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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通讯  2017-2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叔叔 1980-8 

编者按：叔叔得救重生以后，蒙主呼召，立下心志，一生忠心事主。1948 年，

十七岁，“因着信遵命出去”，离开家乡，台湾，到宁波受造就。以后牧会、被

捕，十二年的刑期，包括刑期在内的，二十三年（1958-1981）劳改队的生活（已

平反）……。本文是叔叔在他结束刑期，尚未离开劳改队以前，关于“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的经历和思考。将自己信主后的三十几年“跑程”以及“心路历程”

以随笔形式，刻画得一清二楚。                   。                       

    本人从 1952年，就认识叔叔。所以阅读整篇文章，充满泪水，如临其境。通

过本文，但愿令我们深思：                                                

1、我们，神的儿女都有“当跑的路”；我们如同进入赛程；                   

2、我们跑步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

不像打空气的。”我们是盲目的？还是有“定步人”？我们的奔跑是“在基督里”

还是“在基督外”？唯有“基督”,我们唯一奔跑的中心。                     

3、我们要坐下花费计算（路 14：25-35），我们能力的来源，“靠神”还是“靠

己”？                                                                  

4、“不要自以为站立得住”。绝不能满足于“中途”，“后中途”，差不多。只

有到了路途的终点，才是“当跑的路跑尽了”，切切。                        

5、虽然疲乏，还要追赶。  

    一条跑道，从起点到终点。人们只能在这规定好的跑道上。想图快，走捷径，

是不合规定的。人们只能在这条规定的跑道上努力奔跑。这是“当跑的路”。 

    对跑步的人的一般要求，要健康，轻装，目标要清楚。在奔跑时，前面有个领

路的人（运动家说，是“定步人”），这个人，领先跑，给后面跟他跑的人定步。

基督自己，以及众使徒，如保罗，都成了我们定步人。每个人都绕着自己个人的跑

道，一圈圈奔跑。每一个人都为了某种目的参加一场比赛。 

    赛跑不是在绘图上进行的。最后几圈计算的分量不同，要加倍计算。甚至超过

两倍。因为最后的两圈比开头的二、三十圈要艰难。有些万米运动员跑了二、三十

圈，才算跑了一半。因此跑到最后的两圈，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真正的后中途。有

许多人，从起步点到这个中途，还算顺利，但在最后的两圈——后中途，却坚持不

住，倒下去了。可见要顺当地跑到终点，是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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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余年以前，曾看见一段记载：天气酷热，柏油路也发烫。在世界某地举行

了有史以来一次万米长跑。四十名运动员参加了越野赛跑。四十名运动员中，只有

十七名跑回运动场，十五名达到终点。太阳烤着每个运动员的身体，每一次的呼吸，

就像一团烈火冲进胸膛。再加上发烫的柏油路，他们跑着，跑着，有的人像突然挨

了一粒子弹似的，顿时倒在地上；有些人，他们倒下去后，还手脚并用，试图向目

的地爬去；最糟的是“迷了路”，不知方向，乱跑一通。他们精神恍惚，摇摇晃晃

地跑进运动场，失去了控制，差不多失去知觉，迷迷糊糊朝相反的方向冲进。从来

没有一支医疗救护人员，像当年在此地，忙得不也乐乎。观众看到这种情况，不禁

大为吃惊，跺脚，叫喊，然而运动员已经头晕目眩。有个运动员快要到达终点时，

却转身奔了回来，他已经忘了终点。像牲口被赶进栅栏一般，被工作人员赶过了终

点线！！！运动员，能坚持着、顺当的、达到终点，这是多么不容易。 

    在“当跑的路上”，自以为站得住的圣徒，有的在起步后或是在中途倒下去的；

或是在那最后的几圈——胜利在望，一切了然的时候，也即在他积年累月的可喜的

见证后，在年老时，倒下去的。哪知最后的路程更难跑，结果失败了，跌倒了，犯

罪了。我们要引以为戒。“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林前 10：12） 

    能像迦勒一样，在年老的时候，也就是快走到路的尽头——终点的时候，仍然

说，“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争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

如何．”（书 14：8，10-11）这是何等令人感动和受教训阿！ 

    主的恩典够我们一生之用。“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他们到年老的时

候，仍要结果子，满了汁浆而常发青。”“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

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是何等宝贝的应许，

并且已经应验在许多蒙保守的圣徒身上。他们在年老时所结的果子，超过以前的。

他们忘记了背后，而努力向着标杆，向着终点奔跑。有力地、有节奏地奔跑……。 

    暂时的领先，是不能保证一个人一直到最后的领先。一直到最后的领先，也就

是得到冠军的保证是什么呢？这就要看每一个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目的和动力是什么？

