩，才能打仗。我知道要從哪個開始預

備嗎？還是所有提到的裝備的都是必要？ 

 

 

3. 警醒禱告 (6:18-20) 

6:18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裡祈禱，並且要在這事上恆久警醒，為眾聖徒祈求。 

 各樣的禱告26和祈求27…祈禱28…祈求，這樣的祈求禱告，强調相信與滿懷盼望的禱告在

基督徒爭戰中的重要性。每個字略有不同意思，參考本頁注脚字義，就如字面的意

思，是禱告或祈禱，祈求或代求的意思。 

 在聖靈裡，受聖靈的感動及引導，在同一位聖靈裡，可以進到父面前 (2:18)，聖靈也

在我們當中，你們在他裡面也一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2:22)，並

且被聖靈充滿，卻要讓聖靈充滿 (5:18)。 

o 應當毫無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腓 4:6)。 

o 我們是受到聖靈的驅策與引導，來向天父禱告，把任何的事都帶到神的面前。 

o 並不是指方言的禱告，而是基督徒時刻在屬靈爭戰中，必須藉著聖靈，獻上具

體的祈求。 

o 當我們不知道該禱告什麽時，聖靈幫助我們，或替我們照神的旨意祈求。聖靈

照著 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羅 8:27)。 

 恆久警醒 (和：警醒不倦，呂：以十二分的恆心專在這事上覺醒着)， 

o 警醒 [ἀγρυπνέω agrypnéō] to be circumspect, attentive, ready 保持自己清醒，醒

著；比喻作「守望、護衛、關切」某事物，儆醒(弗 6:18)。 

o 恆久 [προσκαρτέρησις proskartérēsis] persistancy:—perseverance 堅忍，忍耐。 

o 必須堅持不懈，勝過疲勞與沮喪，不落入靈命的沉睡或自滿。 

 為眾聖徒祈求，聖徒是基督徒的一貫描述(見講義 1:1 解釋)。屬靈的爭戰，是所有的信

徒，包括個人和團體，都在參與的爭戰。都須要在激烈的爭戰中站立得穩，須要基督

徒同伴的代禱。 

                                                      
26 禱告 [προσευχή proseuchḗ] prayer addressed to God 禱告 (所有格 單數 陰性 4335) 

27 祈求 [δέησις déēsis] a petition:—prayer, request, supplication 請求，祈求，祈禱 (所有格 單數 陰性 1162) 

28 祈禱 [προσεύχομαι proseúchomai] to pray to God, i.e. supplicate, worship 禱告 (現在 關身形主動意 分詞 主格 複數 陽性 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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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樣/所有的29，在本節出現四次，是最强烈的方式强調這樣相互代禱的重要性：所有

的時候、用所有的禱告與祈求、帶著所有的堅忍來禱告、為所有的聖徒祈求。 

 
* 禱告祈求：prayer, petition, praying    各樣/所有的：EVERY, EVERY all, ALL 

6:19 

也要為我祈求，使我傳講的時候，得著當說的話，可以坦然無懼地講明福音的奧祕 

 保羅鼓勵收信人/讀者要為神的所有百姓獻上祈求，也特別請求為他自己代禱。在監獄

中，可以有機會放膽，而且清晰的宣講福音的奧秘(參考：1:9-10, 3:3-6,9)。 

 得著當說的話 (和：得著口才)，在開口宣講複印的奧秘是，說出正確合適的話語。並

且勇敢坦率的說出來。 

6:20 

（我為這奧祕作了被捆鎖的使者），也使我按著應當說的，放膽宣講這福音的奧祕。 

 保羅的鎖鏈，不單是指他的身體被囚禁，也表明了是他所負的重任。 

 所以即使被監禁，仍然積極的把神所托付他福音的呼召，請求為他禱告，能夠毫無猶

豫的宣講福音。 

 

思考：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裡祈禱，並且要在這事上恆久警醒，為眾聖徒祈

求。 

 在習慣上，我請求別人為我禱告，為我的身體、為我的工作、為我明天的考試、

為各樣事情禱告。 

o 我問別人需要禱告嗎？我問別人需要為什麽禱告嗎？ 

                                                      
29 各樣 [πᾶς pâs] each, every, any, all, the whole, everyone, all things, everything 每一，各，任何；全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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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記得為所答應的人或事禱告嗎？ 

o 只禱告一次就結束？還是不斷的警醒禱告？ 

 

 

肆、書信的結尾 (6:21-24) 

親愛的推基古弟兄是主裡忠心的僕人，他會把我的一切都告訴你們，使你們可以知道我的

景況。 22 為了這緣故，我就差他到你們那裡去，好讓你們明白我們的近況，並且叫他安

慰你們的心。 23 願平安、慈愛、信心，從父 神和主耶穌基督臨到眾弟兄。 24 願一切以

不朽的愛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幾句的結尾，介紹了所推薦的推基古，然後是祝禱。6:21 與西 4:7 字句相符，可能這

二封信，是同時或寫的時間相近，由推基古帶著前往小亞細亞。 

6:21-22 

 推基古是亞細亞人(徒 20:4)，與保羅一起曾經在希臘，在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結束

時，一起到特羅亞(在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邊)，後來陪伴保羅到耶路撒冷。在保羅事奉

的後期，有很親切的關係，可能是本書信的收信人認識的。 

 親愛的推基古弟兄…忠心的僕人，稱呼是弟兄，忠心的僕人，分明是很親切的關係，

而不用同工或助手的稱呼。 

6:23 

 祝福的禱告，祈求的從平安開始，比較其他的書信，比較不尋常。平安是這封信的主

題之一，2:14-18 和平，與 4:3 和睦，及 1:2;6:15; 6:23 的平安是同原文字。 

 隨著平安的祈求，接著是慈愛、信心 (直譯： 以及愛與信心)，指的是從神來的愛。是

再一次的像 3:17 的祈求：使基督藉著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使你們既然在

「愛」中扎根建基。 

6:24 

 都蒙恩惠，對象不是第二人稱，而是第三人稱「一切…的人」。是所有「以不朽的」

愛，不能朽壊、不腐敗的愛。 

 願一切以不朽的愛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和：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從

神的恩典湧流而出，顯在現今的世代，也顯與將來的世代。要在將來的世代中，顯明

他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恩典，是多麼的豐盛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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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在最後的祝福，保羅祝福：願平安、慈愛、信心，從神降臨到收信人。 

 我為人祝福，或在禱告裏求神賜福，我一向爲人求些什麽？ 

 我爲人求平安、慈愛、和信心嗎？哪一個是我從來不爲人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