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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查經材料】        新移民手冊 7 (第七週) 
 

“過去老我的種種難題-對付「頑固陣地」” 
2008 年五月 2、3 日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請準備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讓身心疲憊的組員，能打開心門，

預備心來敬拜讚美主。約 15 分鐘。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把人帶到主的寶座前，帶下神的同在。約

20 分鐘 
小組長在此時段裡，帶領、鼓勵大家順從聖靈的感動說出勸勉、安

慰、造就的話。每次有人分享完後，都需要由小組長來回應，可以

為神的應許來感謝讚美主，為有需要的一起同聲開口禱告，或其他

方式。 
 

第三時段：禱告服事 

接下來這時段可以就地分幾個 3 人小組，為(一)小組認領的宣教單

位禱告。(二)為教會的事工，可參閱主日週報。(三)為個人需要，

新來賓，病痛者等祝福禱告。最後請小組長做結束禱告。約 20 分

鐘。 
 

第四時段：話語分享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約 35 分鐘。 
(請上教會網站 www.rolcc.net / 細胞小組 /查經資料中閱讀或下
載材料，在聚會時分享心得，並回答問題。) 

 
教會近期事工與活動： 
 
1. 5/16 (五) 神的殿我們的家，小組聚會暫停一次。 
2. 5/24-26 恩愛夫婦營。 
3. 6/15(日) 浸禮 
4. 6/25-29 靈糧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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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第一天               4/26-5/02/2008 
本  課：過去老我的種種難題 
本  週：對付「頑固陣地」 
今  天：認清問題（觀念澄清） 

讀   以所弗書 4：17-24；腓立比書 2：12；哥林多前書 10：13 
 
我們曾經在第一週第四天裡解釋過「頑固陣地」的定義。你能否

從以下各項中指出正確意思嗎？若不能，就從新將那一頁讀一遍。 
□   頑固陣地是描述基督徒的內心世界仍然被撒但控制著的領域 
□   頑固陣地是一個加強防禦工事的陣地，受一股強大力量控制著 
□   以上兩者都對 
 
這裡說「基督徒的內心世界...」，也就是說只有基督徒才會有所謂的「頑

固陣地」。未信者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原本就是被撒但完全控制

著。注意：基督徒的身體、思想、意志和情感裡都可能有頑固陣地存在。 
 
神國度裡的恩典是足夠使你生活得勝：要達到這點，你必須將生命裡那

些不屬於你控制的層面(頑固陣地)全部拆毀。我們因為把以往的生活方

式延伸到新生命裡，以致自己處處受局限，無從在新生命裡完全得勝。 
 
做成的：保羅在腓立比書2:12裡說『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保羅並不是指我們決志接受耶穌這件事，而是指我們的每日救恩；我們

必須由每日失敗的內心生活層面裡得救。當我們把自己完全奉獻給我們

復活的主時，主必會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在我們的生命裡動工。 
 
現在你的生命裡已經有了「聆聽室」，你可以著手使自己由生命的頑固陣

地裡得著釋放。神必會使你的生命徹底改變過來，你也會因此而成為神

國度裡的「少年人」。第一週第四天描述「少年人」為那些已經「勝了那

惡者的」人。這部【新移民手冊】的目的就是要指導你走向勝利；唯有

在戰勝了本身生命裡的頑固陣地之後，你才能勝過外面的爭戰。 
 
逐步驗視：因此，我們將會逐步驗視你過去生命的「檔案袋」。找出那些

基督所要醫治的頑固陣地。舉凡以往生命裡的種種傷害與罪惡都要逐一

面對，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要想從頑固陣地裡完全得釋放，就必須從

目前生命裡的根源( 如罪、傷害、咒詛)等問題上著手。 
我們的舊生命裡有許多根；過去的種種經驗歪曲了我們對今日事物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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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今日的我們可說是昨日的累積總和。我們經常背著無數傷痕與記憶，