有的人是为了成名而参加的；有的人是为了金钱。还有人是为着一个团体；一个主

义在跑腿。有的是为了要得奖赏；有人是为了创纪录。他的真正的对手不是其他运

动员，而是时间与记录，也就是他的本身。他为了使自己放心，一定跑在别人的前

头；他把最大的对手——跑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在赛跑途中，有时向他上瞄

一眼。他跟它比赛。他只承认这个对手。他跟自己的记录比赛。每一次他向跑表瞄

上一眼后，这纪录就强迫他向前奔去，它不让他有其他的考虑，只让他想着战胜的

记录。这种运动员是有希望得到终点冠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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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奔跑的过程，我们有时脚踝扭伤了，或是抽筋了；步伐没有以前轻快；脚有

点跛；嘴唇发白；痛苦地奔跑着。为什么不退出比赛？我们可能跑完全程吗？为何

锲而不舍，坚持下去？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前进？对手的吸引力吗？还是万米路程的

挑战？按人看来明明没有希望，却继续跑下去，参加一场长跑比赛，对运动员需要

提出多少的要求，又有多少人不得不为此作出牺牲。要牺牲所有，仍然要跑，仍然

向着终点跑。不为名，不为记录，不为世上的一切，仍然要跑，仍然在跑。 

    我为什么要跑？为什么如此热心地，起劲地奔跑？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追求属灵？为了表明爱主？为了在天国有一个王位？是为了什么？“众

人都涌进主的国度”，是啊，大批大批的。然而，曾几何时，又剩得寥寥无几？这

是为了什么？还不到“中途”啊，更谈不上“终点”啊？然而，是寥寥无几，为什

么？我为什么要走主的道路？正如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但愿我仅仅

是因为爱主，被基督的爱吸引和激励；为得蒙祂的喜悦，不为其他理由而奔跑。经过

这么多年的长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是的，我知道我与那些蒙爱、可尊敬

的圣徒差得太远，但我仍然要跑。一旦开始了，就不能中途退场的。“我的仇敌阿、

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

（弥 7：8）我岂可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读后记：读完这篇散文，我想到一件事。在上世纪 60年代，有一天一位 30 几岁神

的仆人到我们家。看见我斑白银发，敬虔爱主的祖母（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说，

“老太太，感谢主，您见主面的日子近了。”当时，我听了，觉得不舒服。我想，

怎么，你没有见过我祖母，第一次就这么没有礼貌讲话。这位神的仆人接着说，

“一个人的一生，要经过多少的争战。老姐妹，我为你感谢神，神带领您，保守您

到这把年纪了，您要比我们少受多少争战啦。”说实在的话，因为我年轻不懂事，

对这位仆人当时的话，既不懂还有责怪的意思。后来，在实际的生活中，越来越经

历，“是阿，在这条天路历程中，充满了争战。哦！何等羡慕当跑的路，已经跑尽

的圣徒们！”。“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

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

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

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

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么若是不

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甚么人、若不撇

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 14：25-33）                      

    当我们进入“当跑的路”，我们的目标对了，跟从主；我们必须舍己，天天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才能跑尽当跑的路。除此以外，别无它路。在跑“当跑的

路”过程，诗歌，对我们很有帮助，仅选一首和弟兄姐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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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诡计                                                   

以及 

以及基督徒得胜的秘诀 

 

编者按：最近连续接到弟兄姐妹问两个同样的问题：                          

1、耶稣是得胜的，但我为什么那么软弱？                                   

2、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到底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说来简单，很简单：                                   

   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以祂权能的命令

托住万有，完成救法——“成了！”。耶稣基督完成救法，藉着死，拯救人类脱离

“在亚当里”——人活在罪性控制之下、在律法之下、随从肉体；藉着复活进入

“在基督里”——脱离罪性与基督联合、在恩典之下、随从圣灵而行。所以很清楚：

1、主耶稣基督已经取得完全的胜利。                                       

2、神使用我们因信与祂联合，祂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                     

3、魔鬼知道自己的失败，常用诡计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疏远与基督联合。       

4、我们是以不断与主联合，而成为得胜的基督徒。                           

   仔细分解如下： 

魔鬼的诡计 

    “全世界都卧在恶者手下。”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凡事受试

探，只是没有犯罪”。祂的一生是受苦的一生、守全律法的一生、绝对顺服神的一

生。祂为拯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魔鬼，解

除了魔鬼和牠随从的武装；主耶稣基督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一生因怕死

而为奴仆的人；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手里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主耶稣基督复

