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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慕主先鋒訓練中心---內在生活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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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台灣版 第一版  ***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本講義是根據江秀琴牧師，於美國加州慕主先鋒訓練中心所教授之「內在生活」

課程  --- 「服事」系列的內容所整理而成。目的是要方便各地參加課程的學員，

在上課時容易吸收；在課後，也易複習。  

由於這講義只是授課內容的節錄，所以建議弟兄姊妹在上課及課後討論時，務

必抄筆記、記錄心得，才能得著最大的益處。  

「內在生活」不是一個理論，乃是需要實際的操練，日日與主同行。這是一個

生命的培育與傳遞，無法速成。為了不限於只是知識的傳授，本為了不限於只是知識的傳授，本為了不限於只是知識的傳授，本為了不限於只是知識的傳授，本傳播事工傳播事工傳播事工傳播事工保留保留保留保留

這講義的版權，請弟兄姊妹不要自行影印這講義的版權，請弟兄姊妹不要自行影印這講義的版權，請弟兄姊妹不要自行影印這講義的版權，請弟兄姊妹不要自行影印。您若對本課程有興趣、或需更多的

講義，都請與我們聯絡。  

美國慕主先鋒傳播事工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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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慕慕慕主先鋒訓練中心主先鋒訓練中心主先鋒訓練中心主先鋒訓練中心 

感謝主！慕主先鋒訓練中心在神豐盛的恩典和祝福之下，於 2005 年 1 月開始上課。我們敬拜

感謝神奇妙大能的作為，祂從台灣、香港、中國、加拿大以及美國等地... 呼召了兩百多位弟

兄姊妹，包括青少年，來這裡接受裝備、訓練，在這末世成為基督火熱的新婦和大能的先鋒

軍隊。最近，為使更多外地弟兄姊妹接受裝備，訓練中心課程也在美國、台灣及世界其他地

區開展進行。 

施洗約翰怎樣預備耶穌的第一次來，祂也要得著一批因著心中燃燒對祂的愛火，以致可以火

熱地為耶穌而活的新婦戰士和先鋒軍隊，來傳講這個信息，並為主的再來預備道路。 

求神將新婦的愛火及先鋒的靈降在每個弟兄姊妹身上，使每一位都能為主興起發光，就是更

多被神的愛摸著，更認識祂對我們的愛，在神的愛裡火熱起來，以致神的光可以從我們的身

上發出來，去照耀這「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的世代。 

我們盼望有更多弟兄姊妹來這裡接受裝備。願神親自引領您們！  

慕主先鋒訓練中心校長 

江秀琴牧師  敬邀 

 

 

異象異象異象異象 

神曾賜下烽火台的異象，讓我們看到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區，包括台灣、中國大陸等地，

神要點燃愛慕耶穌的火。因此，裝備世界各地的華人基督徒，為耶穌預備火熱愛主的新婦，

迎接基督的再來，成為慕主先鋒訓練中心的異象及宗旨。這些新婦不僅自己火熱的愛慕耶穌，

傳揚這樣的信息；也點燃人心裡的愛火，要為耶穌預備一批心中燃燒著愛火，在末世願意與

耶穌共負一軛，以聖潔在全地掌權的基督新婦和先鋒軍隊。  

聯絡方式：  

電話：510-770-8857 

Email: frtcusa@gmail.com 

e-school website: www.forerunner.cc/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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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得勝之方(一) 為什麼要爭戰 

 

一． 為什麼要爭戰？ 

1. 啟示錄 12:7-12，因為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中。 

(1). 「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 

♦ 耶穌為我們被釘十字架，所有人類的罪都擔在耶穌的肩頭上，祂升上高天擄掠了      

眾仇敵，這時撒但和牠的使者，都一同被摔下去，將一切控告我們的律法和咒詛都

釘在十字架上。 

(2). 「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 因為仇敵已經不能在天上控告我們了，就氣忿忿的下到地上尋找可吞吃的人。 

2. 彼得前書 5:8，「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尋找可吞吃的人。」 

♦ 什麼樣的人是最可吞吃的呢？ 

              彼得前書 5:7-8，講到憂慮的人是最容易被吞吃的憂慮的人是最容易被吞吃的憂慮的人是最容易被吞吃的憂慮的人是最容易被吞吃的，因為他就是一直的在憂慮，不     

              會反抗。 

♦ 我們實在要知道，我們是在一個爭戰當中，這個仇敵是很真實的，牠如同吼叫的獅子，

尋找可吞吃的人。 

3. 一個是神的國，一個是仇敵的國，光明與黑暗正在交戰。 

♦ 啟示錄 12：10，就是講到五旬節，神的聖靈大有能力的澆灌下來。聖靈大有能力的臨到，

那就是神國度的臨到。另一方面魔鬼和牠的使者也都在這個地上，一直要俘擄基督徒，

攻擊教會。 

♦ 聖經講到神的國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義、和平和聖靈中的喜樂。 

神的國並基督的權柄，從五旬節到現在，已經大有能力的臨到了，聖靈一直在澆灌祂的

百姓，可是只有那些懂得活在祂的同在裡的人，才一直在用這些權柄，讓神的國度藉著

他而彰顯。 

4. 啟示錄 12：12，「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吧！」，坐在耶穌為我們贏得的地位。 

♦ 你是要住在「地與海」還是要住在「諸天」呢？以弗所書 2章講到我們已經與基督一同

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可是很多基督徒沒有坐在天上，而整個心和眼目注意力都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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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如果你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的生活會不一樣的，這是耶穌為我們贏得的地

