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要使每位信徒省察、潔淨靈魂。屬

靈得勝指南分享重要的基本概念與價值，釋放我們脫離撒但的

網羅。我們渴望看到每位信徒活在屬靈得勝中，堅持撒但潰敗

了，因為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已經成就了這一切。 

 

耶穌來到地上的主要目的，就在

祂自己的話裡：「主的靈在我身上，因

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

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

四 18)。 

 

靠聖靈的大能，耶穌渴望釋放每位生命中有問題的人。神

的兒女沒有人能說，他們從未暴露在世俗污染之下。很多人可

能已對付了過去的罪與傷害，但我們知道，這本小冊子，將有

助於認出並揭發生命中的隱密區域，使你得著全然釋放。 

 

神的兒女有責任省察內心，找出有什麼東西，阻礙他行在

主所應許的豐盛中。 

 

腓立比書二 12 下：「……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

工夫。」 

 

 

 

 

 

 



單元一  靈、魂、體 
 

聖經告訴我們，人心裡想什麼，他就是什麼樣的人。我們

身為神重生的兒女，現在羅馬書十二 2指教我們，要改變心思，

脫離舊有的罪惡模式與習慣，像基督般地思想、行事。 

一、靈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 23 告訴我們：我們有靈、魂、體。重

生以前，我們的「靈人」受撒但及其影響力所支配。哥林多後

書四 4 告訴我們：世界體系的神撒但，弄瞎了不信者的心眼，

於是撒但有了合法的權利，來控制、操縱我們的生命。我們現

在憑著自由意志，給聖靈權利，讓祂住在我們心裡，掌管我們

的生命。 

 

二、魂(心思) 

我們的靈雖然重生了，但是心思(包括意志、理智、情緒)

卻必須經過「大掃除」的過程，這要花上一輩子。我們必須「重

新設定」心思，除去多年來累積的一切「多餘的包袱」和負面

的「程式設計」，否則它一定會拖慢我們。 

 

耶穌在十字架上，償付了我們精神與肉體的一切痛苦。祂

邀請我們來，把它放在十字架下，然後獲自由、蒙醫治、得釋

放地走開。想除去家裡(身體)這些「捆綁」，就要作些困難的

決定，但是「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

翰福音八 36)。 

 

三、體(包括我們的五種感官) 

身體的另一個說法是「肉體」。聖經哥林多前書三 16 告訴

我們，身體是聖靈的殿，因此我們有責任，不讓不敬虔的習慣

和作法，玷污了我們的體與魂。神呼召我們行在聖靈中，不是

順著情慾、或肉體的邪情私慾而行。加拉太書五 19~21，保羅



列出肉體的作為。肉體指揮我們太久了，所以我們必須刻意地、

自願地、故意地，天天釘死肉體的作為。克服肉體的惟一方法，

就是把心思專注在神的事上，操練祂的同在(這只是意味著花

時間與祂同在，視祂為朋友)。靠祂加給我們力量，我們必定

得勝，也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四 13)。 

 

四、宣告耶穌的主權 

有人邀請主耶穌進來住。他預備了客房，是一位殷勤的主

人。一天早上，前門敲響。他開門，魔鬼就推開他，搗毀屋子

樓上樓下，除了客房以外。這人很困惑，問主說：祂為什麼容

許撒但搗毀他的家？ 

 

耶穌告訴他，祂只獲准進客房，沒有權利到屋子的其餘部

分。屋主很驚慌，就讓主管理整個樓上和客房。 

 

 

隔天早上，前門又敲響了，門一開，撒但又進來，粗魯地

擊倒這人，弄亂了整個樓下，卻沒進入分配給主的區域。這人

又嚇得說不出話，心想主怎能容許撒但這樣恣意妄為。這人第

二次詢問主，為什麼撒但這般無禮。主終於解釋說，屋主能受

到完全保護的惟一方法，就是讓耶穌全權擁有、管理這房子。

屋主欣然答應。隔天早上，前門又敲響了，耶穌應門，猜猜怎

樣！沒有人在那裡！ 

 

上述故事說明了魔鬼對我們做的事     假如我們生命中

還有不順服的區域。 

 