活升天，掳掠了仇敌，坐在父神右边，用祂权能的命令统管万有。赞美主，“神的

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壹 3：8）叫一切信祂的人与祂联合

（参林前 1：30），基督的得胜成为我们（信祂的人）的得胜。使我们从牠管辖下

得自由，并且赐给我们一个因信而有权柄的地位。                            

    但我们常常习惯活在恐惧、怀疑、灰心、失败中。我们不明白，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已得自由的事实。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得自由，是完全的自由。            

     C.S.Lewis,一位英国知名作家及护教家，曾写过一本书，中文译为“地狱

来鸿”（1942 年）。【是老魔鬼寫給小魔鬼的一些信﹐將自己一生的經驗傳給他。

在第一封信中﹐他就教導這小魔鬼要如何的誤導信徒。他說﹕「你要讓那些自以為

聰明的信徒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你就成功了一半了。如果還有人相信有魔鬼的存

在﹐那你就要讓他們想到魔鬼就害怕﹐認為我們是神通廣大﹐連神也管不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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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們再不害怕﹐那就讓他們相信魔鬼是頭上有兩個角﹐拖著一條尾巴。只要你

能讓人們有這些錯誤的認識﹐這場爭戰不用打也贏了﹗從這裡我們看到我們有以下

幾種錯誤的認識 

- 魔鬼不存在。 (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 魔鬼的能力大過神。(Hollywood 式的認識) 

- 魔鬼的樣子我們一看就知。(天真的假設) 

的確，我們對魔鬼的作為常受我們所看的電影﹑電視影響。我們以為邪靈工作都是

像大法師裡面一樣﹐口吐污物﹐面容可怖。當撒但出現時﹐形像都是有兩支角﹐拖

著一個尾巴。其實不然﹗如果我們這樣認為﹐我們就很難看出他們的工作】（摘自

网站“认识空中掌权者”一文。作者未详）                                  

    让我们识透魔鬼的诡计，切记我们与基督联合高贵的地位，运用我们的自由和

权柄。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就要逃跑了。因为魔鬼已经被击败，所以牠的

工作大多数都是不明显给人知道，是在假冒的情形之下来作。牠是说谎之人的父。

牠用谎言作为武器，引诱我们，不知不觉服从在牠控制之下；使我们活在肉体之中，

以至于使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疏远（我们因一次接受耶稣作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已

经与主耶稣联合，就发生了不可断绝的关系。但我们与主联合的亲密与否，影响我

们新生命成长的健康与否）。 

一、魔鬼的诡计(林后 2：11)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魔鬼的诡计：从外面来的和从里面来的。              

1、从外面来的诡计:我们也从两个方面来看外面来的诡计：                   

（1）一方面像吼叫的狮子（彼前 5：8；）                                 

【彼前 5：8】，“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

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林后 12：7-10】，“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

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

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魔鬼是个大骗子，牠借着逼迫、灾难以及重大疾病来吼叫，恐吓和威胁我们，

企图让我们放弃“与基督联合”高贵的地位。如彼得写前书时，是罗马皇帝尼禄王，

在罗马城及四周，残酷地迫害基督徒。有的被钉十字架，有的被放进斗兽场被饿狮

吞吃，有的身上被浇油点火，成为尼禄皇帝花园，晚上燃烧着的蜡烛。那时魔鬼真

好像一只“吼叫的狮子”，似乎就要将教会吞灭了。                         

    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苦难和试炼呢？                                     

    我们确信，撒但在加略山上早已失败了。除非神许可，牠对基督徒毫无权柄

能做什么。 

    我们确知，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我们因信与主联合得生命，并且信上加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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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联合地越来越密切，而得更丰盛的生命。神许可临到我们任何大小事，目的使万

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信心越来越增长，与主联合越来越密切，将

我们摸成神儿子的形象（罗 8：32，耶 29：11，来 11 章，彼前 1：5-7，彼前 4：

12-14，彼前 2：20-21，来 2：1-2）                                      

（2）另一方面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林后 11：14），一副似乎比较善的面孔（其

实比吼叫的狮子更可怕）                                                  

    撒旦像吼叫的狮子比较容易认识，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我们有时反而糊涂了。

    我们切请注意，撒但﹐是敌神的意思。所以只要能达到与神为敌，讓人離開神

的事他都做。不要以为他们都是以做坏事抵挡神。有些时候，牠照样使用人以为的

好事来与神为敌，使基督徒偏离信仰。                                      

A、以人以为好的事与神为敌：                                             

a、引诱人在肉体中（靠自己，靠人为）行事，用肉体热心服侍主，为神大发热心

（罗 7：5、14、18；8：6-8）。结果导致家庭不和睦；教会混乱等。           

b、以人以为好的事，模糊人对独一真神的认识:                              