位，但很多人沒有享受這個地位，沒有活在這個地位的光景裡。 

5. 脫離埃及地，進入迦南美地。 

♦ 神要帶領祂的百姓脫離埃及為奴之地。你會發現有些神的百姓在埃及的時候，沒有什麼

爭戰，只是世世代代為奴隸，已經習慣了作苦工，只是會哀聲嘆氣，有時也會呼求神，

但也不知道神有沒有垂聽，因為神離他們很遙遠。 

♦ 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要進迦南美地，但他們進迦南後爭戰好多，一個接著一

個，而且第一個就是高大的耶利哥城，美地雖已分給他們了，但他們要去得。 

6. 分享神的得勝 

♦ 詩篇 101：1 

當耶穌基督說「成了」的時候，他已經打破了仇敵的頭，所以我們知道主耶穌已經坐在

寶座上，一個人坐下來就表明一切都完畢了，這個救恩已經成全了，耶穌坐下來就等著

仇敵作祂的腳凳。 

♦ 詩篇 110：2，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 

  「你」是指耶穌基督，「錫安」是指教會，神的居所，就是指我們。 

  這就是說神要使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從我們的身上伸出能力的杖來。今天我們是祂的居

所，耶穌基督要藉著我們在仇敵中掌權。 

   今天我們在打一場必勝的戰爭，因為這個得勝的元帥已經為你贏得了勝利。今天我們在打一場必勝的戰爭，因為這個得勝的元帥已經為你贏得了勝利。今天我們在打一場必勝的戰爭，因為這個得勝的元帥已經為你贏得了勝利。今天我們在打一場必勝的戰爭，因為這個得勝的元帥已經為你贏得了勝利。    

 

二． 為什麼會有爭戰？ 

1. 為了訓練我們，要來成全我們能有神兒子的能力，權柄和榮耀。 

♦ 也許有人會問，「神為什麼不把魔鬼捆絆起來，丟在硫磺火湖裡不就好了嗎？」 

神還留下撒但在神還留下撒但在神還留下撒但在神還留下撒但在這這這這地上地上地上地上，，，，是藉以來訓練神的百姓，學習使用神兒子的權柄。是藉以來訓練神的百姓，學習使用神兒子的權柄。是藉以來訓練神的百姓，學習使用神兒子的權柄。是藉以來訓練神的百姓，學習使用神兒子的權柄。所以牠只是

訓練的工具，好讓神百姓的天然人，屬地的脆弱性情可以變成屬天的剛強，屬血氣的，

屬土的性情可以變成屬天的性情，這都是藉著爭戰得來的。 

♦ 好像在海裡的魚，在一 Monterey bay的松鼠，都有標誌規定遊客不要去餵牠們，如果牠

們一張口就有食物，牠們謀生的能力就失去了。 

今天神百姓有一個食物，就是可以吞吃仇敵，亞納族人是讓我們吞吃的，雖然我們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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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像蚱蜢，可是神的兒子就有這權柄，你要擄掠仇敵，把他們吞吃了，你就愈長愈大。 

♦ 以色列人進迦南，迦勒要希伯崙地，是最難攻打的，所以迦勒到了 80歲，身體還那麼

強壯，他的精神也沒有衰敗，他說他說他說他說我當日力量如何，如今力量也如何我當日力量如何，如今力量也如何我當日力量如何，如今力量也如何我當日力量如何，如今力量也如何，因為他從來不選，因為他從來不選，因為他從來不選，因為他從來不選

擇那容易的。擇那容易的。擇那容易的。擇那容易的。    

♦ 神充滿了慈愛、智慧，祂對我們的安排都是最好的，祂是最知道怎樣訓練我們，所以當

環境來時，不要去逃避，去埋怨，要去面對，去得勝。 

2. 神要贏得我們成為祂的居所，而仇敵也要。 

♦ 詩篇 83：12 講到仇敵要得神的住處成為自己的產業。在以弗所書裡告訴我們，神永恆

的心意就是要得著一個居所，是聖靈可以居住的，這個居所就是教會，他要得著一批聖

潔的子民，得著他們的身體為住處，成為祂的產業。 

所以這個世界最大的戰場就在我們身體裡面所以這個世界最大的戰場就在我們身體裡面所以這個世界最大的戰場就在我們身體裡面所以這個世界最大的戰場就在我們身體裡面    

♦ 神要贏得我們成為祂的居所，他要把一切的榮耀、平安、喜樂都成為我們的產業。仇敵

也要得著我們身體成為牠的產業和住處，充滿仇恨、苦毒、爭競、嫉妒、荒淫。 

♦ 我們要留意在我們裡面常常充滿著什麼思想，那一種靈可以住在我們裡面。 

例如：如果你心裡常常有淫念而不悔改，淫亂的鬼就可以住在你裡面。 

 

三． 爭戰的對象 

1.罪 

(1).希伯來書 12：4 

♦ 這個罪一直跟著我們，要贏我們就犯，所以我們要抵擋牠。 

(2).羅馬書 6：11-14 

♦ 你把你的身體獻給誰？是作義的器具，還是作罪的器具？ 

♦ 有一些罪不是那麼明顯，卻是我們常常在犯的，像憂慮、不信、發怨言、猜疑、說          

    謊。所以要保守我們今日遠離罪尤，那是需要爭戰，需要儆醒禱告的。 

♦ 你與罪惡相爭有沒有到流血的地步。例如：一位弟兄在情慾方面很強，他為了抵擋         

    自己再去犯這個罪，跪在地上用自己的頭去撞地，他那麼堅決要得勝這罪，後來他   

    變得那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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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5：19-21，所提到的這些，如果你重覆地去做，常常順著你的身子，體          

