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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你的信仰生活中有敵人的攔阻嗎？ 

你工作場域裡有敵人攔阻你的工作見證嗎？ 

 

當你信仰生活中有敵人攔阻時, 你的策略是什麼？ 

你是離敵人遠遠的？ 

還是隨時作好防禦攻勢？ 

還是化被動為主動, 主動挑戰他？ 

還是你會很快投降, 你敵擋不了兇猛的敵人? 

你有戰勝屬靈敵人的信心嗎? 

 

前幾天的差傳年會，黃禾宣教師分享 ”屬靈爭戰” 在宣教工場發生過的經驗。 

有一位外籍宣教師, 他剛到宣教工場的一個月內，幾乎天天晚上都頭痛到睡不著覺， 

他本身還是個醫生, 可是一直找不到原因。  

直到同工們察覺這是一場 ”屬靈爭戰” 的攻擊 , 他們一同合力為他禱告後， 

症狀就都消失了。 

所以, 宣教工場也是撒旦攻擊的重點場域. 

----------------------------------------------------------------------------------------------------- 

 

今天我們要查考的約翰一書第五章的 1-5 節經文中， 

有些人可能會不留意就讀過去了, 只覺得這是”凡事靠耶穌”的一般教導 

但是當我們留心第五章的時空背景, 就會發現, 這是一封寫給在爭戰衝突之中的教會,  

當時教會的問題是假教師的錯誤教導,  

又因著假教師離開教會, 很可能把錯誤教導延伸到更多的教會 

所以約翰寫作的目的是希望消彌錯誤, 避免影響面擴大. 

 

這些假教師被認為是諾斯底主義的先驅者,  

第二世紀的教會, 幾乎都被這些假教師的錯誤教導所籠罩 

他們高傲自大又缺乏愛心, 全然否認自己是罪人 

他們也全然否定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 

和耶穌基督是上帝兒子的兼具神人二性(dualism),又具神性,又具人性 

所以約翰寫了這封信給當時的教會, 希望導正信仰的真義 

------------------------------------------------------- 

  



今天約翰一書 5:1-5 的五節經文, 帶出了基督徒信仰群體的爭戰 

 

好多牧者及神學家也都不約而同的指出: 

基督徒的信仰群體中，存在著三種敵人, 我們不得不小心面對: 

1. The world  世界 outer enemy 

2. The flesh  肉體 inner enemy 

3. The devil  撒旦 stubborn enemy 

 

有些軟弱的基督徒想到這三個強大的信仰敵人, 他們直覺沒希望打敗他們 

所以恨快就投降放棄了 

但是今天的經文, 就是要給我們強力的信心 

基督徒只要相信在基督裡的得勝信心, 必能戰勝世界上各樣阻攔信仰的敵人 

 

我想用一個兩隻青蛙受困牛奶乳酪裡的小故事, 來鼓勵所有在爭戰中的基督徒 

不輕言放棄 倚靠基督必然得勝! 

 

Two frogs in the milk cream 

(Information from Harold S Martin, Bible helps booklet No. 254) 

 

約翰也用了充滿信心的語氣激勵基督徒: 

基督徒想要戰勝世界上各樣阻攔信仰的潛在敵人,  

它致勝的關鍵在於: “基督耶穌裡的信心" (Faith in Christ)。 

 

還記得差傳年會裡新加坡牧師曾金發告訴我們: 

We are in the world, but we are not of the world. 

我們基督徒身處這世界 但是我們並不被這世界所轄制 

屬世界的敵人是無法挾制我們的 

我們可以因著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 戰勝世界各樣敵人 

 

---------------------------------------------------------------------------------------------------------- 



------------------------------------------------------------------------------------------------------ 

基督徒信仰群體的第一個敵人: 世界 (The world) 

 

關於世界 (The world) 的定義, 學者紛紛提出自己的看法. 

有些學者對於世界(The world)的定義分成兩部份: 

一是被神所創造的世界 (created world) 包含山、水、海洋、月亮、太陽……等 

(這是沒有價值判斷的中性描述) 

另一種定義則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屬世價值模式, 所有的運作都是以否定上帝的存在,  

都是以自私自利的原則來謀取今生的利益 

 

「世界」這個名詞與約翰一書 2:15-18 的意義相同，「世界」在此涵蓋許多敵基督的

負面含義。 

總的來說，「世界」是一個不(也不會)認識基督的領域，他們輕看跟隨基督的人(三

13)。 

「世界」充斥著諸如假先知(四 1)、敵基督(四 3)，以及「在世界上的」惡者(四 4)。 

「世界」被看成是那些無視使徒見證之人所在的大本營(四 5；參：四 6)。 

「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五 19)。 

「世界」是一個邪惡的領域，是「不受神掌管之生命的場域」。 

(摘自：亞伯勒，《約翰書信》，美國麥種 2015，p.235。 

(from 信友堂一八查經主日學 許榮森傳道) 

------------------------------------------------------------------------------------------ 

 

若是直接回到經文本身的上下文, 依循著約翰的思考模式, 來定義「世界」這個名詞,  

我們可以找到約翰一書 2:16-17,.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

存。」 

 

約翰也點出世界所帶來的潛在敵人有三類: 

1. 肉體的情慾(the lust of the flesh),   

2. 眼目的情慾(the lust of the eyes),  

3. 今生的驕傲(the pride of the life) 

 

各位弟兄姊妹, 請問你目前的挑戰及敵人是哪一種? 