    例如，摩門教很著重家庭﹗不准堕胎，不准离婚，使得很多人迷惑了﹐覺得宗

教都是差不多嘛﹗信摩門教﹑注重家庭﹐有什麼不對呢﹖撒但就是藉著他們的

“好”，讓人離開唯一的真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又如，“慈濟社”，

着重积功德，他們對社會關懷特別重視。等等這些的好處﹐被撒但所利用來使人不

去寻求、認識真神﹗撒旦借着一些人传讲似是而非、不合圣经真理的道理，并且行

神迹奇事，兴起异端，混乱真道来迷惑人。                                  

B、引诱人贪爱世界（提后 4：10；来 13：5；彼后 2：15）                   

【约壹 2：15-17】，“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

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

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

的，是永远长存。”                                                      

    贪爱世界包括的内容很广：指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事。有些神的儿女往往在

“好像吼叫狮子”的面前，靠主站立得稳；但却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

生的骄傲”面前失败了。撒旦常常以取代法，“面临的事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以爱世界，取代我们心中爱神的地位。”“人若爱

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2、从里面来的诡计：                                                   

（1）思想意念里面：                                                     

    撒旦常藉人的思想为渠道。当我们遇到事情，就引诱人，去想啊想啊。有想你

认为正面的事，有想负面的事，使人里面产生各样的私欲，以至于远离神。如：怀

疑、惧怕、分析、不信、不顺服、贪心、情欲、嫉妒、骄傲、愤怒、苦毒、恼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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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自怜、自尊等。                                                

【雅 1：14-15】，“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

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2）在良心里，用控告和定罪来动摇我们的信心：                          

【启 12：10下】，“……因为那在我们 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A、圣灵的责备与魔鬼的控告、定罪的不同：                                

a、圣灵的责备：当我们犯罪以后，圣灵清楚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罪，并且催促感动

我们认罪。当我们真正向主彻底认罪（圣灵常常也会感动我们去向人认罪），我们

必得到神的赦免，我们心中就恢复了得救的平安和喜乐。                     

b、魔鬼的控告、定罪：魔鬼总是先引诱我们犯罪，然后就来责备我们所犯的罪

（包括一些错误、失败和软弱）。使我们一直有罪恶感，觉得自己不配称为神的儿

女，便会陷在审判和定罪之中。有时我们并没有牠说的罪，只是牠自己在我们思想

意念中丢进某些想法；或是我们的旧性情，无法挣脱。魔鬼就利用这种情况，要我

们感到绝望，以为神要离弃我们，或用假冒将我们带到神的责难、不安之中。这样

就使我们一直处在软弱之中，而缺少对神的信心。                           

B、魔鬼之所以控告和定罪我们，特别是对渴慕圣洁的弟兄姐妹，而对“罪得洁净”

的过程不清楚：                                                         

a、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向主认罪。但魔鬼仍要将我们拖在定罪阴影之下，一次

又一次提醒和控告我们说：你犯罪了，你犯罪了，你还是基督徒哩，你是基督徒吗？

你有基督徒的样子吗？                                                   

b或者牠将一个罪恶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很自然地去抵挡这思想。当我们

去抵挡的时候，牠就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定罪和控告我们不洁的心思意念。一方面

对你说千万不要让人知道，人会看不起你，别人会因你而绊倒。另一方面控告我们

说“神不能与不洁的人相交”，不断的定罪我们。如果我们接受魔鬼的谎言（是牠

自己将邪恶的意念丢在我们里面，而又要定我们的罪，控告我们），我们就会变得

无助，产生恐惧和怀疑，使我们失去对神的信心和盼望。                     

C、面对魔鬼的定罪和控告，我们只要诚心大胆、彻底认罪（包括交罪）悔改，宣

告神的信实、公义，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的一切不义。接下来唱诗，高举主，

不理睬魔鬼的控告。 

二、魔鬼诡计的目的 

1、疏远与基督的联合：                                                  

    我们人是自我中心的。当魔鬼借着外面的和里面的诡计，叫我们产生热心、

恐惧、害怕等试探时，我们习惯了用自己的方法、智慧、分析、能力、判断、才能

等肉体的方法去面对，忘记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而疏远了与基督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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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为软弱的基督徒：                                                  