    貼它，漸漸地你就會作牠的奴隸，所以要留意不要作罪的奴隸，乃要作義的器具。 

2.彼得前書 5，雅各書 4：7，魔鬼 

♦ 怎樣來抵擋牠呢？ 

就是凡事都要順服神，抵擋牠。 

抵擋魔鬼不能小聲說“請你離開”，要大聲大聲大聲大聲跺地說“魔鬼，我奉耶穌的名要你退去。” 

♦ 有些話是會叫肉體很舒服，卻是往神相反的路上去走。 

例如：耶穌要上十字架是不容易的，彼得那句話叫耶穌不要上十字架，對肉體是很舒服

的，所以耶穌說：「撒旦，你退到我的後邊去吧！」 

♦ 什麼樣的人是最可吞吃的？憂慮、不信、膽怯、埋怨、灰心。 

    (1).聖經上講到“凡你所怕的都必臨到你”，所以即使你感覺很怕，也要說“我不     

       怕”，主是照你口中的話待你，不是照你的感覺待你，你嘴巴在講什麼樣的話，           

       撒旦都在聽，牠就可以追攻你。 

    (2).灰心很容易被敵人吞吃，因為灰心就是自動繳械因為灰心就是自動繳械因為灰心就是自動繳械因為灰心就是自動繳械。 

       所以我們要留意，務要抵擋魔鬼，保守自己靈魂裡不要有這些破口，讓仇敵可以攻進

來。撒旦的另外一個名字就是別西卜撒旦的另外一個名字就是別西卜撒旦的另外一個名字就是別西卜撒旦的另外一個名字就是別西卜----即蒼蠅的意思，所以要保守自己裡面沒有垃圾，即蒼蠅的意思，所以要保守自己裡面沒有垃圾，即蒼蠅的意思，所以要保守自己裡面沒有垃圾，即蒼蠅的意思，所以要保守自己裡面沒有垃圾，

沒有破口。沒有破口。沒有破口。沒有破口。 

♦   仇敵常藉著什麼樣的環境來吞吃人。 

    (1).苦難 

♦  苦難其實是化妝的祝福，我們常說危機就是轉機，一個經過苦難的人，有一          

種謙卑和堅毅的性格在他身上。 

 

♦  神是藉著困苦救拔困苦人，若不是神允許沒有什麼會臨到我們身上，像約伯，   

經過了這麼多苦難，讓他真認識神，而且不再自以為義。 

 

♦  撒旦常常藉著苦難要淹沒基督徒對神的信心，可是神卻將苦難成為神百姓化撒旦常常藉著苦難要淹沒基督徒對神的信心，可是神卻將苦難成為神百姓化撒旦常常藉著苦難要淹沒基督徒對神的信心，可是神卻將苦難成為神百姓化撒旦常常藉著苦難要淹沒基督徒對神的信心，可是神卻將苦難成為神百姓化    

妝的祝福。妝的祝福。妝的祝福。妝的祝福。    

    (2).世界 

♦ 苦難是明顯看得見的，而世界是一點一點地迷惑人的。而世界是一點一點地迷惑人的。而世界是一點一點地迷惑人的。而世界是一點一點地迷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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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是什麼呢？ 

  約翰一書裡說到，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或使你的眼目特別的愛看，並且

使你對神的愛一點一點的淡下去，還有什麼東西使你有可誇耀的，你都要留意，

整個世界都臥在惡者的手中，所以你不要跟隨世界的潮流去走。 

♦ 仇敵的詭計就是讓我們的注意力不在神仇敵的詭計就是讓我們的注意力不在神仇敵的詭計就是讓我們的注意力不在神仇敵的詭計就是讓我們的注意力不在神的的的的身上身上身上身上，讓我們減少對耶穌的注視，對 

祂的渴慕，那樣仇敵就成功了。 

撒旦藉著世界一點一點地吞吃我們，而且剛開始都是用不錯的東西吸引你，漸漸

一點一點就偏離了，你發現對神再沒有胃口了，再沒有渴慕了。所以我們要留心

保守自己。 

 

 

爭戰得勝之方錄音帶(一)作業 

 

1. 為什麼要有爭戰？這個世界最大的戰場在哪裡？ 

2. 神為什麼還留撒旦在地上? 

3. 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尋找可吞吃的人，什麼樣的人是最可吞吃的？ 

4. 在錄音帶聽到，一個沒有什麼爭戰的人，和在埃及世世為奴的人，有什麼相似之處？ 

5. 以弗所書講到，我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你有活在這個光景和地位

上嗎？如果有，可不可以舉個例子和大家分享？如果沒有，你覺得攔阻是什麼？ 

6. 我們爭戰的對象是什麼？ 

7. 仇敵常常藉著什麼樣的環境來吞吃人？ 

8. 背聖經，希伯來書 12：4，啟示錄 12：10-11，彼得前書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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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得勝之方(七) (八) (九)思想的爭戰 

 

一．一．一．一．    哥林多後書 10:3-5，「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 這裏講到，我們爭戰就是要將人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奪回來，使它順服基督，所以爭戰得勝

一個很重要的秘訣，就是要讓你的思想完全的降服於神。 

♦ 主耶穌死在各各他，又叫髑髏地，髑髏地就是指頭骨散佈之地，所以撒旦要攻擊我們的第

一個戰場，就是在我們這個沒有被釘死的思想、意念領域，我們需要讓這個天然屬地的思

想，願意被釘死，而且要讓神的話來更新。 

 

二．二．二．二．    哥林多後書 10:4，「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1. 堅固的營壘是怎麼形成的 