 



 

基督徒信仰群體的第二個敵人: 肉體 (The flesh) 

肉體的敵人有二大類: 

The old sinful nature (老我) 

The Adamic nature (來自始祖亞當的罪性) 

 

加拉太書 5:17 也說道: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

做的。 

 

還有一些隱性的肉體罪行: 例如基督徒不經意的驕傲以及自我中心 

有些基督徒刻意在人前禱告, 顯示自己的屬靈 

或是故意在眾人面前以金錢救濟別人 換來別人的掌聲 

或是在眾人面前表現出熱情傳福音的心志 換來讚美 

 

基督徒信仰群體的第三個敵人: 撒旦 (Satan, The devil) 

撒旦是一個欺騙者、 說謊者、 模害者、 控訴者、 試探者 

撒旦更會持續綑綁罪人的靈魂，引導他們遠離上帝。 

 

撒旦的引誘策略常常都是靈巧又隱而未現的深入人心 

撒旦有時候攻擊像是吼叫的獅子  

撒旦有時又像天使般優雅美麗地引誘人們一步步走向罪惡當中 

 

撒旦最厲害的騙術是讓我們內心沮喪 對上帝失去信心 

感覺自已是一個 looser 感覺上帝根本不關心我們 

然後 我們就一步步地遠離上帝，走向罪惡而不自知  

(以上三種敵人的概念引自 Harold S Martin, Bible help booklet No. 254) 

 

 

 



結論 

面對基督徒三大敵人(The world, The flesh, The devil) 的策略 

 

策略一: Separation from the three enemies 

我們應該下定決心, 斷絕與三個敵人的關係 

 

策略二: Setting Christian standards, not worldly standards 

我們應該拒絕來自屬世價值引導我們做決定 

  

策略三: Saying NO to fallen nature 

我們應該勇敢說”不”, 來面對軟弱肉體的罪性 

 

策略四: Standing firm against Satan 

我們應該秉持堅定的腳步和立場, 不讓撒旦在我們生活中留地步 

 

 

(概念引自 Harold S Martin, Bible help booklet No. 254) 

 

  



得勝的信心     約翰壹書 5:1-5 小組討論題目  

1. 在約壹 5:1-3 這三節經文中，信基督、愛基督的人和一般人有什麼不

同？你周遭的朋友能察覺你做為一個基督徒, 的確有不同之處嗎? 

 

 

 

 

 

 

 

 

 

2. 約壹 5:1-3 中透露出愛與守誡命有什麼關係？要守的誡命又是什麼？  

在愛主遵守誡命上，給你什麼提醒或什麼實際行動可以施行？ 

 

 

 

 

 

 

 

 

 

 

3. 約壹 5:4-5 經文告訴我們從  神生的人, 有哪些特點？ 

 

 

 

 

 

 

 



4. 你覺得這個世界有哪些會攔阻你信仰成長的潛在敵人或價值觀? 

(參考經文: 約翰一書 2:16-17),.  

4a. 你的信仰生活中有敵人的攔阻嗎？你工作場域裡有敵人攔阻你

的工作見證嗎？ 

 

 

 

 

 

 

5. 你覺得基督徒可以勝過世界嗎？還是你覺得很不容易勝過世界, 因為

誘惑太強大了! 

 

 

 

 

 

 

 

6. 在信心的功課上，你願意分享自己靠主得勝的方法或是需要弟兄姊妹

幫助的地方？ 

 

 
 

 

 

 

 

(參考信友堂一八查經主日學 許榮森傳道題目) 

  



 

約翰一書 1 John 5:1-5  

 

v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 神而生。凡愛生他之 神的，也必愛從 神

生的。 

Everyone who believes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is born of God, and everyone 

who loves the father loves his child as well. (約翰一書 5:1) 

v2 

我們若愛 神，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 神的兒女。 

This is how we know that we love the children of God: by loving God and 

carrying out his commands. (約翰一書 5:2) 

v3 

我們遵守 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In fact, this is love for God: to keep his commands. And his commands are 

not burdensome, (約翰一書 5:3) 

v4 

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for everyone born of God overcomes the world. This is the victory that has 

overcome the world, even our faith. (約翰一書 5:4) 

v5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 神兒子的麼。 

Who is it that overcomes the world? Only the one who believes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約翰一書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