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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界爭戰的神學與禱告] 

第一課: [屬靈戰爭的本質] 

 

本課程所要認識的戰爭是所有的戰爭中最可怕的一種. 是每一個基督裡重

生的人都要清楚認知的戰爭. 這場戰爭若不為你我帶來極大的喜樂就是最深

的痛苦. 這樣的戰爭是靈界裡的戰爭,是會直接影響我們生活中的每一部份. 

沒有一個人可以避免或躲藏的戰爭是屬於神的力量與撒但的力量之戰. 

 

(一) 戰爭的本質: 

基本上這是屬於靈界的不是屬於肉體或物質方面的戰爭. 

a. 定義:  

⚫ 發生於不可見的____ ____裡但卻是於可見的____ ____生活環境中表現

出來的一種____ ____.  換言之,它是在靈界中那些靈體之間所發生的

衝突卻直接影響到你我的生活的一種戰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兩種人生觀: 

B1. ____ ____ ____ ____人生觀: 人可以藉著理性來判斷這宇宙的原理.

他們相信人可以從自然的環境中找到人所要的答案. 

    B2.____ ____的人生觀 

 

 

 

  

    靈界 

 

 

 

 

物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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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戰爭所帶的影響: 

 

a. 對個人的影響:  

許多基督徒看見他們的生活是屬靈戰爭的受害者. 這不一定是他們個人做

了那些壞事,因為也有可能是他們個人生命中____ ____ ____ ____的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對家庭的衝擊:  

⚫ 撒但所要做的就是讓夫妻不必____ ____ ____ ____,讓夫妻各人自己追

求自己的____ ____.  [林前 7:4-5] 

⚫ 撒但要使夫妻不能____ ____ ____ ____: [彼前 3:7 ] 

⚫ 撒但要使人離開神的____ ____與____ ____:[馬太 19: 19:3-8  ] 

 

b. 對教會的衝擊: 

[提前 4:1-4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

靈和鬼魔的道理；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

一般。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譯：又叫人戒葷），就是神所造，叫那

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

沒有一樣可棄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對社會文化的衝擊: Cultural impact 

[但 10:1-21 ] 

 

⚫ 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我們____ ____ ____那屬靈的戰爭與事實,繼續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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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____中的生活. 

 

(三) 戰場:  

[弗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是摔跤；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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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天際, 空中: 聖經中所說到天有三個層面: [林後 12: 2-4  ] 

⚫ 第一層天: 指我們所居住的____ ____與____ ____. 

⚫ 第二層天: 指____ ____ ____ ____ [伯 38:4-11] 

⚫ 第三層天: 指神所居住的____ ____: [弗 1:3]  

A1. 戰場上有那些人呢? 

⚫ ____ ____在天上,坐在神的右邊: [弗 1:20-22] 

⚫ ____ ____也要與他一同座在天際: [弗 2:6-7] 

⚫ ____ ____[弗 3:9-10] 

⚫ ____ ____ ____ ____: [弗 6:12] 

 

b. 屬靈的首都: 

c. 決定讓誰作主: 

 

(四) 戰場上的敵人: 

啟示錄第十二章告訴我們有一天在天上見靈界裡的戰爭會在人所看得見的地

上顯明出來.  

 

a. 敵人的目標:  

我們的四週充滿靈戰的敵人.他們所要於我們的並不是土地或金錢或甚麼東

西,而是____ ____. 

⚫ [賽 48:11 我為自己的緣故必行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褻瀆？我必不

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 

⚫  [林前 10:31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 [西 3:23 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 

 

b. 仇敵所用的策略:  

⚫ 撒但的計謀: [弗 6: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

計；] 

⚫ 保羅也勸勉我們不可以不知道撒但的詭計: [林後 2:10-11 你們赦免

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的，免得

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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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戰爭所需要的力量:  

[西 1:13-15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我們

在愛子裏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Col 1:13-15 For he has rescued us from the dominion of 

darkness and brought us into the kingdom of the Son he loves, in whom we have 

redemption,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the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NIV) 

 

信徒接受耶穌基督時就已經得自由了,為何還是會受到撒旦的攻擊與捆綁

呢? 我們得自由是因為在基督裡得勝有餘了,是因為基督已經全然得勝了.只是

基督徒還試著用自己的力量來與魔鬼爭戰;而不靠基督的得勝力量. [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你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

們的心！] 

 

我們力量的來源: 撒但根本不怕我們,但是牠沒有辦法在神面站立. 所以保

羅說: [弗 6:10-11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

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