♦ 隱藏在我們思想形態裡面，一些錯誤的思想，可是我們沒有把它認定是一個罪，這種

就會成為仇敵的營壘。 

2. 堅固營壘的例子 

(1) 害怕 

♦ 你裡面常常害怕，常常驚嚇，就會成為仇敵的一個營壘，害怕的鬼就很容易住在

你的思想裡面。你不要以為害怕膽怯是小事，在啟示錄裡講到，膽怯的人是不能

進天國的。神說天國是要努力進入的，「努力」另一個意思就是「強暴」，就是你

要勇敢，非進去不可，神要祂的百姓，常常有一個勇敢的靈，神容許撒旦還存在

這個地上就是要訓練祂的百姓，讓他們知道他有屬神的生命，有王的生命在裡

面，他不需要常常害怕。 

(2) 懷疑、猜疑 

♦ 一位弟兄從小媽媽就給他做二百題「為什麼」，所以他習慣什麼都問「為什麼」，

很不容易簡單的相信，所以要留意你拿什麼書給你的孩子看，最好常常給他們看

真實的故事，特別是宣教士的傳記。 

♦ 有些人是理性主義者，科學主義者，常常要問為什麼，好像多馬的門徒，除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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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探入祂的肋旁，否則我總不信，神的話，你還要經過理性分析，才可以接受，

你會失去太多的祝福，所以耶穌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 有的人受過朋友的傷害，或者小時候他的家受過陷害，他就很不容易相信別人，

處處猜疑，這是跟神的屬性很相違背的。如果你猜疑別人的動機，把它想成不好

的，你後來發現其實事實不是這樣，你沒有深深地悔改，幾次猜疑錯都沒有悔改，

你就留一個破口給猜疑的鬼住進來。 

♦ 信徒快樂秘訣中講到，你不猜疑會覺得很不舒服，你猜疑就會覺得很享受，因為

已經習慣了猜疑的鬼在裡面，所以你要起來爭戰，剛開始好像跟你的感覺很衝

突，但你要一直的宣告，拒絕猜疑的靈，定意要去相信別人是愛你的，認真的去

對付，營壘才會脫落。 

(3) 批評論斷 

♦ 有的人一去到餐廳，就覺得這個餐廳怎麼這樣擺設？一吃飯就覺得，這個菜怎麼

這種煮法，他看到什麼都很容易批評論斷，看什麼都不順眼，這種人就會有一個

很愛挑毛病的靈在他身上。 

♦ 我們要特別留意裡面對別人的批評論斷，那是一個高傲的靈。 

(4) 貪婪 

♦ 有些人凡事都喜歡多人一份，凡事喜歡佔人的便宜，剛開始只是貪一點點，貪小

便宜，漸漸的愈貪愈多，就會貪得無厭，這樣貪、貪、貪，你以為你在賺，在得

到，事實上你在失去你的靈魂，漸漸成為撒旦的奴隸。一個人只要有一個貪在裡

面，漸漸貪婪鬼就進到他裡面。 

(5) 不饒恕 

♦ 剛開始只是覺得比較不喜歡他，漸漸的，你就愈看他愈不順眼，到後來，變得好

像仇家一樣。 

 (6) 驕傲 

♦ 仇敵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我們的驕傲，因為撒旦就是一個驕傲的天使長墮落的，所

以什麼時候我們看自己比別人強，洋洋得意，或是覺得自己是某號人物，仇敵就

非常容易進到我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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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 10:3-5，講到，第一個要攻破的就是那個自高之事，也就是驕傲，因為驕傲

使我們沒有辦法認識神。 

(7) 嫉妒 

♦ 「神說嫉妒是骨中的朽爛」，有時你跟這個人其實蠻好的，只是因為第三者稱讚

他，你就開始嫉妒了。有些人不給自己下一個罪名叫嫉妒，反而說我覺得「他就

是太驕傲了」，你覺得別人驕傲，可是你不知道，其實是你在嫉妒他。 

(8) 沒有安全感 

♦ 有的母親在懷孕時有很多的焦慮、猜疑、埋怨，所以孩子在母腹中很沒有安全感，

以致於孩子在小時候，很容易受驚嚇，很怕別人討厭他、不要他。但神是公平的，

神特別要靠近這些小時候受過傷害的人，神特別大的恩典要臨到這些人身上。（問

題是這樣的人常常是關鎖心門，繼續的猜疑、不信、怨恨，不讓神的恩典臨到他。） 

♦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這樣的人，你要特別的一直說：「主！我知道你特別的愛我，

我要更敞開心來接受你的愛，我知道你有特別的恩典為我。」 

3. 什麼是撒旦建造營壘最好的材料？ 

♦ 就是我們的「自我防衛」、「保護自己」。當神有時候藉著祂的話語，講台的信息，或弟

兄姐妹的見證，或你的親人，你的另一半，你的牧師或你的同工，指出你的營壘或你

的缺點的時候，如果你的反應是開始自我防衛，就說「不是我嫉妒，是他太囂張」，你

開始給自己很多的解釋，這就使你沒有辦法得釋放，而且每次你自我防衛的辯解，每

次你的心思意念用在怎樣防衛你自己，這些都會成為撒旦建造營壘最好的材料，以致

於你裡面的營壘就更堅固了，會到完全蒙蔽的地步。 

♦ 「三重戰場」作者特別講到，我們為了遮掩自己諸般的罪，所耗費的精神、精力，正

是建造營壘的最佳材料，你所爭戰的對手「魔鬼」正在利用你的思想，以保障牠在你

生命中的通道。 

4. 什麼樣的人在神面前最有能力？ 

謙卑的人，因為謙卑的人最真實信靠神。 

一個謙卑的人，常常低下，俯伏前進，就不容易被仇敵射到；驕傲的人站的這麼高，仇敵

的箭很容易就射到了。 

5. 什麼叫作「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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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件事情一臨到，你可以謙卑下來，認錯，禱告、悔改，你會發現，你就一直脫離這