就好像是一筐筐的垃圾一樣。 
 
根據以所弗書 4:22 所說，我們要脫去什麼呢？ 
我們從前行為上的             ，這              
 
是因私慾的             漸漸           的。 
 
脫離綑綁、擺脫舊人：保羅經常提起我們的「舊人」。我們在進入永恆之

前雖然無法擺脫舊人的纏累，然而卻能從許多頑固陣地中得著釋放。當

我們將這些頑固陣地一一拆除時，便能脫離舊人的捆綁得著自由。 
 
耶穌基督的寶血對我們的潔淨共有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裡，我們自第

三層天得到赦免(約翰一書 1：9)。雖然如此，許多人仍然不「覺得」罪

已得赦。在第二個層面裡，我們會有一顆無虧的良心(使徒行傳 24：16; 哥
林多前書 4：4)。罪在我們生命中所遺留的諸多傷痕，要在第三個層面裡

才能經驗到潔淨與醫治。 
 
仔細思想以下問題。在那些你認為是你生命中的「頑固陣地」的

項目旁加上 v 號。 
 
□  你覺得很難向別人表達愛心，或接受別人的愛嗎？ 
□  你是否出身於一個驕傲自滿的家庭？你驕傲嗎？ 
□  你是個叛逆或滿懷惱怒的人嗎？你固執嗎？ 
□  你是否無法饒恕某人，對他抱著怨恨、苦毒、或憎惡的態度呢？那

人是誰呢？ 
□  你感覺焦慮或沮喪嗎？ 
□  你是否曾經企圖自殺或有過這樣的念頭呢？ 
□  你有什麼害怕或恐懼的事嗎？ 
□  你曾經上過廟宇嗎？曾經涉及巫術嗎？ 
□  你擁有符咒嗎？你有偶像嗎？ 
□  重音樂或搖滾樂會使你感到特別興奮與激動嗎？ 
□  你是否充滿幻想與慾望呢？你有自瀆嗎？ 
□  你曾經受過性侵犯嗎？是在幾歲的時候？ 
□  你患有嚴重的病症嗎？ 
□  你是否曾經對神的存在或本身的救恩深感懷疑嗎？ 
 
在結束本課前，從經文背誦裡找出哥林多前書 10：13，並且把它記背起

來。你要時時刻刻將之記在腦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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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第二天 
本  課：過去老我的種種難題 
本  週：對付「頑固陣地」 
今  天：「魂結」 