神的話告訴我們：我們已經蒙拯救，脫離了黑暗的國度，

進入神愛子耶穌基督的國度。我們現在有責任讓祂作主   不

只是我們靈的主，也是體與魂的主。 



單元二  心思戰場 
 

人類的頭號敵人是撒但，牠的遊樂場是我們的心思。當我

們讓耶穌作我們的主和救主時，勝利就開始了。當耶穌的性情，

在我們的魂(心思)中充分發展時，勝利就完全了。神在新舊約

多處經文中指出：心思是災難的來源；我們打勝仗或吃敗仗，

都是在這裡。箴言廿一 23 告訴我們：謹守口與舌，就保守自

己的魂(心思)免受災難。箴言廿五 28 告訴我們：「人不制伏自

己的心，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心思是意志的所在地，

能選擇善惡、對錯。它控制了我們的福祉，控制了我們的情緒。

它能全然毀掉我們的生命，或急遽地改變我們，成為主手中的

大能器皿。 

 

為要在這一生經歷勝利，就必須從更新心思做起。神藉著

祂的道，給了我們成功所需的一切。耶穌在十字架上，償付了

所有刑罰，我們只要承認自己的罪、宣告得勝，就能在心思中

擊敗撒但。請遵守這簡單的規則：「禱告、順服」。 

 

許多基督徒不成功，主要因為禱告不夠。禱告是和一位活

著、樂意、有能力的神溝通。禱告、默想神的話，能建立信心，

並使心境從負面轉為正面；接著，就使我們的宣告和行動，對

準我們所堅信的(根據神的話)，最終必定得勝。 

神不能改變，因此我們必須改變。 

 

這個過程，顯然不是一夜的工夫就發生，而是由我們的步

調決定。神總是在我們的委身層次，與我們相遇。 

 

順服的大能 

雅各書四 7 說，我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

逃跑了。這裡的第一步驟是順服。順服是一項大能的原則，也



是持續的過程。敬虔的順服將釋出神的保護和供應。 

 

雅各書一 22 說，我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藉著順服

神的道，我們表明自己順服神，於是這行動就會釋放能力，抵

擋魔鬼，使牠逃跑。我們需要明白：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抵擋

魔鬼；必須靠神的道的力量，以及我們對祂的道的順服。順服

神的道的程度，可以估量出我們抵擋撒但的程度。讓神的道在

我們生命中居首位，就是順服神了。這會影響我們的思想與行

動。 

 

我們不可能思想正確、行事錯誤；也不可能行事正確、思

想錯誤。 

 

 

 

  



單元三  認出營壘 
 

「我們爭戰的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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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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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十 4~5) 

 

從上述經文我們學到：撒但把錯誤、不合聖經的想法，放

在我們的心思裡，就設立了牠的營壘；我們需要認出並攻破這

些要塞。我們必須明白：得救只是神為我們生命所作計畫的第

一階段，下一階段則是認出、並拆毀攔阻我們行在聖靈的自由

中的營壘。營壘是魔鬼活動的藏匿處，牠們從這位置，為自己

的權利辯護，並以我們所容許的各樣惡行，在我們生命中運作。

神的道清楚告訴我們：這些營壘是在心思裡，我們必須用神的

道取代它們，根除這些負面的勢力，並尋求神的恩典與赦免。 

 

當他重生時，重要的是提到：基督徒不可能被鬼附。聖靈

占據了人的靈。 

 

然而，基督徒可能受壓制、消沉、抑制，甚至肉體經歷了

魔鬼的活動。這個主題將在 E2 生命更新營中，更深入地處理。 

 

 

 

 

 

 

 

 

 



單元四  聖靈的角色 
 

如果你意識到生命中有捆綁，很重要的是：讓聖靈在你裡

面，開始做深入潔淨的工作。如果只要魔杖一揮，就能使罪惡

模式和捆綁消失，該有多好；但不幸的是，實際情況可不。保

羅在加拉太書五 16，命令我們行在聖靈中，不要順著肉體情慾

而行。聖靈與肉體持續相爭，如果我們不順服聖靈，那麼肉體

就會勝過我們。羅馬書八 6 告訴我們：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

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沒有人會在精神正常下，欣然選擇死

亡－－人人都渴望生命平安。因此很重要的是：向神承認自己

的罪，不給魔鬼留地步，以免牠建立或堅固牠的營壘，並從中

運作。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

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壹書一 9)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