些堅固的營壘。 

所以一件事情，你如何反應，會決定你脫離這個營壘，還是你使它更堅固。 

 

三．三．三．三．    馬太福音 12:43-45，污鬼過來過去尋求安歇之處 

1.太 12:43 

♦ 仇敵如同吼叫的獅子，牠在尋找一個可以讓牠安歇的身體。污鬼就像蒼蠅，你家很乾淨，

就不會有蒼蠅或老鼠。我們的身體也是，你的思想要是時常很乾淨，污鬼就沒有辦法進

來。你裡面發出什麼樣的臭味，就能引什麼樣的鬼進來。 

例如：看黃色書刊，或電腦裡淫穢的圖片，如果你看了一眼又一眼，你的思想就越來越

污穢，而且你會變得很愛去想這些，來滿足你肉體的快樂，你卻不知道你是在歡

迎淫亂的鬼進來。 

    2.太 12:44-45 

♦ 怎樣的情形，仇敵不但再回來，還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 

(1) 如果你讓你的思想，常常飄在某一個人身上，某件事上面，或讓你的思想空白，在那

兒發呆，都很給仇敵留地步。 

(2) 一個人不願意將心思意念降服耶穌，你不要隨便為他作趕鬼的釋放，釋放以後，如果

他的心思意念，還是要繼續嫉妒，不饒恕，他末後的景況就更糟了。 

(3) 有一些人他去尋求有趕鬼恩賜的人，鬼是趕掉了，但他的思想模式和形態並沒有改

變，他還是繼續嫉妒，繼續猜疑，這種鬼還是會再進來，而且會進來更多。 

♦ 三重戰場中提到，如果我們思考的模式，始終不願意被改變，這個對罪錯誤的心態，會

再把邪靈吸引過來。 

 

四．四．四．四．    思想的爭戰得勝 

1. 要曉得仇敵的詭計 

♦ 保羅說，我們並非不曉得仇敵的詭計，可是好像很多基督徒都不曉得，仇敵就是要把你

的注意力從耶穌的身上轉移，牠就得勝了，只要你的眼目移到一個人、一件事、或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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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仇敵就可以很快的轄制你。 

例如：有時太太的眼目老是在我先生一跟她談話就笑得很開心的那個女的身上；有時注

意力一直在你婆婆的身上，一看到她就全身緊張；有時注意力在一個你很看不順

眼的人身上。 

♦ 為什麼人很容易受傷，因為眼目太少注視在耶穌身上，常常注視在人身上，「他怎麼這

樣說話」，「他怎麼會這樣誤會我」。 

2. 持守一顆在神面前誠實無偽的心 

♦ 「三重戰場」這本書中說到，你所能用來抵擋惡者最大的防禦武器，就是「持守一顆在

神面前誠實無偽的心」。 

有時候我們花很多時間在追求、讚美，可是當神顯明你的營壘，你不快一點誠實的把它

帶到神面前說：「主啊，我就是這樣，主！我奉你的名斥責這營壘離開！」。你沒有真實

的來到神面前要對付它，你再追求也得不著神的同在。 

♦ 當神顯明你裡面有仇敵的工作，有一些營壘的時候，你不要一直遮掩保護，你需要先認

識你有營壘，你需要得釋放，除非一個人承認自己的確需要釋放，否則他永遠無法從那

麼強的營壘得著自由。 

3. 多多求主光照我們 

♦ 有些人的營壘太堅固了，仇敵住在裡面已經很習慣了，以致於他嫉妒、害怕、驕傲…等，

都沒有感覺，這個叫「蒙蔽」。 

♦ 聖經上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誰能識透呢？只有神能識

透，我們很需要多多求主光照我們。 

♦ 我們要很留意我心的傾向，我心思意念的傾向，而且很誠實的來到神面前，求主把它釘

在十字架，這些沒有釘死的思想意念，都會成為仇敵攻擊我們生命的第一個戰場。 

4. 耶穌基督是我思想的家 

♦ 不管你在做別的事，想別的事，或需要作決定的事，完畢後就要趕快回到基督這裏，耶

穌基督是我思想的家，是我的安歇之處，你常常這樣做，就有安息，你的思想就越來越

清純、單純。 

♦ 有些人聽了「爭戰得勝之方」的教導，回家操練也會宣告，「奉耶穌的名，斥責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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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又覺得不太有效，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學到這個招式，但他沒有讓思想常常回