讀    創世紀 2：24；馬太福音 19：5；哥林多前書 6：15-17 
 
魂結與其定義：「魂結」意是指兩個人之間一種不健康的連繫。不但是在

「記憶」或「情感」上對另一個人魂牽夢縈，也是靈的一種結合。「魂結」

涉及了：1.情感或身體的結合，包括與性有關的行為。2.也是指人與父母

親、朋友、弟兄或姊妹之間一種不正常的束縛關係。有時候一些曾令我

們牽腸掛肚的事雖然已成為過去，甚而已忘掉了的，但仍會成為我們生

命裡的頑固陣地。成為撒但操縱我們生命的武器。 
 
根據創世紀 2：24；馬太福音 19：5 所說，當我們結婚時，我們必

須脫離那些「魂結」的連繫呢？ 
 
□  一個人對他的父親或母親百般順從並受其左右 
□  父母親對已婚的兒女不應企圖加以操縱或束縛 
□  以上兩項都對 
 
「魂結」發生在下述的情況裡 
 
1. 你對別人的摰愛取代了對神的敬拜與依靠。這種情形可能發生在你和

一位在你生命裡佔有重要地位的人之間。也許是一位守望者、配偶、

男友、女友、甚至兒子或女兒。 
 
  亞伯拉罕就因為讓以撒取代了神在他生命裡的地位，以致神只好要他

把以撒獻上。亞伯拉罕順服神的指示毅然準備照做，而就在他以行動

表明願意斷絕這段「魂結」的情懷時，神即時阻止了他這麼做。因為

亞伯拉罕已經重新讓神在他心裡作王了。 
 
2. 讓別人取代了原屬你與配偶之間的親密關係。若你未婚，這是指與別

人發生婚姻裡的肉體關係。若你已婚，則是指在情感與肉體上對伴侶

的不忠行為，包括了感性的接吻；因為這些事應該只保留給你的配偶。

此外對另一個人存有非份之想，即使沒有實際接觸，也是一種「魂結」

的情懷。(若你已陷入這樣的一種關係裡，請向你所信任的人士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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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哥林多前書 6：15-17 所說，與娼妓發生了性行為後，即使把事情忘

了，這其間是否也有所謂的「魂結」的連繫呢？ 
□  是 
□  否 
□  不肯定 
 
「魂結」會導致兩個後果 
 
1. 犯罪。不單是犯罪的人內心存有罪惡感，他在神面前也會深感內疚。

這會形成一個頑固陣地，讓撒但有機可乘。 
 
2. 屬靈的捆綁。我們與每一位「魂結」的人在靈性上都有牽連。就如犯

姦淫一樣，會形成一種頑固陣地，在我們內心帶來徬徨與混亂，影響

我們與配偶的合一關係。他們不單和我們心靈相繫，而且也是對我們

的一種咒詛與威脅。就如大衛對拔示巴所犯的罪一樣，使他一生蒙受

痛苦。 
 
  有時候我們「魂結」的人也許是一位舊情人，至今仍然活在我們的幻

想裡。假若任何一種連繫影響了我們，使我們無法在神面前保持純潔

無愧的心，那便是一種頑固陣地。它會使我們的生命屢戰屢敗！ 
 
如何斷絕這種「魂結」的連繫？ 
 
必須像對付罪一般處理 (約翰一書 1：9)。對所涉及的兩方要分開輔導；

這包括： 
(1) 認罪：仔細列出所有罪名，不但要斷除這些罪，而且包括從這些罪

所得到的快樂。你必須向一位第三者承認你的罪(帖前 5：11) 
 
(2) 潔淨：將這項罪狀帶到基督的寶血前接受赦免，並繼續留在「聆聽

室」裡，直到你的靈能感受到神的完全潔淨為止。 
 
(3) 默想：是什麼原因促發這段「魂結」的情懷呢？是寂寞嗎？還是出

自對性的好奇？或是因怒氣致使你決意傷害另一個人？一旦找出緣

由，你就能從這些頑固陣地裡得著釋放，而撒但也無從誘惑你了。 
 
默想歌羅西書 1：13-14 『衪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衪愛

子的國裡；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信心的宣告：你可以在腦海裡想像自己和有「魂結」的那個人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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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然後靠著主耶穌的名宣稱衪已經斷絕了這段連繫。把手放在你胸前，

口裡宣告你願意將對方所遺留在你心裡的每一寸回憶和情感都歸還給

他。最後，把你過去曾付出給對方的每一部份生命都取回。 
 
這樣禱告：「我已經自由了。我已經得赦免了。主耶穌已經使我永遠由（對

方的姓名）那裡得到完全的釋放了！」 
 
 
若你自己無法做到… 
 
通常那些希望從「魂結」的連繫中得到解脫的人都需要有人幫助，而這

人必須是一位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既對別人的需要夠敏銳，又曉得如

何自禱告中作鑒別。若你所面臨的「魂結」是一堆解不開的頑固陣地，

那你無論如何都要找到一位屬靈的同伴扶你同行。也許是你的守望者，

你的細胞小組組長，或教牧同工裡的一位，是你能夠信任的人。 
 
神會在我們的天國旅程裡為我們預備一些「受召作幫助」的人，因此你

盡可放心向一位你認為合適的人分享你的苦衷：『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

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希伯來書

3：13） 
 
《這些材料摘自 John Deel Griffin( Titusville，Florida，USA ) 的未刊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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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第三天 
本  課：過去老我的種種難題 
本  週：對付「頑固陣地」 
今  天：偶像祭拜 