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申命

記卅 19) 

羅馬書八章 

加拉太書五章。 

 

一、釋放能力──禱告與神的道 

有兩條腿支撐我們的靈人。 

1.禱告： 

禱告是攻破魔鬼營壘的動力，尤其當我們在聖靈裡禱告時

「這卻怎麼樣呢？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

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林前十四 15)。全然自由而行的惟

一方法，就是藉著操練神的同在。為要達到這點，重要的是在

主面前，花上優質時間，直到突破為止。以短期禁食伴隨禱告，



是值得推薦的。堅毅禱告所不能打倒的山，禁食卻能挪去，這

是事實。「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或

譯：不能趕他出來〕。」(太十七 21)耶穌在幾個場合裡，把禁

食與禱告相連，作為突破、得到果效的途徑。我們禁食的時候，

就釘死肉體的私慾，並且必須倚靠主，求祂托住、扶持。這過

程使我們很能意識到聖靈同在，我們的靈對神的聲音也會更敏

銳。 

 

2.神的道： 

約書亞記一 8 命令我們：晝夜默想神的道，就能亨通，凡

事順利。大衛在詩篇一談到，默想神的律法的人，必要亨通。

這些應許是針對靈性與身體，透過禱告、默想神的道，才能釋

放出來。何西阿書四 6 告訴我們：神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我

們只能行出自己知道的事。對神的道的知識，會帶來釋放──

如果我們相信並宣告它。 

 

3.信心對懼怕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來十一 6)，我們必須把宣

告和信心，混合在一起。「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羅一 17)人們受阻不能踏入神的自由中、蒙拯救，原因常是「懼

怕」。提摩太後書一 7 告訴我們：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

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撒但知道，如果我們的心思被神

的道更新，牠就不能再欺騙我們了。 

 

二、耶穌付清了我們的救恩──靈、魂、體 

從前有個人好福氣獲得免費船票，登上

又漂亮又豪華的郵輪，環遊世界。他沒有額

外的資源，就決定買些乳酪、餅乾，在船上

吃，因為付不起船上昂貴的食物。 



旅途最後一天，他的口糧耗盡了，遇到船長，船長問怎麼

從沒在餐廳見過他。這人有點不好意思，把財務狀況告訴船長。

船長語帶震驚地問：為什麼他沒讀小冊子？因為食物包含在航

行費用裡。 

 

許多基督徒靠陳年乳酪和乾掉的餅度日，因為沒讀「小冊

子」(聖經)，也不知道神對他們生命的「包括一切」的計畫。

耶穌付清了我們的救恩－－體、魂、靈。只要遵行祂的指教、

默想祂的道、天天禱告，必要亨通。 

 

 

 

 

 

 

 

 

 

 

 

 

 

 

 

 

 

  



單元五  屬靈營壘(障礙) 
 

兩名徒步旅行的人(羅伊和李克)，同時抵達人生的十字路

口。(這時他們委身於基督)。兩人啟程時，都有包袱。 

 

羅伊帶著實用背包，輕鬆旅行，這使他的旅程不複雜。他

的步伐穩健、有規律。 

 

李克則拖著兩大箱，走得既慢又費力。他累了，行李的重

量使他疲憊不堪 

。 

 

我們繼續往下說故事時，請記住：我們遇見主以前，都受

罪性影響，是自己的過去的產物。造成屬靈障礙的因素，可能

是負面的教養，罪惡的環境，教育(錯誤的哲學和道德價值)，

錯誤的人際關係，以及有意無意間結交的朋友、或壞的選擇。

如果拒絕、忽視這些障礙，就會在生命中造成動亂和傷害。這

些障礙必須受挑戰、被對付。「當了基督徒，這些東西就不能

影響我們」是個騙局；我們都需要對付這「包袱」。 

 

先對付羅伊吧。即使他在基督徒家庭長大，但是他明白，

這並不會使他成為基督徒。他必須親自讓耶穌作他生命的主，

並悔改自己的罪。請注意：他不能倚靠自己的教養與敬虔的父

母，來討神的喜悅。他必須自己作決定。他跨出第一步，委身

於基督以後，就喜樂地上路了，但是某些東西仍然阻擾他的旅

程。不是什麼大場景，但他記得有個特別的情節，就是他和父

親嚴重爭吵，從那時起，兩人的關係就沒恢復過。他就是沒辦

法原諒父親的頑固觀點。情況愈來愈糟，雖然緩慢，卻無可避

免。 

 