到基督的身上。你可以奉主的名斥責這個淫亂的鬼出去，但一回家又看那些不好的電

視，淫亂的鬼就又進來了，所以沒有用，因為那不是你的生命。 

5. 順服你的環境 

♦ 每一件小事的發生，都可以成為一個黑暗的營壘在你裡面，但一個非常好抵擋的武器，

就是每一次傷害來時就說：「主耶穌，我知道是你故意叫他這樣對待我的」，在我們的裡

面要有一個認定，就是我的環境都是神安排的，萬事都要為我效力。 

6. 更多的效法基督 

♦ 所有的爭戰始於奉耶穌的名，所有的勝利始於口呼耶穌的名，而成就於真有耶穌的性情

在你身上。也就是說一開始你是奉耶穌的名爭戰，可是藉著爭戰，應該會讓耶穌的性情

成形在你身上。 

♦ 所有的猜疑、嫉妒、不信…，這些都是屬魔鬼的性情，你需要爭戰來脫離這些，而使耶

穌的單純、相信、順服、謙卑、愛和忍耐的性情，更多成形在你的身上，這才是我們爭

戰的目的。 

♦ 當你更多的效法基督，更長成基督的身量時，你就自然越來越不會猜疑、貪婪、嫉妒，

它們愈脫落，仇敵在你身上就愈沒權勢，所以要好好操練過一個內在生活，爭戰得勝最

重要、最積極的方法，就是更多的降服耶穌，更多的來愛耶穌，仇敵就沒有地方好攻。 

♦ 好好的過「內在生活」，就是枝子在萄葡樹上的生活，這是最積極爭戰的方法，因為你

裡面愈來愈跟主的性情聯合，仇敵在你身上就很不是味道，因為蒼蠅不喜歡在一個乾淨

的地方，你裡面沒有苦毒、爭競、妒嫉、猜疑，牠不喜歡住在你裡面，牠自然就不見了。 

♦ 爭戰不是每次都要很大聲的斥責，最好的方法是常常來學耶穌的謙卑，順服，仇敵不喜

歡住在柔順謙卑的人裡面，因為撒旦就是驕傲和背逆，你的性情愈和牠相反，牠就愈不

喜歡住在你裡面。 

♦ 真理叫我們得釋放，可是當我們知道真理以後，沒有好好照著真理去做，你以後留給仇

敵的破口就更大了，牠可以攻擊你的權勢就更大，這就是為什麼說將來審判我們的是祂

的話，你聽了多少的道，要是沒有好好的去遵行，你就有禍了。 

 

五．五．五．五．    馬可福音 6:12-13，「門徒就出去，傳道叫人悔改，又趕出許多的鬼」 

♦ 門徒出去先是傳神的話，神的話光照出來，叫人悔改，然後又趕出許多的鬼，所以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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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鬼要趕出去，最重要就是要先悔改，在神的道中自卑。 

♦ 耶穌每次講一些話，法利賽人知道耶穌是指著他們說的，他們就非常的生氣，想怎樣才能

殺掉耶穌，你要問一問自己像不像法利賽人？ 

每一次講台的信息，如果你覺得是在講你的例子，或是跟你很像，你是否非常的生氣，耳

朵就關起來，如果這樣，你就會像法利賽人一樣，排斥神的道，最後自己沈淪。 

♦ 每一次不善的事或一些罪被揭發，就說：「對，我真的是這樣，請你為我禱告」，這樣很快

就會脫離仇敵的轄制。 

 

六．六．六．六．    腓立比書 4:8-9，凡可稱讚的都要思念 

♦ 另一個爭戰的方法就是讓我們的思想充滿了真實的、可敬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 

像神的僕人或弟兄姐妹很美的見證，都可以激勵我們，讓我們有可以效法和學習的，這些

事我們都要思念。 

♦ 不要讓孩子看一些鬼怪的、虛假的，或醜陋的，而要看真實的、可敬的和可愛的。 

♦ 第九節，講到我們所聽見、所看見的好見證，不只是聽或思想，也要照著去做，「賜平安的

神就必與你們同在」。你就常在神的平安裡，所以要常常保持神的平安，很重要的就是要去

行。 

♦ 你常常在聽什麼？是真實的嗎？是有美名的嗎？還是負面的話，還是一些閒言閒語。 

♦ 你的思想就是你生命的本質，你要很留意每一天在想什麼，我們的神是一位那麼明亮，那

麼誠實，充滿光明的神，他要我們的心思意念，也要如此。我們的神是一位最喜樂的神，

所以我們要常常思想那可愛的，可喜樂的，這真的決定你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 一個人思想如何，他口中就充滿什麼，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如果你口中常

常充滿感謝讚美，你的思想定能在光明裡面，而且會愈來愈光明，愈來愈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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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箴言 23:7，「因為他心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 

1. 我們的心怎樣思量，我們一生就成為什麼樣的人 

♦ 一個人生命的本質是如何呢？在於他的思想是怎麼樣。今天你面對每件事，你的思想是

良善的？還是你的思想常常充滿了猜疑，論斷，或嫉妒？今天你怎樣思想，累積起來，

就成為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是充滿了光，還是充滿了黑暗。 

♦ 每一次一件事發生，我們的思想是反彈的思想，負面的思想，還是很柔順、正面的思想？

你的反應如何就知道你的生命如何。 

♦ 羅炳森師母說：「若有人得罪你，你要問主，是還有什麼可惡的肉體，留在我的裡頭，

讓我會被得罪了！」 

♦ 你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很在乎這一分鐘，你用什麼思想來面對所發生的一切事，和

每一個對待你的人，你決定用感謝讚美？還是用埋怨、爭競、猜疑、妒嫉？ 

例如：一位伯伯在初中抽煙被同學告到老師那裡，結果老師就處罰他們，他的一些同學

就很恨那個告密的，而這些同學到現在還在繼續抽煙，這位伯伯很感謝這位告密

的，因為那位告密的使他接受處罰，以後從此他再也不碰煙了。 

我們需要快一點柔順的知道神的帶領，就是當你面對神的管教，神的光照，或神

藉著人來的責備，你要在愛裡接受，而不要用反彈，反彈只會帶給自己黑暗，而

且一輩子無法達到，神本來要你達到的那個美善的境界。 

♦ 你要害怕你裡面有黑暗的思想、猜疑、嫉妒的思想，就好像酒鬼戒酒後再也不敢沾酒，

害怕酒一樣，還要常常宣告耶穌的寶血，斥責這些營壘離開，而且一直的相信主，你會

發現，主愈來愈把那堅定無偽的信心放在你裡面。 

♦ 你怎麼思想、評論別人，會成為你的保護網，或成為你的營壘，例如：如果別人指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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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謝謝他，而且多去注意改正，這就成為你的保護網，如果你覺得對方是在眨損你，你