讀  出埃及記 20：3-5；約翰一書 5：21；加拉太書 5：19-21 
 
十誡的命令：我們常以為十誡中的第一條誡命是最容易遵守的，所以常

將之忽略。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神很清楚的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

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

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和華

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埃及記 20：3-5) 
 
華人的情況：新加坡華裔人口裡有大部份是祭拜偶像的。許多人在家中

安置一個「神壇」，並且擺滿佛陀、觀音等等肖像。而一些旅客卻因無知

將這些肖像當成紀念品購買回家。 
 
神的憤怒：神為何如此的憤恨，為了這一代祭拜偶像的罪而將懲罰延續

至他們的子孫身上呢？羅馬書第一章裡說明了答案。保羅說，神已經藉

著所造之物向世人顯明了祂的永能和神性。然而人卻對自己說：「如果我

接受了神存在的事實，按理說我就應當跪下敬拜祂，而且還必須把我的

生命交托給祂掌管。我可不願意如此！」人類因為執意過著我行我素、

不受管制的生活，而為自己造了偶像。他們認為偶像既由自己所製，自

己就比它們高一等，也能隨心所欲操縱它們，要求它們為自己帶來「好

運氣」，使自己能心想事成。 
 
拜偶像的背後：他們 『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

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羅馬書 1：22-23）每個偶像都代表著

其主人妄自尊大的宣告，他們斷然拒絕了神的權能。神決不會坐視這種

行為，祂必懲罰！這種行為觸犯了第一條誡命。 
 
一種綑綁勢力：有位華裔朋友多次對我說：「我不能成為基督徒，因為我

害怕我的父母親會生氣。他們是祭拜偶像的。」每次當我聽他如此說我

就會想起，聖經說祭拜偶像的人所受的咒詛將會延續「直到三四代」：無

數靈魂當被判入永遠的地獄裡，因為這些人生長在異教徒家庭中，被迫

遵行家裡的種種傳統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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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偶像：我參加過一些摧毀偶像和燒毀神壇的聚會。因為祭拜偶像的人

