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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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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6: 10-11)
1. 為什麼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弗4: 27, 30]
魔鬼常挑動我們的「老我」(Flesh: Self-centeredness tendency)叫我們不順
服神，所以我們必須出去爭戰，我們靠主也必能得勝。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
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弗4: 27, 30)
2. 什麼是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羅13: 14; 提後2: 1]
這軍裝是象徵耶穌基督 - 祂如何把自己賜給我們，我們也當如何「穿戴」
祂。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13: 14)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提後2: 1)
全副軍裝可分兩類(按字句的時態看)：一是我們已常擁有的 (基督的真
理，基督是我的義，基督是我的平安)；另一是我們必須常拿起的 (拿著
信德的盾牌，戴上救恩頭盔，並聖靈的寶劍)
3. 要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我們當了解三個有關的問題：
(1) 這是一件怎樣的軍裝？ (What does it look like?)
(2) 這軍裝如何能保護我和助我得勝？(How does it protect & empower
me?)
(3) 我當如何穿上這軍裝？(How do I put it on?)
I.

以真理鞏固生命 (Fortify Your Life With The Truth)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6: 14a)
(1) 真理是什麼？神所說的一切話 [約14: 6; 8: 31-32; 可5: 19; 路8: 39]
* 真理 (Truth)  有關係的真知識 (True knowledge is always
relational)
Intellectual Honesty vs Reality Honesty (What He said, What He did,
What He is to me)
「耶穌不許，卻對他說：「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將主為你
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可5: 19)
(2) 真理使我們不至被引誘絆倒 [來12: 1b]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
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12: 1b)

(3) 如何知道自己活在真理中？[約壹 3: 18-19]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
實上。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
安穩。」(約壹 3: 18-19)
II. 以公義潔淨內心 (Purify Your Heart With His Righteousness)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6: 14b)
(1) 公義是什麼？就是神藉耶穌基督，把祂自己的公義賜給了我
(Imputed Righteousness)，使我得被神接納；而我也因相信神而願順
從聖靈而行，神的公義和聖潔 (Imparted Righteousness)就在生命中
活現出來。(Being right before God and becoming right with others as I
act rightly before others) [創15: 6; 羅3: 22]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羅3: 22)
(2) 公義能保護我在情緒上不被魔鬼迷惑，因為我在耶穌基督裏已不再
被定罪了。(參羅8章)
神的義帶出夢寐以求的人生 (羅8章)
1. 不定罪的人生 - 神不再向我發怒了
2. 不受罪轄制的人生 - 罪不能再控制我
3. 不失望的人生 - 在苦難中，仍在神的手裏而非在魔鬼手裏
4. 不誤事的人生 - 命運得失，不再叫我害怕
5. 不恐懼的人生 - 因敬畏神而不再害怕人
6. 不缺乏的人生 - 神會到時到候供應我的一切所需
7. 不隔絕的人生 - 不會與神的愛隔絕
(3) 要穿上公義，我必須飢渴慕義，並全心把自己奉獻給主 [太5: 6; 羅
6: 19]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5: 6)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你們從前怎樣將
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
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羅6: 19)
III. 以平安主導我的生活 (Simplify My Life With Peace)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6: 15)
(1) 這平安的福音是什麼？是與神和好，帶來能與人和好的神所賜的真
平安。(Peace of God comes from Peace with God & Peace with Man)
[羅5: 1]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羅5: 1)
(2) 這平安叫我心中得力，天天得勝和滿足，不再相信魔鬼的恐嚇。[腓
4:12-13]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
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腓4: 12-13)
以主的平安主導我過滿足的生活
1. 我學會了不去比較
2. 我學會了適應改變
3. 我學會了倚靠基督的大能
4. 我學會了相信神必給我充足
(3) 繼續有這平安的途徑，就是以佈道講道傳福音自強 [羅10:15]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
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10: 15)
IV. 以信德保護我的心思意念 (Guard My Mind with Faith)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v. 16)
(1) 信德 (Faith)是什麼？不是拿著「信仰」而是拿著「信德」。信德就
是信仰的實踐和日常的應用 (Faith is the working out of the
implication of our belief)
(2) 魔鬼常常藉著我們的感受 (Feeling)迷惑我們。因為我們通常不會分
析感受是真是假，皆全接受為事實。
(3) 我們當如何保護我們的頭腦心思意念？
1. 不要全相信你所想的都是從你而來 (Do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Think) [林後11: 14]
「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林後11: 14)
* 若我們所思所想不一定是真理，那麼我們所感受的也不一定
是反映現實和真理。
2. 每事都認定真理，不再需與魔鬼的話語爭辨 (Evaluate every
thought by the truth) [林後10: 5; 詩101: 3]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
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10: 5)
「邪僻的事，我都不擺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惡，
不容沾在我身上。」(詩103: 3)
3. 決定凡事都先想清楚 (THINK)，思念神的信實
T = Test every thought (試驗每一個心思意念)
H = Helmet your head (保護你的心思意念)
I = Imagine great thoughts (多思想神應許和美事)
N = Nourish a Godly mind (學習默想背誦神的話和思想美好可敬
的事)
K = Keep on learning (虛心學習神的道)

V. 以滿足的盼望等候神的榮耀 (Anticipate My Glorious Future with
Hope)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v. 17a)
(1) 救恩的頭盔就是滿足的盼望，等候主的再來 [帖前5: 8]
「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
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帖前 5: 8)
(2) 如可穿戴這頭盔？[羅13: 11-14]
「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
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
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 總要披戴主耶穌
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13: 11-14)
VI. 以神的話每一刻得勝 (Sanctify Your Moment with the Word of God)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v. 17b)
(1) 神的道就是聖經的金句，可以在不同境況中教導我們，如何在每一
刻得勝 [來4: 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
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
明。」(來4: 12)
(2) 讓我們天天讀經並重新開始背誦金句 [帖後3: 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帖後 3: 3)
Wounded Soldier 受傷的勇士(Words & Music: Danny Daniels, ©CCLI145940)
I am a wounded soldier, 我是一個受傷的勇士
But I will not leave the fight. 但我不會離開戰役
Because the Great Physician is healing me . 因那偉大的醫治者在醫治我
So I’m standing in the battle, 我仍站穩於戰場中
In the armour of His light; 神的真光作我的盔甲
Because His mighty power is real in me 祂的大能確實與我同在
I am loved, (I am loved) 我是被愛的
I am accepted, (I am accepted) 我是被接納的
By the Saviour of my soul. (Saviour of my soul) 拯救我靈的主愛我、接納我
I am loved, (I am loved) 我是被愛的
I am accepted, (I am accepted) 我是被接納的
And my wounds will be made whole. 我的傷口得以治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