    一个神儿女的得胜，完全是因为与得胜的基督联合，而得胜。当我们活在自

己里面时，一遇到事情就会越想越怕、越想越气，就忘记以至于疏远与基督的联合。

我们就会自己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而导致我们成为软软弱弱的基督徒。我们有

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们为主大发热心，虽然是为主，却是靠自己，也会忘记、疏远

与主的联合。不是吗？我们不是常常发热心到发脾气了，发热心到教会不合一了等。

    总之，撒旦无论是在我们的外面，像吼叫的狮子，或装作光明的天使，或让

我们用肉体大发热心；或里面通过思想渠道，或控告、定罪。总的目的是叫我们远

离神，忘记基督的得胜，忘记和疏远与基督的联合。魔鬼知道牠不可能使我们与基

督的关系断绝，但牠想方设法使用诡计，使我们不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使我们成

为软弱的基督徒。 

三、基督徒灰心、惧怕的原因： 

1、不明白基督得胜的真理：                                              

    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魔鬼，完全解除了魔鬼的武装，释放了我们

得自由，魔鬼已经没有权柄在我们身上做任何事情了。为什么我们还会灰心、惧怕、

失败呢？                                                               

    一方面可能我们不明白魔鬼已经失败了，不明白魔鬼的武装已经被主耶稣解

除了，不明白基督完全得胜的真理。                                       

    二方面，我们不明白，“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的得胜完全不是，也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乃

在于与基督联合密切更密切，基督的得胜成为我的得胜。                     

    第三方面，纵然上述两方面，我们在知识上明白了，但魔鬼知道牠自己失败了，

不能当面来做什么，所以牠常常使用谎言或隐秘的诡计来引诱、试探我们，使我们

忘记这真理，以至于落在“靠自己抵挡”，而恐惧、灰心、失望，以致落在魔鬼所

设的网罗中。 

2、没有活在基督的得胜里：                                              

    我们常常活在自己里面，靠自己挣扎、苦斗、努力去面对。魔鬼是不会怕你

的，魔鬼怕的是与你联合的基督。所以我们若活在自己里面时，就会灰心、惧怕、

失败、绝望等。                                                          

    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是得胜者。我们是因著耶稣的得胜，我们因信与主耶稣

紧密联合而成为得胜者。这点非常重要。                                    

    总之，我们因为不明白与基督联合的得胜，因此常常靠自己抵挡魔鬼，结果就

是失败。如果我们常常凭信心宣告“哈利路亚，耶稣得胜，耶稣得胜。”我们就会

因与基督联合更紧密而得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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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得胜的秘诀 

 
    新生命成长三大仇敌：肉体、世界、魔鬼。魔鬼是这世界（全球）的神，世界

的王。牠用各种诡计使我们活在肉体之中，活在贪爱世界之中。所以胜过魔鬼是基

督徒得胜的很重要关键。 

一、胜过魔鬼的根基（启 12：10-11） 

【启 12：10-11】，“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弟兄胜过牠，是

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此处讲到

胜过魔鬼的根基有二点： 

 

1、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1）羔羊的血。魔鬼常常以我们的“罪”，控告我们： 

       主耶稣的血——被杀羔羊之血——是宝血。借着耶稣的血还清我们的罪债，免

去我们的罪刑；借着耶稣的血，将我们买赎回来；借着耶稣的宝血，神不再看我们

是罪人，耶稣的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通过主耶稣的血，神看我们如同没有犯过罪

一样。我们的罪虽像朱红，但在主的血里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罗 5：9）“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

耶稣里，靠着祂的血得以亲近了。”（弗 2：13）“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

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罗 3：25） 

    当神光照我们的罪时，或魔鬼有时在我们思想意念中丢进一个恶念时，魔鬼往

往以控告、定罪、试探我们，恐吓我们。我们不是、不能、不必、也不该靠自己的

努力去分析、去抵挡。乃是回到主的面前；大胆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

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

1：9）我们不是以“将功补过”来赎罪，我们的责任和本分是，不要隐瞒，不要怪

东怪西；要大胆、直接认罪。羔羊的血，也只有羔羊的血，永远有功效，必赦免我

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犯罪虽然可怕，但遮掩罪、不肯认罪才真正可怕。 

       主的血已击败了魔鬼。魔鬼痛恨主的血，在主的宝血面前，牠只有低头、只有

羞辱。 

（2）自己所见证（也作“证据”）的道： 

A、所信、所经历的道：一位弟兄见证说，“有一次，有人放火烧了我的花生很多。

当别人告诉我以后，我的里面有很大的争战，是让认赔还是不让认赔。如果让认赔，

人家会说‘你还信耶稣哩，你还传道哩。'就会使主的名受羞辱，如果不让认赔，

自己就会吃亏，就会受损失。况且家里的姊妹也生气，要让认赔产量。我正在左右

为难的时候，从我的里面出来一句话，‘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我的心一下子亮了，也得释放了。回家后，问妻子，‘真的让认赔吗？’妻子也是

