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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如何處理寓言 (Allegory)
I.

引言：
A. 定義：寓言 (Allegory) 是成為故事的暗喻，通常以敘事文体出現。它以聽者或讀
者所能了解的象徵模式，將難以捉摸的觀念，一步一步的比較和說明。
B. 目的：以有形(現實)的事物來表達無形(屬靈)的真理。
C. 解經原則：寓言的共通點通常會在聖經中明顯的表達出來。
D. 例：
1. 加 4:22-31：
21. 你們這願意 在 律法以下的人，請告訴我，你們豈沒有聽見律法

嗎？
22. 因為律法上記著，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一個是使女生的，一個是自主

之婦人生的。
23.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著血氣生的；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是憑著應許
生的。
24. 這都是比方 (allegory)：那兩個婦人就是兩約。一約是出於西乃山，生子
為奴，乃是夏甲。
25. 這夏甲二字是指著亞拉伯的西乃山，與現在的耶路撒冷同類，因耶路撒
冷和他的兒女都是為奴的。(Now Hagar stands for Mount Sinai in Arabia and
corresponds to the present city of Jerusalem, because she is in slavery with her
children.)。
26.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們的母。
27. 因為經上記著：不懷孕、不生養的，你要歡樂；未曾經過產難的，你要
高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28.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
29.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現在也是這樣。
30. 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是說：把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因為使女的兒
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
31.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
a. 使用寓言的原因：保羅要加拉太信徒明白律法(血氣)與恩典(應許)之別，
不可再回去受律法的捆鎖。
b. 保羅的寓意與希腊式寓意的比較：(釋經學講義 - 蔡金玲)
希 腊 式 寓 意
保 羅 的 寓 意
歷史意義是不重要的 (即使是真人真事) 歷史意義是真實且是重要的
較深層的意義才是真正的意義
寓意與真正的意義互相平行作比較
較深層的意義是原本聖經的註解
保羅並沒有說這寓意就是創世記 16
章的註解
舊約中任何的經文均可靈意化
保羅清楚說明這是寓意的說法
與加 5:17(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
與加 5:17 一致，血氣(情慾)與靈相
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 爭。
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無需彼此衝突。

E:\My Documents\Basic Bible Study\P13 A08 Allegory.doc

1

Sunday School Lecture Notes © by H T Hui

Edited 02/10/06, 05/09/13

基礎讀經操練
c. 兩個婦人就是兩約的比方：
節 數
夏 甲
22
使女
23
所生的是按著血氣生的
24
夏甲是西乃山之約的比方
25-26
現在的耶路撒冷與西乃山之約
同類，他的兒女都是為奴的。
28
律法之下的不是應許的兒女
29
以實瑪利逼迫以撒

撒

拉

自主之婦人
所生的是憑著應許生的
撒拉是亞伯拉罕之約的比方
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亞伯拉罕之約
的延續，他的兒女是自主的。
信徒因信憑應許成為神的兒女
血氣生的(律法下的)逼迫那按著
靈生的(信心生的)
最終承受應許的產業

最終被趕出去，不可一同承受
產業
2. 箴 5:15-18,
15.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飲自己井裡的活水。
16. 你的泉源豈可漲溢在外﹖你的河水豈可流在街上﹖
17. 惟獨歸你一人，不可與外人同用。
18.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
30

節 數
15
16-17
18

自 己 的 泉 源
幼 年 所 娶 的 妻
喝自己的、飲自己的
以自已的配偶為歡悅的泉源
豈可與外人同用？惟獨歸你一人。 與自已配偶的關係絕不可侵犯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

3. 弗 6:11-17, 屬靈的軍裝。(詳述於示範 II)
a. 真理
帶子 (束腰)
b. 公義
護心鏡 (胸牌)
c. 平安的福音
走路的鞋 (穿綁)
d. 信德(神人關係的信靠)
籐牌 (盾牌)
e. 救恩
頭盔 (戴上)
f. 神的道 (神的說話)
聖靈的寶劍 (彎刀、短劍)
4. 約 10:1-16, 好牧人。
a. 我(耶穌)就是羊的門。(v.7)
b. 我(耶穌)是好牧人。(v.11)
II.

