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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屬靈爭戰禱告
引導我們不要陷入誘惑，將我們從邪惡中救出。

歷代志下 20:21 很有意思：「我們的神啊，你不懲罰他們嗎？因為我們
無力抵擋這來攻擊我們的大軍。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行，我們的眼目單仰
望你。」三支軍隊包圍了以色列人。合乎情理地，他們被迫害怕、沮喪、不
知所措和憂慮。你們可以從他們的言辭和懇求中感受到這些。我們經常
不知該怎麼辦。其他惡魔的精神攻擊可能试图压制我们、削弱我们的精
神生活。當我們面對個人煩惱或受到惡魔攻擊時、當惡魔試圖向我們傾
注各種惡意時，我們可以堅強。基督將帶領我們走向勝利。

第 29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天禱告



帶領我們脫離惡魔的掌控
路加福音	5:1-11

解放是讓人自由的行為。基督為了自由將我們解放！ 他為了我們的自由作出了最後的犧牲。

同樣，許多戰場上的人也為了我們的自由獻出了生命。墨菲中尉故意將自己暴露在敵人的炮火之
下以便更好地打出呼救電話，冒著生命危險拯救了他的戰友。為了紀念他，CrossFit 運動員和海豹
突擊隊每年都要在紀念日進行「墨菲」訓練。在一英里跑步、完成 100 個引體向上、200 個俯臥撐、
300 個下蹲並再跑一英里期間，人們難免會向痛苦屈服從而放棄，但是許多人堅持完成，以紀念
為了我們的自由而犧牲的死者。

同樣的，我們在生活中也會傾向放棄或屈服於敵人的計劃，但是我們必須不斷地戰鬥，以紀念基
督的犧牲，並記住祂帶我們戰勝生活中的罪惡，給我們帶來勝利。祂的死讓我們脫離了撒旦的掌
控。不僅如此，我們的武器有著神聖的力量，能夠摧毀敵人的強大掌控。我們以禮拜、言語和禱告
戰鬥。在歷代志下 20 中，禮拜者帶領軍隊參加戰鬥。作為回應，主派人伏擊了他們的敵人！ 以色列
人仰視著主，遵從命令，努力堅持並看到了神帶來的解放！

思考禱告

1. 我們的自由不是無價的。默哀一段時間，紀念那些為了你的自由而犧牲的人。如果
你曾去過戰爭紀念館，請記住你所感受到的深刻尊敬和感謝。

2. 花一點時間記住基督的犧牲。感謝祂給予你自由。讚頌他從敵人的掌控中奪取來的
勝利！ 撒旦無法控制你！

3. 花點時間為祂做禮拜，凝視基督，遵從祂的命令，堅守祂用犧牲換來的土地，注意看
祂終將帶來解放！

第 30 日 天禱告



帶領我們解放		 詩篇	23:4

「 我 雖 然 行 過 死 蔭 的 幽 谷，也 不 怕 遭 害，因 為 你 與 我 同 在，你 的 杖、你 的 竿 都 安 慰 我。」 
——詩篇 23:4 KJV

在危險、困難甚至死亡的時刻，我將不畏懼邪惡。為什麼？「因為你與我同在」，不論何種生活處境。
這「杖」（一根短棒）是防守和紀律的武器，象徵着神的強大、力量和權力。這「竿」（末端有鉤的細
棒）用於引導羊靠近牧羊人、指引羊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或從困擾中解救羊。

神的杖和杆讓我們相信我們的生活中有神的愛和引導。我們經常需要從撒旦的攻擊中和脫離神
的聖潔的世界體系中得到解救。撒旦是技藝精湛的策略師，試圖通過他的各種計劃來讓我們崩
潰。撒旦的計劃包括失敗、失望、傷害、沮喪、憂慮、恐懼、悲憤、憤怒、衝突和破裂的關係，意圖擊垮
神的子民。而站在神的近旁，我們可以走向勝利，跨越所有處境。透過聖靈和耶穌基督達成的親密
關係能讓我們從邪惡中得到解放。

思考禱告

萬能的神：

祢派耶穌為我的罪惡而受苦並死去。帶領我穿過所有阻礙我向你靠近的事物。我呼喚
祢的名字，救我脫離撒旦的糾纏和阻礙我接受祢的祝福和勝利生活方式的一切。祢的
恩典和仁慈讓我堅信祢的承諾「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以基督之名，阿門。

第 31 日 天禱告



指引我們獲得保護和勇氣	 詩篇	125

「依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祂的百姓，
從今時直到永遠。」——詩篇 125:1-2

2018 年我被派遣到猶他州的希爾空軍基地，基地位於美麗的瓦薩其山脈的山腳。當我們到達的時
候，我們震驚於眾山是如此的高大，看起來是如此的近。冬天的時候群山特別漂亮——山頂被雪覆
蓋，不動的高山永遠聳立在那兒。

一天早上，我起得很早，身心疲倦、憂慮，我想要禱告我們當時面對的不確定的未來。我打開了我
的聖經，翻到詩篇。讀了這些詩句後，我看向外面，看到那些環繞在我們周圍的穩固而堅定的群
山。我感到神在說：「你看到那些眾山了嗎？我對你來說亦是如此。你相信那些山永遠不會動搖
嗎？我也不會，因我創造了它們。所以信我。我圍繞着你。我保護你。我的孩子，我不會離開你。」

當我們處於有困難和壓力的時刻時，神看起來似乎很遙遠。有時，我們尋求答案或援助，但似乎哪
兒都找不到。這提醒我們，無論我們遇到什麼麻煩，神始終包圍著我們，給我們提供保護和食物，
從今時至永遠。