通常也會收藏一些符咒之類的護身符，有時候放在衣櫃裡忘了拿出來，

所以他們會允許細胞小組的成員在屋內搜索，找出一切有關的物品，然

後大家一邊唱詩歌讚美神，一邊逐一毀滅所有偶像。 
 
有偶像的地方就有頑固陣地 
 
每當家中購取一個偶像時，人們會先把它帶到廟堂灌入偶像的靈，魔鬼

因而進入了這個家庭，與他們共同起居。魔鬼的力量使他們的思想逐漸

變昏暗，注入迷信與恐懼，並且把家中每一個人囚禁起來。忠於神國度

的子民，即使遭受親戚們忿恨唾罵，也絕不會讓偶像擺設家中。舊約聖

經裡滿記著神對那些「擁戴假神」的人們的忿怒之氣。在神眼裡，基督

徒要是擁有偶像，就有如犯了屬靈的姦淫罪一樣！ 
 
偶像具有非常的危險性：它們充滿了詭詐與欺騙。撒旦一心一意要蒙蔽

人們的眼睛和耳朵，使他們變為無知。牠欺騙那些終日與偶像為伍的人，

不讓他們明白所祭拜的偶像在神眼中有多邪惡！如果人們知道神對這些

附滿邪靈的物體的忿怒之氣，必會因此而退避三舍，有如被蛇追咬一般。 
 
偶像並不是顯然可見的 
根據 Webster 詞典的註釋，「偶像」被定義為：「極度受倚賴、崇拜、或

愛慕的對象。」因此不論在西方或東方，拜偶像都是人們最普遍犯的罪。 
 
撒但與偶像：撒旦不只充滿詭詐和謊言，也很狡猾！牠為那些「世故老

練」的人們預備了另一類偶像。這些偶像是一些「人們過度依賴的事或

物」。對某一個人來說，他的偶像可能是一部豪華轎車；對另一個人，也

許是旅遊、一項運動(不論參與或觀看)、一個志願、一種嗜好、或一門

藝術。這類偶像不但總是令人覺得很安全，而且能為其崇拜者帶來舒適

與滿足。此外撒旦也為另一群人提供了毒品、酒精、賭博、或濫交等事

物。 
 
讓我們誠實的面對這件事 
 
如果你曾經忽略了生命裡一個拜偶像的頑固陣地，現在就應當對付！神

能夠釋放你。祂有足夠能力任你支取。 
1. 首先，你要到聆聽室與你的主交談。求神釋放你，使你不再被各種詭

計所蒙蔽，看清這些偶像的邪惡。 
2. 要對自己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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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仔細想想：你是否過度依賴著某種事或物呢？撒旦有一份非常吸引人

的宣傳項目表，裡面有許多偶像的彩照任你挑選。每當你選了其中一

項，撒旦便會對它咒以邪惡的力量來控制你，而你便成了這種可怕的

頑固陣地下的受害者！ 
 
聖經的見證：【撒母耳記上】第十五章裡，神給了先知撒母耳一個承諾，

應許要在以色列人與敵軍(亞瑪力人)交戰的時候祝福他們。神命令他們

去打擊敵人，將敵人滅絕淨盡。（因為神知道若讓「壞的」留在「好的」

裡面，最後必導致全部毀壞！)然而，掃羅卻憐惜惡君亞甲，又愛惜美物，

不順服神。撒母耳獲悉後非常生氣！掃羅也因為不順服神而失去了王

位。最後，亞甲還是難逃一死。神的命令絕不容許任何妥協。 
 
偶像頑固陣地—使撒但自由進出：要知道，若你心裡或生命中有一個偶

像，便等於有了一個頑固陣地可以讓撒旦自由出入。你將永遠無法體驗

到得勝的生活，而且神的平安也會遠離你。你必須徹底毀滅所崇拜的偶

像！ 
 
很多年前，我一家要到越南去宣教的時候，一位由亞洲回來的退伍軍人

對我們說：「你們去的時候，要把你們的財物拿在手裡，別放在心裡。」

我們到那裡才幾個星期，之後西貢就淪陷了。許多宣教士失去了他們的

一切財物。我們至今還時常記起那位老軍人的勸言。讓我也在這裡勸你

幾句：「毀棄你的偶像。把藏在你心裡的東西轉放在手裡。別讓偶像操縱

你而作出任何妥協。」 
 
現在你應該到「聆聽室」去了。你有那些偶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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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第四天 
本  課：過去老我的種種難題 
本  週：對付「頑固陣地」 
今  天：地上的財寶 

讀     路加福音 16：19-31；馬太福音 6：19-23 
 
路加福音 16：19-31 裡，那位財主死後對他生前擁有的財富能夠

享受到多少呢？ 
□  全部的財富        □  一樣也沒有 
 
華人背景：有一天，我在新加坡最古舊的街道上閒踱，想藉此多了解當

地的風俗文化。我見到一間店屋裡，有人用竹枝和紙張正在製作一些東

西。我看見一輛比原來體積小一倍的「賓士」轎車，車內還用紙做成了

座位和方向盤。另外有一間油漆鮮艷的豪華住宅，約五英尺高，家具俱

全。還有一個幾乎和真人一般高，穿著性感的紙製金髮美女。 
他們告訴我，這些如玩具般的假物是要送給一位剛過世的貧窮計程車司

機使用的。所有假物都會在他的屍體進行火葬時一起焚燒，好讓他在「死

後的生活」享用。這位司機一生見過許多富翁，他一直都很想要享受富

貴的奢侈生活。然而他的心願卻要等到了那不存在的「鬼界」裡，才如

願以償。 
 
錯誤的天堂觀：有一個龐大的世界宗教把天堂形容為一個充滿無限情慾

之歡的地方，那裡可以盡情享受，終日沉溺於肉體與情慾之中。然而，

神所應許的未來國度並非如此。 
 
耶穌在馬太福音 6：19-23 裡提到「地上財寶」和「天上財寶」。這所謂

「天上財寶」到底是指什麼呢？我們所當珍愛的未來「天國財寶」是些

什麼東西？如果我們能夠明白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就會以一種截然不

同的方式來渡過今生。耶穌說：『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地上的財寶：要列出地上的財寶一點也不困難，因為它們都圍繞在「財