解釋寓言的基本原則：與解釋比喻的基本原則相同，特別強調的是要注意下列所
加添的第一、第二點。
A. 誰是寓言的原本對象。
B. 原本對象的歷史/文化背景。
C. 注意使用寓言的原因及目的：有時經文中己有說明。
D. 注意講論寓言的原本對象及該寓言對他的效應：對誰說？反應如何？
E. 注意寓言本身的原有背景 (多屬日常生活所接觸的事件) 及文化意義。
F. 注意寓言己有的解釋。
G. 注意掌握寓言的主要教訓及中心主旨。

E:\My Documents\Basic Bible Study\P13 A08 Allegory.doc

2

Sunday School Lecture Notes © by H T Hui

Edited 02/10/06, 05/09/13

基礎讀經操練
III.

H. 避免過度解釋寓言中的細節或枝節，除非細節中有其相當的重要性。
I. 避免把寓言過度「靈意化」或「寓意化」。
比喻体栽示範 I：詩 80 篇 ( 8 - 16 節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亞薩的詩，交與伶長。調用為證的百合花。）領約瑟如領羊群之以色列
的牧者啊，求你留心聽！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你發出光來！
在以法蓮、便雅憫、瑪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來救我們。
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或譯：復興），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禱告發怒，要到幾時呢﹖
你以眼淚當食物給他們吃，又多量出眼淚給他們喝。
你使鄰邦因我們紛爭；我們的仇敵彼此戲笑。
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你從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樹，趕出外邦人，把這樹栽上。
你在這樹根前預備了地方，他就深深扎根，爬滿了地。
他的影子遮滿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樹。
他發出枝子，長到大海，發出蔓子，延到大河。
你為何拆毀這樹的籬笆，任憑一切過路的人摘取？
林中出來的野豬把他糟踏；野地的走獸拿他當食物。
萬軍之神啊，求你回轉！從天上垂看，眷顧這葡萄樹，
保護你右手所栽的和你為自已所堅固的枝子。
這樹已經被火焚燒，被刀砍伐；他們因你臉上的怒容就滅亡了。
願你的手扶持你右邊的人，就是你為自已所堅固的人子。
這樣，我們便不退後離開你；求你救活我們，我們就要求告你的名。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A. 經文觀察：
1. 人物背景 - 亞薩 (v. 1)：大衛王時耶和華殿中管理歌唱的利末人首領。
a. 歷上 6:31, 約櫃安設之後，大衛派人在耶和華殿中管理歌唱的事。
b. 歷上16:4-5, 大衛派幾個利未人在耶和華的約櫃前事奉，頌揚，稱謝，讚
美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為首的是亞薩…
c. 歷上 6:39-43, 希幔的族兄亞薩是比利家的兒子，亞薩在希幔右邊供職。
比利家是示米亞的兒子；示米亞是米迦勒的兒子…革順是利未的兒子。
2. 歷史背景：對象與時間。
a. 不可與賽 5:1-7混淆，認為詩80是指南國猶大(以賽亞書的對象是猶大，警
告審判將臨)。詩80的對象主要的卻是以色列，審判已臨，呼籲回轉。
賽 5:1-7
1. 我要為我所親愛的唱歌，是我所愛者的歌，論他葡萄園的事：我所親

愛的有葡萄園在肥美的山岡上。
2. 他刨挖園子，撿去石頭，栽種上等的葡萄樹，在園中蓋了一座樓，又
鑿出壓酒池；指望結好葡萄，反倒結了野葡萄。
3.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人哪，請你們現今在我與我的葡萄園中，斷定
是非。
4. 我為我葡萄園所做之外，還有什麼可做的呢﹖我指望結好葡萄，怎
麼倒結了野葡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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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在我告訴你們，我要向我葡萄園怎樣行：我必撤去籬笆，使他被