说‘那是气话，哪能让认赔呢'。我们因着主的话——恩膏的教训，都得释放了，

靠着主所给的话就胜过了试探。感谢主。”哈里路亚！主的道是胜过魔鬼的利器。

平常我们要“将主的话藏在心里，昼夜思想”（参诗 119：11；1：2），常常祷告，

圣灵随时会以神的道引导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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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宣告主的话：我们诚心祷告、认罪之后，就按照神所赐的话宣告。如：“约

壹 1：9”；“东离西有多远，祂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 103：12）；

“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诗 103：3）；“神啊，……将

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孽投于深海（弥 7：19）"等。 

2、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主耶稣基督已经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释放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

的人。撒旦常常藉着我们的“爱惜生命”，以死亡恐吓，威胁我们： 

（1）怕肉体死：有时候我们很怕死，比如:有重病了，有患难的时候等等，我们因

怕死，而为我们身体的缘故，成为药物、饮食等等种种奴仆。耶稣已经胜过魔鬼，

我们的生命已经在神的手中，“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

116：15）“主耶稣掌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参启 1;18)，神不许可，时间还没

有到，我们还不会死，如果时间到了，我们就欢欢喜喜，息了地上的劳苦，进入那

永远的安息，与神永远同在。 

（2）怕我这个旧人死：虽然在理论上我们知道，我这个旧人，在地位上已经与主

同死、同埋。但我们不甘心旧人死，死爱面子，死要讲理等等，这就给魔鬼留地步

了。弟兄姐妹，我们若要胜过魔鬼，就必须“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包括肉身、面子

等），死就死了吧。”，当我们有了“死就死了吧”的心态时，魔鬼就无计可施了。

有这样的心志，在一切事上必得胜有余了。相反地，如果我们怕，以至怎么办？怎

么办？这时候魔鬼就很高兴，因为你与基督的联合疏远了。                    

    弟兄姊妹，如果现在魔鬼攻击你，宣告吧，宣告：“死就死了吧！”你若不爱

惜自己的性命，一切交给主，魔鬼在你身上就无法工作，基督的得胜就在你身上得

以彰显。感谢主，有罪，我就认，耶稣的宝血洗净我，其他死就死了吧。不管是外

面的吼叫，还是里面的心思意念，死就死了吧，要撕破面皮，就撕破面皮吧，你就

得胜、释放了。 

 

二、基督徒得胜的秘诀（雅 4：7，加 2：20，西 2：2-3，9-10）： 

    我们反复讲了又讲，我们一信主就与基督联合（一次联合，永远联合 

来 10：14）。基督徒的得胜在于与得胜的基督联合，基督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

在圣经中，从两方面来表达同一件事，如何与基督联合更密切来抵挡魔鬼，胜过魔鬼： 

 

1、顺服神抵挡魔鬼（雅 4：7）： 

【雅 4：7】“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过去我在应用这节经文时，根本不注意第一句，只注意“务要抵挡魔鬼”这句话。

因此当魔鬼丢进各种意念时，就拚命抵挡。虽然求主帮助，还是靠自己抵挡。抵挡

到精疲力尽，也没有效果。相反的掉在沮丧、灰心之中。其实这节经文很清楚指出，

抵挡魔鬼的方法是用“顺服神”的方法。什么是顺服神呢？顺服神就是服在神的权柄

之下。我们是通过高举、求告、赞美神而达到顺服神的。 

    “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诗 18：44） 

    当我们高举神的绝对主权，认同主所做的都是好的，顺服神所安排的环境，顺

服神在一切事上的引导，主必有办法，我们就密切与主联合，魔鬼就逃跑了。 

2、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彼前 5：8-9，加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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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

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牠，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

这样的苦难。”（彼前 5：8-9） 

    坚固的信心就是，认定和宣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无论什么事我们一宣告，魔鬼就跑掉了。 