思考禱告

父：

當我們似乎被攻擊和逆境包圍時，我們會記得祢不會拋棄你的百姓。相反，祢環繞著我
們。祢是一位關心自己的子民的神，希望我們向你尋求照顧。我們感謝祢的聖靈引導我
們走向真相、撫慰我們的傷痛、保護我們的心靈、用你的平靜守衛我們的心靈。以聖父、
聖子、聖靈之名，阿門。

第 32 日 天禱告



指引我們穿上神的盔甲	 以弗所書	6:8

你們必須記住神允許你們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天，你們都在參與屬靈爭戰。這不僅是一個描述性
陳述（接受事實）。對基督徒來説，這是一個指令（必須採取行動）。

當保羅談到以弗所基督教徒應穿上神的軍裝（以弗所書 6:10-18）時，他明確指出這是每個基督徒
都應邁出的第一步。是神的軍裝賜予你們剛強的力量（第 11 段）、與掌控世界的強大黑暗力量爭戰 

（第 12 段）、並為祂要求你們做的事做好充分準備（第 15 段）。

你們是否感覺精神疲憊？感覺被擊敗？被壓迫？毫無準備？你們打算撤退？還是抵禦？向你們周圍
的世界揮舞投降的白旗？敵人是否太強大，而你們的力量太弱小？

當你們放下你們自己的盔甲和武器，戴上天父的盔甲和武器時，你們的天父會賜予你們祂的力量
和勝利。不要搞錯了，認為接受這一事實就是採取行動。保羅在這段話中最後的鼓勵是「並要在此
儆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第 18 段）。

今天就做到這一點，在禱告中和祂共度時光。坦白你們對祂的依賴。在被祂的平靜包圍之前，不要
停止禱告。默念聖經。思考祂的真理和正義。祂的軍裝在今天帶來勝利。穿上它，基督徒！

思考禱告

父：

祢今天召喚我加入屬靈爭戰。沒有你，我無法獲勝。如果我靠自己的力量去爭戰，我必
敗。今天請讓我充滿你的平靜。提醒我你的身份。祢是真理之神。你是正義之神。祢是救
世主。我坦白對祢聖靈的依靠。用祢的喜悅驅趕我的疲勞，用祢的勇氣驅趕我的恐懼。 
今日讓我充滿祢的力量，剛強而忠實地戰鬥。

第 33 日 天禱告



引領我們進行屬靈爭戰	 馬太福音	6:13

你們可能已經熟悉耶穌的段章和祂的試探，但是可能錯過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方面：耶穌不是偶然
出現在那兒的，而是聖靈出於讓祂被撒旦試探的明顯目的而引祂進入沙漠中的。這似乎與主的禱
告「……不叫我們遇見試探……」自相矛盾（馬太福音 6:13）。但是，這深入揭示了神和我們的關係。
神可以保護我們免遭一切試探，但祂希望我們相信祂會解救我們、武裝我們去面對敵人。主賜予
我們祂的權威、力量和旨意。只要我們信仰基督就能獲得這些工具和武器。

當耶穌在沙漠中時，祂使用聖經來抵抗魔鬼的謊言。耶穌因祂的權威、聖子的身份和祂的旨意而
剛強。通過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我們對抗敵人最強大的武器就是與聖父的親密聯繫。我們越接近聖
父的心、瞭解祂的言辭，越能有效地反抗這個世界的強權與公國。當我們面對試探時，如果我們知
道自己在神國的牢固地位以及我們與聖父之愛的聯繫，我們就能獲得力量，這力量就如耶穌在馬
太福音 4 中行使的一樣「撒旦，退去罷！ 」因為聖經寫著「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

思考禱告

耶穌基督：

感謝祢來到我們的生活中。感謝祢在遠在創世之前就瞭解我們、愛我們、選擇了我們。
因為祢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和祢對我們的偉大的愛，我們才能堅持正義且得到救贖。

因此，敵人沒有理由指責我們，也無法用任何武器攻擊我們。讓我們更靠近祢的心， 
當我們懷疑時請原諒我們。

耶穌，我們以祢的聖名祈求。阿門

第 34 日 天禱告



帶領我們走向勝利	 但以理書	7:25

基督教會每週齊聚一堂，唱誦神的勝利之歌，例如：「爭戰屬於主！ 」這些讚歌既是宣言，也是提醒
沒有敵人能夠擊敗神和祂的人民。這使我們的信念復甦，鞭策我們不要在有麻煩時表現得目光短
淺，要明白我們至高無上的王已獲勝。

但以理書 7 從但以理的視角揭示了眾王和國降臨征服了地球。後來又興起一王，壓迫神的子民。
但那之後，但以理看到「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祂的國是永遠的，一切掌權的都必
事奉祂、順從祂。」（但以理書 7:27）。神必有永恆的勝利。

一個朋友告訴我當處於苦難中、遭遇暫時的失敗時，可以思考三個點，而我將在這之上補充另一
點。第一個是「存在」。在審判中，神和我們同在。祂永遠不會離開我們，也不會拋棄我們。第二個是

「禱告」。祈求神用祂強大的手來救你，同時接受和承認不論個人有多苦，你都希望看到祂的意願
能實現。無論結果如何，祈禱和平。第三是「視角」。重新構建你的想法，從暫時的痛苦中轉向神承
諾的永恆勝利。最後是「堅持」。我們挑戰設置給我們的試煉，這是一段艱苦的旅程，必定艱難重
重。我們決不能放棄！ 神將引領我們取得勝利！

思考禱告

萬能的神、我們的天父：

祢是永遠的力量、榮耀和榮譽。

引領我們走向耶穌的勝利。幫助我們不要在暫時的痛苦中絕望，而讓我們著眼於永恆的
榮耀希望，使我們能夠順利地跑完祢給我們的這場試煉。奉耶穌之名，阿門。

第 35 日 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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