吞滅，拆毀牆垣，使他被踐踏。
6. 我必使他荒廢，不再修理，不再鋤刨，荊棘蒺藜倒要生長。我也必
命雲不降雨在其上。
7. 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
他指望的是公平，誰知倒有暴虐（或譯：倒流人血）；指望的是公
義，誰知倒有冤聲。
b. 詩 80 篇的對象主要是北國：歷史背景。
 第二節「在以法蓮、便雅憫、瑪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所說的以法
蓮、瑪拿西是屬北國。
 希西家在位時是北國最後一位國王何細亞的時候。
北國以色列

南國猶大

何細亞 (作王九年)

亞哈斯十二年
亞哈斯 (作王十六年)

發生
時刻
希西家



王下16:20, 亞哈斯與他列祖同睡，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裡。
他兒子希西家接續他作王。
 王下 17:1, 猶大王亞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兒子何細亞在撒瑪利亞登
基作以色列王九年。(亞哈斯作王共十六年–王下 16:2)
 歷下 30:1-11, 希西家差遣人去見以色列和猶大眾人，又寫信給以法蓮
和瑪拿西人，叫他們到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守逾越節；…驛卒就把王和眾首領的信，遵著王命傳遍以色列和猶
大。信內說：以色列人哪，你們當轉向耶和華─亞伯拉罕、以撒、
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轉向你們這脫離亞述王手的餘民。…驛卒就由這
城跑到那城，傳遍了以法蓮、瑪拿西，直到西布倫。那裡的人卻戲笑
他們，譏誚他們。然而亞設、瑪拿西、西布倫中也有人自卑，來到耶
路撒冷。
 歷下 29:30, 希西家王與眾首領又吩咐利未人用大衛和先見亞薩的詩詞
頌讚耶和華；他們就歡歡喜喜地頌讚耶和華，低頭敬拜。
3. 原因及目的：
a. 原因：
 當時北國的政局很不穩定，數度發生篡位 (王下15章)，亞述不斷入
侵，北國成為亞述的附庸，何細亞曾背叛亞述而轉投埃及，結果被亞
述在 722BC 所滅，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又從巴比倫等地移民來以
色列，設撒瑪利亞省，餘下的以色列人與移民混雜通婚，就產生了撒
瑪利亞人。
 王下17:2-6. 他(何細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亞述王撒縵
以色上來攻擊何細亞，何細亞就服事他，給他進貢。何細亞背
叛，差人去見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與亞述王進貢。亞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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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就把他鎖禁，囚在監裡。亞述王上來攻擊以色列遍地，上到
撒瑪利亞，圍困三年。何細亞第九年亞述王攻取了撒瑪利亞，將
以色列人擄到亞述，把他們安置在哈臘與歌散的哈博河邊，並瑪
代人的城邑。
 王下17:24, 亞述王從巴比倫、古他、亞瓦、哈馬，和西法瓦音遷
移人來，安置在撒瑪利亞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們就得了撒
瑪利亞，住在其中。
 以色列民將面臨審判：與賽5:1-7的對象雖不同，但原則卻不變。
節數
原 則
內 容 (賽 5:1-7 )
v.2a
栽培
 刨挖園子
 撿去石頭
 栽種上等的葡萄樹
v.2b
指望
 結好葡萄
 蓋一座樓
 鑿壓酒池
v.2c
失望
 結果
 結野葡萄
 還有什麼可做的呢﹖
v.5
審判
 撤去籬笆，使他被吞滅
 拆毀牆垣，使他被踐踏
b. 目的：求神使民回轉，使神的臉發光，以致得救。
 三次重複「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
救！」(詩 80: 3, 7, 19)
 此外更多次重複「求」、「回轉」、「發光」、「救」等 (詩 80: 1, 2,
14, 18)。
 注意上下文重複的鑰字。
B. 經文分析與歸納
1. 寓言分析：主体 - 葡萄樹； 喻象 - 以色列
節數
主 体 內 容 (葡萄樹)
喻 象 之 共 通 點 (以色列)
v. 8
你從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樹，
從埃及被拯救出來
趕出外邦人，
趕出迦南的外邦人
把這樹栽上。
進入迦南美地
v. 9
你在這樹根前預備了地方，
在迦南建國
他就深深扎根，爬滿了地。
使疆土擴展
v. 10 他的影子遮滿了山，
領土從南部的山地
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樹。
到北面生長香柏樹的利巴嫩
v. 11 他發出枝子，長到大海，
自西面的地中海
發出蔓子，延到大河。
到東邊的幼發拉底河 (大河)
v. 12 你為何拆毀這樹的籬笆，
審判
任憑一切過路的人摘取？
內憂：換朝篡位
v. 13 林中出來的野豬把他糟踏；野地 外患：亞述、埃及
的走獸拿他當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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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4