就接受了一個傷害，成為一個營壘，以後你就很容易反彈。 

例如：一位姐妹，別人跟她說：「你怎麼看見我都不笑，也不打招呼」，這位姐妹就說：

「真的啊！起不起，我都不知道，可能我長得就是這樣，下次我會注意。」這位

姐妹就是很容易下來，所以這些話一點都不會成為她的傷害。我們要常常學習說

對不起。作父母的一定要訓練孩子從小做錯了，一定要說對不起，讓他成為一個

很容易承認錯，悔改的人，這很幫助他一生的道路，更平順、更正直、更蒙福。 

2. 你耳朵聽些什麼，就產生你裡面的思想 

♦ 本仁約翰的「聖戰」中，有一個擬人式的人靈城，撒旦在外面常常的攻，而且第一個攻

的就是「耳門」。你耳朵怎麼聽，聽些什麼，就產生你裡面的思想。兩軍爭戰，常常會

喊話「你們這些人還是投降吧！你們沒有用了，沒希望了！」撒旦也懂得，常常在人的

耳門喊話，人靈城裡面的人就開始搖恍、害怕，人靈城裡有一個信心，他聽到這樣的話

時候就安撫百姓，「要相信我們的神，城才會穩定下來！」 

所以我們要常常留意我在聽什麼？怎麼聽？ 

♦ 例如：有的人被媽媽說：「你不要再吃了，你看你饞得這個樣子，以後都嫁不出去！」

她常常聽，就覺得自己很胖，走起路來都很自卑，有的人被說「你看你真是瘦得皮包骨

啊！」他常常聽就覺得自己瘦得像僵屍，所以很自卑。或者別人都稱讚她的姐姐或妹妹

比較漂亮，比較沒有稱讚她，所以即使她也長得不錯，可是她卻覺得自己很醜。 

♦ 一個人美不美沒有絕對的，很多時候是在乎你自己的思想是怎麼想你自己，而人的思想

常常是你時常聽見的那些話，那些話，產生你對自己的認同。 

♦ 所以作父母的一定要從你孩子很小的時候，常常稱讚他、鼓勵他。不要稱讚漂亮、聰明，

這些只會使他驕傲、虛浮，你要稱讚他們美德方面，例如：最乖、好能幹、最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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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思想要有愛的信任 

♦ 例如：一位太太學歷比較低，先生在外作生意，常有很多女人圍繞著，所以她總覺得先

生不愛她。嫉妒和猜疑，使她一直不快樂，而且把不快樂帶到整個家，到她過世了，她

的孩子常常看到爸爸看著媽媽的照片流淚，事實上，她丈夫是很愛她的。 

你的思想可以決定你這一生，過一個幸福快樂的日子，或者過一個悲悲慘慘的日子。在

乎你心怎麼思想，還不是在乎你外面多麼的富有。 

♦ 我們的思想要有愛的信任，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為著每一個環境感謝讚美，一個人如

果常常感謝讚美，你會發現他就變成一個很美的人。 

所以美不美，主要不是化粧，而是你要凡事謝恩，這是最好的化粧品。 

4. 思想回轉成小孩子的單純 

♦ 有些人受不了過信心生活，受不了拿人家的東西，感覺這是接受別人的施捨，這就是看

你思想怎麼想，你要用愛去接受，還是用世界上那種利害關係的思想。 

你怎樣思想就反應出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活在愛中，你就常常在愛裡接受，你沒有活在

愛中，就把它想成又欠了一個人情債。 

神喜歡我們回轉成小孩子的樣式，你給小孩子東西，他不會想「我又欠了你一個人情

債」，你給他糖果，他就說「謝謝」，你再給他一個蘋果，他又謝謝吃了。 

神就是喜歡我們這麼單純，都是從主領受的，在愛裡接受，你就會覺得好快樂。 

 

八．八．八．八．    詩篇 139:1-2，「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有一天當我們面對神的時候，我們心裡想什麼都要像電影一樣映出來，

雖然你口中可以講得很漂亮、很屬靈，可是你心裡動機是如何都要映出來，你害不害怕？ 

♦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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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天開了」的異夢，當大石頭要下來時，大家都想進屋子裡去，而那些平時文質彬彬

的主日學老師，就都破口大罵…。 

♦ 我們很可能以服事來肯定我們自己，但除非我們被試煉過，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我們是怎樣

的一個基督徒，常常求主光照，求主鋻察，我們的心思意念，你這樣禱告，主會有環境來

試煉，愈緊急的情況，你會發現原來我的心思是充滿了這些，不是良善，就更要在主面前

悔改。 

 

九．九．九．九．    詩篇 19:14，「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祂是試驗人的石頭，也是我們堅固的磐石，祂是我的救

贖主，不管我們多壞，祂要把我們救到完全的地步，祂是我們可誇的盼望。 

♦ 其實你很壞很壞，反而很有救，如果你覺得自己，還好，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已經贏過許

多的基督徒，反而比較沒希望，因為你不會深切的悔改，也不會迫切的要主光照你的破口。 

♦ 消極的一面，是求主光照，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積極的一面

是「主啊！願我每天所說的話，心思意念，都一直蒙你悅納。」好像主一知道我的心思意

念就好喜歡。 

♦ 主從遠處知道，從遠處看見，願我的每個意念，都對別人充滿了祝福、充滿了相信、和愛，

這很叫神悅納。 

 