羅伊對自己認識的許多基督徒，態度也壞──他視他們為

自義的偽君子。他變得愛批評、嘲諷，這發展為他生命中一個

主要的營壘。這些和許多別的「小」事──他無法原諒和放手

的──正是他必須在神面前承認、悔改、謙卑自己、弄對的事。

(馬太福音五 23~24) 

 

他的擔子(因為「得救」前的生活方式)是要對付，但他的

「包袱」不像李克的那麼重。 

 

李克的人生故事完全不同。他來自不敬虔的家，吵架、拒

絕、酗酒、低道德標準，都稀鬆平常。這麼一來，派對、毒品、

酒精、色情刊物、各種其他形式的性變態，就成了他的生活方

式。他甚至涉獵了邪術。從這裡，你可以歸納出他生命中有嚴

重的營壘；結果，他抵達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成了委身的基督

徒，必須對付來自過去的許多嚴重屬靈障礙。 

 

我們必須指出，許多基督徒因為不注意，就被撒但騙了，

相信凡事盡都美好。他們不曉得必須挑戰發生過的事(也許很

久以前發生的)，雖然當時似乎不重要。這些障礙(如果不理會)

將妨害他們，使靈命成長停滯不前。它們會愈來愈大，因為不

被對付，就潰爛擴大。這些問題，常會變得像拖著走的鎖鏈和

鐵球。對付這些營壘的惟一方法，就是靠聖靈的大能。沒有神

的大能，就無法勝過魔鬼、並拆毀生命中的這些營壘。 

 

回到李克吧。他一一挑戰了聖靈告

知的障礙。他承認、悔改、棄絕它們，

有系統地打破與過去的罪惡行動，所有

進一步的接觸。因著聖靈使他知罪 

，以及神的道(聖經)的大能，他透過選

擇與決心，不計代價，履行決定。「履行



所作的選擇」是釋放他脫離過去的決定性因素。雖然幾經波折，

但是藉著順服神，他就能成功地抵擋魔鬼及其試探(雅各書四

7)。 

 

兩人現在都開始發展新的聖經價值與優先次序。 

 

每個人在接受基督為救主時，都屬於這兩個略述的範疇之

一。你是哪一個？羅伊或李克？求聖靈告訴你。 

 

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

堅固的營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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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十 3~5) 

根據哥林多後書十 3~5，聖經稱這「包袱」為「營壘」。營

壘如果不加以對付，就會阻礙靈命成長與發展。 

 

常見問題區 

本單元的故事，說明了存在人生命中的常見營壘。以下清

單是一些主要問題區： 

1.拒絕 

2.消沉 

3.低自尊／自卑感 

4.毒癮 

5.一切形式的情慾 

6.虐待 

7.行邪術 

 

 

 



還有更多，但這些是協談時所處理的一般問題。 

列出你從本章的羅伊和李克生命中，所看出的問題區： 

                                                                 

                                                                 

                                                                 

現在對自己誠實，列出你生命中正經歷的問題區。以禱告

的心，求聖靈啟示你生命中的問題區。許多時候，你生命中的

這些區域，就是營壘所在。要誠實。「誠實」是脫離一切捆綁

的關鍵。 

 

約翰福音八 32「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翰福音八 36「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

自由了。」 

                                                                 

                                                                 

                                                                     

 

 

 

 

 

 

 

 

 

 

 

 

 

 



單元六  建立國度價值 
 

一、價值是什麼？ 

價值是：本質上我們認為真正重要的事。價值決定了我們

如何回應周遭世界，並左右我們的行為。價值是我們的生活理

想，也是我們希望自己生命藉以運作的標準。例如，假設我們

賦予「接納」高度價值，那是因為我們真的認為接納很重要。

如果金錢對我們而言很重要，那是因為我們賦予金錢高度價

值。 

 