v. 15
v. 16

萬軍之神啊，
求你回轉！
從天上垂看，眷顧這葡萄樹，
保護你右手所栽的和你為自已所
堅固的枝子。
這樹已經被火焚燒，被刀砍伐；
他們因你臉上的怒容就滅亡了。

2. 經文歸納：
歸 納 分 段
1. 禱求 – 因神的大能
a. 對象
i. 牧者
ii. 神
iii. 太陽
b. 內容
i. 聽
ii. 光照
iii. 回轉
iv. 得救
2. 哀求 – 因神的憐憫
a. 發怒何時止
i. 百姓吃喝眼淚
ii. 仇敵紛爭戲笑
b. 再次呼求
3. 懇求 – 因神的作為
a. 被拯救、被栽培

b. 為何被審判

c. 三度呼求
4. 切求 – 因神的慈愛
a.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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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a





14b
15

祈求
 回轉
 垂顧
 保護


憐憫

經 文
領約瑟如領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
你留心聽！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你
發出光來！
在以法蓮、便雅憫、瑪拿西前面施展你
的大能，來救我們。
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或譯：復
興），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禱
告發怒，要到幾時呢﹖
你以眼淚當食物給他們吃，又多量出眼
淚給他們喝。
你使鄰邦因我們紛爭；我們的仇敵彼此
戲笑。
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
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你從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樹，趕出外邦
人，把這樹栽上。
你在這樹根前預備了地方，他就深深扎
根，爬滿了地。
他的影子遮滿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
柏樹。
他發出枝子，長到大海，發出蔓子，延
到大河。
你為何拆毀這樹的籬笆，任憑一切過路
的人摘取？
林中出來的野豬把他糟踏；野地的走獸
拿他當食物。
萬軍之神啊，求你回轉！
從天上垂看，眷顧這葡萄樹，
保護你右手所栽的和你為自已所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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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眷顧
ii. 保護
iii. 憐憫
iv. 扶持
v. 堅固
b. 應允
i. 不再離開
ii. 永遠求告
c. 四度呼求

16



17



18



19



的枝子。
這樹已經被火焚燒，被刀砍伐；他們
因你臉上的怒容就滅亡了。
願你的手扶持你右邊的人，就是你為
自已所堅固的人子。
這樣，我們便不退後離開你；求你救
活我們，我們就要求告你的名。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
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3. 信息：不住的祈求 (四度呼求)
a. 因神的大能禱求
b. 因神的憐憫哀求
c. 因神的作為懇求
d. 因神的慈愛切求
C. 經文應用：
1. 被主拯救、揀選、栽培的，若行惡遠離神，令神厭棄，使神失望，最終自己
仍受責罰，自吃惡果。基督徒領袖要日日反省自己的屬靈光景。
2. 禱告不可灰心，只要繼續不斷的向神祈求，神必會垂聽我們的禱告。
3. 禱告不可沒有信心，無論自己屬靈光景墮落到什麼地步，神仍會回轉聽我們
的禱告。
4. 禱告蒙神垂聽後，要僅守自己應允神的事項，定時間在一週內至少作兩次自
我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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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比喻体栽示範 II：弗 6:10-17, 「屬靈的軍裝」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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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作摔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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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
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鍊的使者，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A. 觀察與解釋：(先將寓言的共同點找出並解釋清楚)
節數
經 文
主体及喻象
喻 意 (共同點) 及 解 釋
14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 帶子：真理
共同點：束腰 (紮緊, 約束)
理當作帶子束腰，
 腰是一個人用力時承受重力的支撐，腰
(With the belt of truth
帶的作用是保護用腰力時不受傷害。
buckled around your
 真理在此段經文中應該不是指耶穌(約
waist)
14:6)或神的道(約 1:14)，因原文真理前
面無冠詞，同時下文 v.17 說神的道是
聖靈的寶劍。(以經解經也要小心)
 賽 11:5,「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
當他脅下的帶子」(公義, Integrity 操守
[6664-道德性及法律性] and faithfulness)
(公義不可與當作護心鏡的公義混淆)
 以「真理當作帶子束腰」是表示生活
行為真誠而守信用 (受真理的約束)，
有公義和信實的見証，這是基督徒站
立得穩 (正直) 的條件。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 護心鏡：公義
共同點：遮胸 (保護)
胸，
(1342)
 聖經中「心」(Kardia)是肉體和屬靈生
命活動的操作中心，是情感的所在。
 屬靈的爭戰始於內心思想的領域：
 雅 1:15,「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
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創 6:5,「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
大，終日所思想的 (Imagination) 盡都
是惡，」
 思想 (幻想) + 私慾→懷胎→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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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a

