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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得勝之方(七) (八) (九)思想的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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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撒但要攻擊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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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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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許撒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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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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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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成為撒但的奴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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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撒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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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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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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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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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撒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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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會成為撒但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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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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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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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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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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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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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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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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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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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撒但就是驕傲和背逆，你的性情愈和牠相反，

牠就愈不喜歡住在你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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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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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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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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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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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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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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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在外面常常的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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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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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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也懂得，

常常在人的耳門喊話，人靈城裡面的人就開始搖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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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常常因為你時常聽見的那些話，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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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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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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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映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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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天開了」的異夢— 當大石頭要掉下來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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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鑒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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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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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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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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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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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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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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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作業 

 

1. 撒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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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撒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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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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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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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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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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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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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