社會、經驗、親友，常把這些價值印在我們身上，然後成

了我們價值體系的一部分。價值體系是我們彼此連繫時，所使

用的一切價值的組合。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行為要不是敬虔，

就是不敬虔，神的道是測量杖。因此，我們必須學習把自己的

價值體系，對齊聖經的原則。這會改變我們的行為和思想模式 

，使我們像基督。 

 

二、我從哪裡開始改變價值體系呢？ 

神在馬太福音六 33 說：「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這節經文的意思是：如果把神的國放在我們生命的焦點上，

那麼別的東西，就都會正確地加進來了。為什麼必須先求神的

國？原因是： 

1.神的國是終極的－－沒有比神國更高、更重要的東西了。 

 

2.神的國是永恆的－－神國沒有窮盡。 

 

3.神的國是絕對的－－它永不改變。 

 



4.國是無限的－－它充滿了一切時空。 

 

我們努力所能獲得的最高價值，就是神的國。它是至善，

因為無從增刪。 

 

神的國有位統治者，名叫耶穌。我們重生時，就成了祂國

度的一部分，並向舊國度及其統治者(撒但)死了。歌羅西書一

13 說，我們身在這世界，卻不屬於這世界，並且我們不該再隨

從、或屬於這世界及其統治者(撒但)的任何社會秩序。我們現

在是神國新文化的一部分。神有特定的原則，要在祂的國裡管

治生命。我們必須查考神的道，學習這些原則。我們一操練這

些神國原則，根本價值就會起變化。這就是為什麼神說，我們

必須先求祂的國，因為祂知道這將影響我們生命的改變。 

 

 

 

三、保證脫離捆綁的重要神國價值 

許多不同原則，與神國有關。當你操練這些原則時，將發

現許多重要的價值，與神國有關。這裡是一些最重要的價值，

你需要把它們納入你的價值體系，才能持續脫離捆綁和習以為

常的罪。 

1.與神的關係 

神國最重要的誡命、最高的價值，就在馬太福音廿二 37~38。

耶穌對他們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

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在這段經文中，我們獲得了公

開邀請，要透過主耶穌基督，與天父建立關係。耶穌的血洗去

了我們的罪，付了收養我們的代價，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羅馬書八15)。藉著基督的身體這幔子，我們得以進入至聖所，

與祂相交(希伯來書十 20)。耶穌也藉著為我們死，證明了祂的

大愛。這犧牲的背後動機是：祂就能重新建立在伊甸園中，與



人有過的關係。為了與祂建立關係，我們打算付什麼代價？ 

 

我們必須努力除去習以為常的罪。這罪使我們與神隔絕，

也會影響我們與祂的關係。我們需要行在聖靈中，就不會滿足

肉體的私慾。如果我們努力使自己與神的關係，成為最重要的

價值，我們就會開始凡事亨通。 

 

為要明白「關係」與「相交」(團契)的不同，讓我們以自

然的意義來看。 

 

一個孩子出生時，他和父母有血緣關係。無

論這孩子去哪裡，這關係都不會改變。血緣

上，父母不能否認他們的小孩。但為要發展

相交，這孩子就要花時間與父母相處。透過

相交，這孩子就學會許多價值－－仁愛、喜

樂、壯膽、溝通、信任、忠誠，最重要的是

相伴的樂趣。他從這份相交中學習，對別人

的需要也變得敏銳。這孩子學習並贏得敬重，因為想討父

母喜悅；藉由觀看、研究父母，這孩子就學會正確的價值

和優先次序。 

 

上述類比的目的是要說明：聖父、聖子、聖靈想和每位重

生的兒女共同經歷的事。我們因為重生了，就和天父有了關係；

但與神相交，則是出於自己的渴望。惟有與神相交，才能經歷

神要給祂兒女的福氣與豐盛。只有藉著花時間與祂同在，才能

知道天父的心與思想。 

 

2.交帳(Accountability) 

羅馬書十四 12說：「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說明(交帳/交待)。」交帳的意思是：為我們所做的



事，提出解釋。在我們的生命中，這應用到許多不同領域。交

帳導致負責任，如果知道自己必須向某人說明為何做錯事，那

就更不可能犯罪了。我們需要找到一位能成為「交帳/待朋友」

的領袖，這人必須值得信賴，並得到教會領袖認可。重要的是：

不要對任何人都傾吐祕密，只對某位能守密的人說。很多時候，

洩了密，就有人大大受害。 

 