    魔鬼就是用诡计来引诱我们，看我们懂不懂得，记不记得与基督联合的秘诀。

主耶稣在各各他山上早已得胜魔鬼了，但魔鬼想借一切的环境，让我们恐惧、思想、

或靠自己想方设法，而忘记与得胜的基督联合，使我们成为软弱的基督徒。当我们

宣告是主在我里面活，主所做的都对、都好，我不要问为什么?我们知道主所做的

没有错，神不爱惜祂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还有什么是不好的？凡神所做的没有一件

事情是不好的。虽然我们有许多事情不懂，但我们相信主所做的都对都好，这样魔

鬼就没有机会可以钻空子了。 

    因此，基督徒得胜生活的秘诀是：“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

离开你们逃跑了”；以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

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基督的得胜就是

我的得胜。魔鬼是不会怕你的，牠怕的是与你联合的基督，只要凡事与主紧密的联

合，魔鬼就必逃跑了。因为基督必保守从神生的，（约壹 5：18）如果我们一遇到

事情就开始想方设法，而不去与基督密切联合，让基督去面对，反倒自己去面对，

结果注定失败。 

 

三、活出基督徒得胜的生活: 

【弗 6：10-18】，“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

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

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

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

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生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1、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   

（1）真理的腰带: 

    表示要以一贯、全面的真理束腰。生活行为要受真理的约束；以真理为行事的

能力，凡事顺服真理。 

（2）公义的护心镜： 

    不断仰赖神所赐的公义，“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

没有分别”（罗 3：22）； 

    每天活在顺、靠圣灵而行之中，作顺命的奴仆，就是行在公义之中（罗 8：

4，6：16） 

    有罪，就大胆认罪，靠主宝血接受神的公义，必得赦免（约壹 1:9) 

（3）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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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是要救人与神

和好，也要人与人和好），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路 2：14；赛 9：6）； 

    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是以基督的平安在心里作主（西 3：15），顺着在不违

背基本真理的基础上的外面的和谐去行（雅 3：17；加 5：22-23）； 

    我们所传的也是平安的福音（弗 6：16；徒 10：36）。 

（4）信德的藤牌：信德是指信心的行为。信心的行为，具体表现就是不断求告主

名（罗 10：8-13），因信与主联合。必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 

（5）救恩的头盔：头盔是保护头部（心思意念)的军装之一，只有把神的救恩当作

头盔，才能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6）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即恩膏的教训 (圣灵就事、随时感动出来神

的话）。 

（7）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儆醒不倦。 

    只有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仅在大争战中要穿，在天天、时时、事事中都

要穿，直穿到见主面。也就是在每时、每刻、每一件事操练求告主、高举主、认定

主而与主紧密联合，必定得胜。 

2、在真道、恩典、信心上站稳： 

    有些人经过吼叫的狮子倒不怕，但却中了撒但的诡计，被异端邪教所迷惑；有

的人抵挡了异端邪教，却又被邪情私欲所迷惑；有的人为了拯救被邪情私欲所捆绑

的人，自己反而又掉进去等等。所以，面对魔鬼的诡计：无论外面的吼叫的狮子，

或装作光明的天使（贪爱世界、异端邪说、用肉体发热心等）；里面的心思意念及

良心的定罪与控告（请见附注）。抵挡魔鬼的第一步就是要站稳，保罗说“你们

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帖前 3：8）。要站稳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清

楚是要站稳什么？如何站稳？ 

（1）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林前 16：13】，“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 

【林前 15：1】，“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

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我们要明白真道是什么？我们要将真道藏在心里。 

A、这真道有指全备的福音：包括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成为人子耶稣。祂的生、

祂的一生、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

父神因祂的名差遣圣灵到地上来推行救法；有一天祂要带着荣耀的身体回来，提接

教会到空中与祂相会，我们要与主同在，直到永远。 

B、这真道有指得到全备福音的道路：世人如何可以得救、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 

    我们得救，在神方面是本乎恩；在人方面是因着信。一点不靠人的功劳。 

    本于信：每个人只有因信称义、重生。我们得到有分于神性情的生命。“叫我们

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彼后 1：4） 

    以至于信：只有不断走信心的道路，使我们从地位称义到实际成义，从地位成

圣到实际成圣；使我们从新生命婴孩渐渐长大；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样必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

远的国（参彼后 1：11） 

（2）在神恩典上站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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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5：12】，“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 

A、神是施恩的神（弥 7：18；徒 14：17），是神的恩典，要拯救世人； 

B、神设立救法是恩典法：神拯救我们，一点也不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不靠自己的

挣扎，是借着信，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恩典法来拯救我们。借着与基督联合，基

督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生命成长依然是本乎恩，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而

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挣扎。在抵挡魔鬼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争战兵器就是与得胜的

基督联合，安息在基督的得胜里面，“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

（来 4：10）；“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 46：10）所以我们要靠神的

恩典站立得住。 

（3）凭信站立得住： 

【林后 1：24】，“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

凭心才站立得住。” 