寶」這兩個字上。你最愛的是什麼？人們的最愛各有不相同。我們也無

法把人們所最愛的財物盡列於單上，不過這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我

們的內心與動機，因為這決定了我們要把什麼放在生命裡最優先地位。 
 

你目前最珍愛的是什麼？是誰？我們曾經考慮過一些問題，而現在要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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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考。讓我們假想你剛過世了，你來到神國度裡的「死後生活」。別翻

看你上一次的答案，在下表中從新排列出各價值系統先後次序。把你認

為最優先的填上[1]，最後的填[18]。慢慢的做。仔細想想，若你今生已

經結束了，你會珍惜些什麼呢？ 
我的價值系統(二) 
(我剛逝世了。我現在的價值系統是：) 
先後次序       價值觀              先後次序       價值觀 
            生活寬裕、榮華富貴                 成就大事 
            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                 快樂滿足 
            解除內心的掙扎與衝突               能自由作決定 
            生活中沒有爭執                     有知交好友 
            感覺自己與別人同等                 不受罪惡的侵害 
            使我的家庭安定                     遵行神的旨意 
            與人深交、關係良好                 受人賞識、仰慕 
            享受人生(旅行、看電影等)            作出明智的決策 
            自我尊重、有自尊                   有權勢 
 
耶穌在馬太福音 6：22-23 裡如此教導：『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

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的光若黑

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你的心總是跟著你的財寶走（聖經的教導）：你要珍惜那些會存至永恆的

東西。別一心只顧著追求個人的財物，也別把心思都寄託在其上。馬可

福音 10：21 裡記載耶穌看著那位年輕的官，『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

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

從我。』把『就愛他』這句話深深刻印在你的心靈。耶穌明白這位年青

的官因錯愛地上的財富而欺騙了自己。耶穌知道這位年青人必須先把一

切會令他分心的財富變賣了，把錢都分給窮人和放在主的事工上，這樣

他的生命才能能得到主的祝福。 
 
金錢與瑪門的權勢：馬太福音 6：24 裡的「瑪門」(Mammon) 一詞，是

希臘文「金錢」的意思。正如華人祭拜的偶像內附有邪惡的靈一樣，金

錢這種偶像帶著「瑪門」的權勢。耶穌說，愛金錢就等於敬拜邪惡的靈。

我們必須小心處理並適當應用金錢。因為它能遮蓋事實，蒙蔽我們的眼

睛，並且滅毀我們追隨神的心志。 
 
我和太太路得一直守著一個原則，已不止 41 年了。讓我們和你一起分享： 
僕人的職責是要順服他的主人。主人有義務為僕人提供一切的需

要。因此，僕人無需為自己的需要而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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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第五天 
本  課：過去老我的種種難題 
本  週：對付「頑固陣地」 
今  天：「照著去做吧！」 

讀     哥林多後書 6：1-2，腓立比書 1：6，2：12-13 
 
哥林多後書 6：1 裡，保羅寫信的對象是誰？ 
□ 哥林多的基督徒 
□ 那些還未信主的哥林多人 
 
哥林多後書 6：2，「拯救的日子」是指我們邀請基督進入我們生命

時所接受的最初的救恩嗎？ 
□ 是 
□ 不是 
□ 我不肯定 
 
若你對最後的一個問題猶豫不決，便要時常記得兩處重要經文：即腓立

比書 1：6 和 2：12-13『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

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

不但我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

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救恩共有三個階段 
1.  在十字架上：你已經由罪的刑罰裡得了釋放。 
2.  在每一天生活裡：你由罪的權勢下得到釋放。 
3.  在未來的生命裡：你將由罪的纏擾中得釋放。 
 