 箴 4:23,「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
切（或譯：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
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林後 10:4-5,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
屬血氣的…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
他都順服基督。」
 賽 59:17,「他以公義 (righteousness-6666
抽象性)為鎧甲（或譯：護心鏡），以
拯救為頭盔，」
 此節的公義(1342)是合神標準及合神心
意之意，是和神的正確關係，使能得勝
撒但的控告，是信徒公義的保証。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是心中一切思念的都
合神的標準及心意，並且順服基督。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 預備走路的鞋： 共同點：預備好的，堅固，穿出去的
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
平安的福音
 可能有偏差的解釋：
上。
 保護我們走路能腳步穩妥、持久而不
被傷害的是平安的福音。
 信徒奔走天路能持久，心中能安穩平
安不被傷害，是因為有福音的保証，
知道自己已經與神和好，具有救恩的
確據。
 此解釋與救恩的頭盔之救恩重複。
 可能較正確的解釋
 隨時將使人與神和好的福音信息預備
好，向人傳講 (參加持續個人佈道訓
練 CWT)。
 走到那裡，就將福音帶到那裡。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 籐牌 (1.2x0.72m 共同點：滅盡惡者的火箭 (魔鬼控告和灼
作籐牌，可以滅盡那
的盾牌)：信 傷良知的罪惡念頭)
惡者一切的火箭；
德 (信心,
 信心是對真理的堅信，在新約裡強調
(「此外」並非「在
Faith)
人與神的關係，及對神的火熱和事奉
此之上」，不是說信
的參與。
德是最重要、而只是
 信心的籐牌是表明對神堅貞的信心是
不可少之武器，)
抵擋魔鬼一切攻擊和破壞的保障。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頭盔：救恩
共同點：戴上
 頭是位置最高和最重要的。(聖經上提
到頭時，多注重於首要及發施號令之
地位，而與思想沒有太大的關連)。
 頭是人身最重要器官之一，是第一需
要保護的。
 懷疑是我們能作正確判斷的致命傷，
是我們常有的共同弱點，也常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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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b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 聖靈的寶劍：
是神的道；
神的道
(聖經、可攻可
守的兵器)