遵行這交帳模式，就會發現自己愈來愈察覺得到罪；雖然

緩慢，但我們生命中的罪的模式，必會打破。雅各書五 16 說：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這

是克服你生命中的捆綁，一項很有力的作法。交帳朋友會鼓勵

你，和你一起禱告，直到擊敗魔鬼在你生命中的作為。 

 

3.饒恕 

神在馬太福音六 14~15 中說：「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

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

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人們還受捆綁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拒絕饒恕傷害過他們的人。聖經很明確地說，為要得到饒

恕，我們就必須饒恕那傷害或虐待我們的人。 

 

默想這事實： 

 

神不能饒恕我們(無論多麼想)，因為祂不能違反祂的道－

－這道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先饒恕。 

 

饒恕絕不能當作獎賞。它是無條件的，耶穌說我們必須天

天饒恕(太十八 22)。 

 

4.聖潔 

希伯來書十二 14 說：「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



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聖潔的意思是：真正分別為聖

歸給神。當我們分別為聖歸給神時，就屬於祂，不屬於別人，

因為神是聖潔的(彼得前書一 16)。我們花時間與祂同在，祂的

聖潔就會傳給我們。希伯來書十二 1 指教我們，當脫去容易纏

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而奔跑。決定我們成功的，不是怎樣起

跑，而是怎樣忍耐跑完。 

 

5.悔改 

悔改的字面意義是：一百八十度回轉，大步離開罪及其私

慾。悔改是個過程，了解到我們對自己和(或)對別人所造成的

傷害。我們作了決定(以自覺的罪為基礎)，要盡可能把事情弄

對、使它復原。悔改以後，接著是償還，意即復原 

。這復原，可以和人或物有關。如果造成的是情緒傷害，就必

須先和好後，才來到神的壇前(馬太福音五 23-24)。如果有財

物損失，那麼必須做出還錢、或賠償損失的協議，神說：「我

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 

 

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壹書一 9)。神應許：

我們若悔改(指認真作了決定：不再犯那罪)，祂必赦免我們。

況且祂應許我們，悔改以後：「我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和他

們的過犯」(希伯來書十 17)。 

 

6.其他基督徒核心價值 

整個裝備過程的設計，是要把某些價值，印到你的價值體

系中。研習所有資料時，看看能不能認出以下的價值(不按特

定順序)： 

1)神的道 

2)禱告的價值 

3)基督的主權 

4)家庭的價值 



5)賙濟的價值 

6)地方性教會與家庭小組的價值 

7)聖靈引導的領袖的價值 

8)接觸失喪者的價值(傳福音) 

9)服從的價值(家裡眾子) 

10)關係的價值 

11)順服的價值 

12)信心的價值 

13)相交(團契)的價值，還有很多…… 

 

在你的生命中，你所賦予價值的東西，是否和神同等重

要？ 

                                                                 

                                                                 

                                                                     

 

如果你想到敬虔的價值，你需要其中哪些，成為自己生命

的一部分？ 

                                                                 

                                                                 

                                                                     

                                                                 

                                                                 

 

 

 

 

 



單元七  你在神家庭中的地位 
 

你現在是新家庭的一份子，要扮演積極的角色。神把你加

進這個特殊的家庭，因為祂對你在這家中的生活，有項計畫與

旨意。 

 

神想用你來拓展祂的國。祂希望你

積極參與小組和慶典，不只是旁觀者。

祂希望你受裝備(以弗所書四 11~12) 

，各盡其職。祂希望你 FAT(F＝Faithful

〔忠心〕；A＝Available〔合用〕；T＝

Teachable〔受教〕)。耶穌用祂的血洗

淨了你，祂希望釋放你，脫離阻礙你參

與基督身體的任何形式的捆綁。祂希望以聖靈和能力為你施洗。

祂希望你合用，才能把聖靈的恩賜交託給你。 

 

重要的是：當你經歷任何屬靈問題時，不要逃離神和能幫

助你的人。我們(教會)在這裡幫助你。如果你保持忠心、合用、

受教，神就會用你！去接觸人，鼓勵他們，帶他們到你的家庭

小組，即是神對你的託付使命－－拓展神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