今天你所要默想的每日經文，是為了要鼓勵你在今天的生活中脫離罪的

權勢。要對你說：「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 
 
罪、老我、頑固陣地：別忘了，「罪」是指那個渴望控制自我生命的驕傲

的「我」，而不單只是指那些由驕傲的「我」所造成的「許多罪」和罪行。

若你肯讓耶穌基督在你生命裡作王，並且把存於你生命價值系統、生活

習慣、以及生活方式內的一切頑固陣地都交托給祂，基督的能力將能使

你完全得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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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使你得勝的救恩：更重要的是，你在生命裡所得到的勝利經驗將令

你更具信心，去幫助你四周的人們作屬靈的爭戰！我們不能太過自我，

不能老是為自己和自身的需要著想。我們必須在自己得到醫治之後，也

以主的大能去幫助別人復興！ 
 
李樂夫叔叔的提醒：我一生為著體重而掙扎。(若你也和我有一樣的問

題，我便能了解你的處境！)最後，我的醫生說我犯了老年人的糖尿病。

她說：「你只有一個選擇。你要每天運動一個小時，並且改變你的飲食習

慣，否則糖尿病就會毀掉你的生命。」我只得面對現實。雖然運動對我

來說已經是非常陌生的事了，我可別無選擇！於是我參加了一個運動俱

樂部，開始很努力的在跑道上走那難挨的一個小時。這時候，一位看來

弱不禁風的廿多歲少女居然若無其事的超越過我，好像我根本不在走動

一樣，真是丟人！更糟的是，她走到我面前約六至八英尺遠時，我看見

她的 T 恤上印了幾個鮮紅大字，說：「照著去做吧！」 
 
我說：「主啊！你過去曾經藉著雷聲和閃電，甚至在寂靜裡或以微細的聲

音向人們說話。然而這是我第一次從一件 T 恤背後聽見你說的話！」 
 
這是你到「聆聽室」去的時候了：也許聖靈曾經向你啟示過某些頑固陣

地，而你也為了它們一直在掙扎著。你說：「我無法在這些層面得著自由。

我嘗試過了。我實在很不歡喜那種失敗的滋味。」 
 
現在想想看，是誰把那樣的思想植入你的腦海裡呢？是聖靈嗎？當然不

是！除了學會聆聽神的聲音之外，你是否也學會分辨撒但的細語呢？你

能鑒別你的思想來自何處嗎？ 
 
仔細聽！你聽見神的靈在向你說話嗎？是不是在說：「你過去不能得勝，

是因為你企圖想做只有我才能辦到的事。別再試了。把你的生命當成活

祭獻給我吧！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屬於我的。只要由我掌權，勝利便

屬於你！」 
 
照著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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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答案： 
 
1. 寶血潔淨有三個層面？ 
答： a. 罪得赦免。 

b. 使我們有一顆無虧的良心。 
c. 心靈的傷害得醫治。 

 
2. 什麼是魂結？ 
答：取代了正常、健康關係的一種關係就是魂結。 
 
3. 如何斷絕魂結的影響？ 
答：a. 認罪。你必須向一位第三者(你可完全信靠的人)承認

你的罪。 
b. 潔淨。 
c. 找出堅固的營壘，真正的面對自己。 
d. 憑信心宣告，我與這個魂結已經完全斷開了。 

 
4. 偶像的定義是什麼？ 
答：任何取代我們與神的關係者。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可以

放得下來嗎？〞如果答案是不可以，那就是你的偶像了。 
 
5. 面對地上的財寶，我們應有怎樣的態度？ 
答：放在手上，不要放在心上。 
 
 

 請持續地寫聆聽神日誌。 
 請複習第五週和第六週的問題與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