    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法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生命；“本于信以至于

信”，我们新生命成长。 

    “信心”是接受的意思。面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要“凭信站立得住”

的意思是：我们凭信心不靠自己的能力、智慧、聪明、理智分析去应对，乃是凭着

对神、对耶稣基督的信靠。相信和高举耶稣基督，在加略山上的绝对得胜，我们借

着信而顺服来胜过魔鬼，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们完全安息在主的得胜里

面。 

    总结：虽然我们从前在魔鬼的权下，但因着耶稣基督的“出死入生”法，将

我们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从撒旦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魔

鬼，借着主耶稣的得胜，我们因信与他联合，我们也成为得胜者，在一切事上必得

胜有余了。所以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极其简单：                                

1、明白清楚：我们的得胜是在于因信与基督联合，基督的得胜成为我的得胜。   

2、有愿意信而顺服和受苦的心志.                                          

3、藉着天天读经、祷告等等，支取新生命成长因素，我们信心不断增强，与基督

联合密切更密切，“感谢神、常帅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

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林后 2:14） 

 

附注： 

我们如何面对魔鬼在我们心中的定罪和控告： 

1、同意魔鬼对我们的定罪和控告：不管是魔鬼在我们心思意念中丢进一个意念；

或是牠藉我们败坏的旧性情定罪我们；或是我们确实犯了罪。我们的态度就是同意

牠对我们所定的罪。我们不必要、也不应该为魔鬼在我们心中所定的罪辩论。圣经

从来没有要我们和魔鬼辩论。魔鬼常利用各种机会控告、定罪我们，来试探我们。

要我们与牠辩论。好愚弄我们精疲力尽、信心软弱。请记得，千万不要自己去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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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应该大胆承认，干脆回答：是的，我是不好的。否认我们的失败，不会叫

我们成为公义。“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赛 64：6） 

3、转向耶稣，我们的避难所：感谢神，正因为我是罪人；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神才差遣祂儿子到世上来。“神使那无罪的替我成为罪。好叫我在祂里面成为神的

义。”（林后 5：21）“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靠自己根本就是作不好的。

我恭恭敬敬在你面前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求你拯救我脱离这罪（我们应该有信心，

神必拯救我们)。感谢神，我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

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主啊，谢谢你的救恩。” 

   我们绝对不能，也不要以我们自以为的圣洁和公义，面对魔鬼。这样我们会远

离避难所——主自己。什么时候你以自己的圣洁、公义面对魔鬼，什么时候你就要

被魔鬼击败。另一方面，神是全地的审判者、是我们的父。我们犯罪、软弱与魔鬼

有什么相干呢？我们并没有任何义务要向魔鬼去交代什么。所以对魔鬼的态度，我

们是“不必面对面抵抗”。其实当我们在面对牠时，我们是高举了牠。我们蒙拯救

如同住在至高者的居所，又稳固、又牢靠。魔鬼只是像无赖之徒在窗外，隔着窗要

引起我们注意，好愚弄我们。对牠，我们不要去理会牠。 

   我们信心的基础，不是我们的善行，乃是因信披戴了基督的公义。魔鬼是我们

罪的主谋，牠专找我们的弱点。将这弱点一次又一次带到我们的面前。将罪、恐惧、

怀疑、和绝望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透过谎言，试图使我们与基督——我们的避

难所(我们在祂里面的义)——疏远。牠若成功了，我们就失去信心(当然这不是指

得救重生的信心，乃是指得救重生以后生活的信心)。我们就无法成为快乐得胜的

基督徒。请切记，“在基督里称义，是我们胜过仇敌的基础。” 

   由此可见，我们抵挡魔鬼的定罪有三重原则：同意魔鬼对我们的定罪和控告；

大胆向神认罪；抓住在基督里被称义的应许，回归、转向耶稣我们的避难所，这样

必能得胜；之后，我们就是用高举基督、顺服神来漠视、鄙视魔鬼的试探和定罪。

赞美吧，当我们唱诗、赞美、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就会派伏兵击杀我们的敌人（参

代下 20：20-24）；我们一切的捆绑都会脱落，监牢的根基都要震动（参徒 16：

23-28）。哈利路亚！赞美必胜过魔鬼一切的诡计。魔鬼听见赞美的声音必要逃跑。 

正如诗歌所说： 

                                                                       

     再唱信心的歌，仇敌听见要抖， 

   赞美原来会胜鬼魔，何致被他箝口。 

 

 “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 4：7）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