十．十．十．十．    詩篇 18:37，要滅絕我的仇敵 

♦ 我們要爭戰到一個地步，追上我的仇敵，不將他們滅絕我總不歸回。 

♦ 這些日子我們講到身體的爭戰、靈魂的爭戰、思想的爭戰，我相信我們每個人在神的光中

知道有那些仇敵在我們裡面，可是你不要只是知道而己，你要追趕，絕不讓這個仇敵（猜

疑、嫉妒、爭競…）在你裡面，直到將牠滅絕。 

♦ 詩篇 18:19，「祂領我到寬闊之地，祂救我，因祂喜歡我」，我們要爭戰到裡面是一個寬闊之

地，毫無黑暗，沒有一點點的不滿、猜疑、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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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救拔我，因祂喜悅我」，只要你一開始爭戰，你會發現神的拯救就來到，神的幫助就來

到，你就更多地嚐到救恩之樂。 

♦ 詩篇 8:33「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處安穩。」我們要爭戰到完全安息，在

高處安穩。 

♦ 「在高處」，在地獄雄兵裡講到，基督徒就是要一直往上爬，很多基督徒，留在最下層，在

最下層仇敵的箭很容易射中，所以要一直的爬，爬到最上面神的園子。 

♦ 就是你要一直爭戰，爭戰到你裡面完全的安息，在高處安穩，裡面沒有戰爭的響聲，那麼

安息，不會別人一被稱讚你的心又開始攪動，別人被稱讚，你反而感謝主，自己被眨損就

說，對，我就是這樣，我以後要多注意。 

♦ 在高處安穩，你奔跑就會快如母鹿的蹄，你屬靈的歷程就一直很快很快地往前進。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結語 

我們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昨天所種下的果，所以我們將來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決定於今

天你怎麼思想，你怎麼反應。 

常常把我們的思想回到耶穌基督的身上，那是最保險的一個爭戰得勝之方，你會發現你就少了

好多爭戰，因為你裡面充滿了光明，充滿了愛。 

希望大家爭戰的時候，是一直的屢敗屢戰，而不是屢戰屢敗。你雖然屢敗，還是要屢戰，就是

每次又猜疑了，又嫉妒了，雖然裡面失敗，你要馬上再起來爭戰，屢敗屢戰，愈戰愈猛，愈戰

愈勇，你就成為一個勇士。 

當你認識你裡面有仇敵，你整個注意力就是要趕去這些仇敵，你就會一直跟神聯合，你就會愈

喜樂，你什麼時候注意在人的身上，誰又對不起我啊！誰都不理我啊！愈在人的身上就會愈不

快樂，所以爭戰的生活是很興奮，很刺激，而且是非常喜樂的。 

你儆醒的活在神面前，你就會發現，神的拯救、幫助和祂的同在是這麼的真實，因為祂不讓我

們這身體有任何仇敵的營壘！祂要贏得我們成為祂榮耀光明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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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得勝之方錄音帶(七)作業 

 

1. 撒旦要攻擊我們的第一個戰場是在那裏？ 

2. 堅固的營壘是怎麼形成的？你身上有堅固營壘嗎？舉個例子。 

3. 林後 10:3-5，講到，第一個要攻破的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以仇敵攻擊

我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什麼是撒旦建造營壘最好的材料？別人指出你的營壘時你是如何反應？ 

5. 什麼樣的人在神面前最有能力？什麼叫作「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6. 怎樣的情形，仇敵不但再回來，還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 

7. 在思想上要如何的爭戰得勝？最重要最積極的方法是什麼？ 

8. 這卷錄音帶在那一方面給你提醒和幫助？ 

9. 背聖經，哥林多後書 10:3-5，箴言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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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得勝之方錄音帶(八)作業 

 

1. 爭戰不是每次都要很大聲的斥責，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2. 從江牧師學開車的例子，一個非常好抵擋仇敵的武器是什麼？ 

3. 人為什麼很容易受傷害？仇敵的詭計是什麼？ 

4. 你的眼目會不會常在一個人身上？或一件事上面？舉個例子 

5. 法利賽人知道耶穌是指著他們說的，所以他們非常的生氣，如果是你，你的反應如何？ 

6. 你的思想那些是成為你的保護網？那些是成為你的營壘？ 

7. 你在聽弟兄姐妹的見證時反應是什麼？ 

8. 你常常聽什麼，很影響你的思想，你生活中最常聽到的是那一類的話？有美名的？真

實的？還是負面的話？ 

9. 我們今天成為什麼樣的人是ˍˍˍˍˍˍˍˍ所種下的果？所以我們將來成為一個什

麼樣的人，很在乎你ˍˍˍˍˍˍˍˍ怎麼思想，怎麼反應。 

10. 這卷錄音帶讓你在那一方面得幫助？ 

11. 背聖經，腓立比書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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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得勝之方錄音帶(九)作業 

 

1. 箴言 23:7，因為他ˍˍˍˍˍ怎樣思量，他ˍˍˍˍˍˍˍ就是怎樣？ 

2. 本仁約翰的聖戰，人靈城中，仇敵第一個攻的是什麼？為什麼？ 

3. 你從小成長過程中，有沒有那些話，你常常聽，以致於影響你對自己的自我形象？ 

4. 那位癌症病患的例子，和那位太太一直猜疑丈夫不愛她的例子，可以知道一個人快不

快樂，和什麼有關？你快樂嗎？如果你不快樂是那些思想影響你？ 

5. 錄音帶中提到，可以使你變更美，最好的化粧品是什麼？ 

6. 那個女管家的異夢，女管家指的是什麼？在你裡面有沒有一個女管家在管轄你？是那

一方面？ 

7. 我們的心思意念需要被試煉，主有試煉過你嗎？你如何反應？ 

8. 思想的爭戰，在消極方面，我們可以做什麼？在積極方面，我們當如何做？ 

9. 不要屢戰屢敗，乃要屢___________屢_________。 

10. 背聖經，詩 139:23-24，詩篇 1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