B. 歸納與分段：
歸 納 分 段
 作戰的部署
1. 作戰的能力
a. 靠主 - 剛強
b. 倚賴主 - 能力
c. 穿戴軍裝的目的 - 抵擋
魔鬼的詭計，站立得穩

節數
10-13
10

11

在我們身上工作的起點。
 西 2:8,「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不照基
督，乃照人的傳統和世上知識的初
階，籍著哲學和騙人的空談，把你們
擄去。」(另譯)
 帖前 5:8,「…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
上。」(得救的把握)
 詩 140:7,「主─耶和華、我救恩的力量
啊，在爭戰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頭」
 以救恩為頭盔是以神拯救的確據和盼
望作為我們最首要的保護，使我們確
知自已得救而不灰心的等候救主 (參多
2:13)。
共同點：拿著
 來 4:12,「神的道是活潑的 (living)，是
有功效的 (act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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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有生命的。
 有功效的：能產生果效。
 快利的：能深入人心工作。
 太 10:34,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
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
叫地上動刀兵。」耶穌降世會帶來信
與不信的對立，但信徒的武器不是刀
劍，而是神的話語。
 約 16:13,「…(聖靈)要引導你們明白
（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並要把
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信徒當熟讀聖經，存記於心，隨著聖靈
在內心的引導來運用，產生屬靈的果
效。

經 文

解釋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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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文的剛強是被動進行
式，表示繼續的靠外來的
能力，也就是靠主不斷的
加給力量。
 靠主是在主裡(in the Lord),
屬靈的爭戰是激烈和長久
的，必需在主裡面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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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取他無限的資源。
2. 作戰的配備 - 神的全副軍
裝 (神所製作及供應)
3. 作戰的敵人 - 魔鬼和屬下
a. 執政的
b. 掌權的
c.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d.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
4. 作戰的計劃：防禦
a. 目的：站立得住(不倒)
b. 過程：
i. 抵擋魔鬼的詭計
ii. 抵擋仇敵而來的磨難
 作戰的裝備
1. 武器裝備：神的全副軍裝
a. 帶子：真理
b. 護心鏡：公義

12

13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
爭戰（原文作摔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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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
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
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
切，還能站立得住。

 認清作戰的對象是屬靈的
魔鬼‧不是屬血氣的人，
不要去對付人而忽略了魔
鬼，中了牠的詭計。

 屬靈爭戰的戰略是防禦而
非攻擊，是抵擋而非進攻
(雅 4:7)，是謹守真道不動
搖而非排除異己。

14-17
14

c. 鞋：平安的福音

15

d. 籐牌：信德

16

e. 頭盔：救恩
f. 聖靈的寶劍：神的道

17

2. 精神裝備：禱告
a. 方法
i. 靠聖靈 (在聖靈裡)
ii. 隨時隨地 (全時間、
恆常)
iii. 多方 (全面、內容不
受限制)
iv. 警醒不倦 (全力恆忍)
b. 代禱對象
i. 眾聖徒 (全部)
ii. 主僕
c. 祈求內容
i. 有口才 (清楚講明)
ii. 有膽量 (勇敢無懼)
iii. 盡本分講明白福音

18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
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
護心鏡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
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
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
的火箭；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
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
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
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
倦，為眾聖徒祈求，

19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
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
音的奧祕，

20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
鎖鍊的使者，並使我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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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裝：見 A. 觀察與解釋
雖曾在主日學及培訓中分
享以弗所書多次，但在分
析全副軍裝的過程中，要
將有形(現實)的事物來表
達無形(屬靈)的真理時，
卻困難重重，要達到彼此
不重複、不矛盾、且有合
理的共同點，找盡手頭上
和網站中的參考資料，仍
未能完全滿意，有待與同
學共同查考時再行改進。
 禱告是屬靈爭戰的終極裝
備，是整体爭戰不可缺少
的部分，是使信仰品格產
生效果的必要條件，在信
徒生活及事奉上的每一細
節，都要以禱告去支持。
 禱告要警醒。


代禱的原則是不自私、範
圍廣，代禱是與代禱者與
代禱對象一起同工。
 事奉心態也是不自私，不
求除去自身的鎖鍊和捆
綁，而求福音的釋放。
 宣講者要有知識、有膽
量、有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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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保羅所求的不是脫離監禁
鎖鍊的自由，而是放膽講
論福音的自由。

結論：教會的爭戰
C. 經文應用計劃：
1. 我要如何在屬靈爭戰上裝備自己？
a. 知識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心態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有什麼實際行動來與主僕同工？
a. 代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在事奉上要有什麼檢討和改變？
a. 要改過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要去做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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