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课 

圣洁的需要必须得以成全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马太福音 6：13）  

祷告是多么的实际啊！祷告与我们的日常行为有着多

么密切的关系啊！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在

生活中又多么需要神的大能啊！我们在祷告中，应该一遍

又一遍地重复说的话就是“我们不能靠自己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能靠自己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帮助！”  
我们已经学过，圣灵被称之为“保惠师”——在我们

身边随时给予帮助的那一位。如果我们要成为得胜者，我

们必须让耶稣用圣灵为我们施洗，这样他才能帮助我们。 
这里是一个美好的应许：“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

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

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 10：13）  
但是，请注意！出路就是“外在的帮助”——圣灵的

帮助，你不可能靠你自己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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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属灵得胜的道路  
与敌人争战  
神的军装  
得胜的地方  

属灵成熟的道路  

课文目的  

当你学完本课后，你应当能够：  
 明白如何胜过试探。  
 评价你自己处于“属灵成熟”的什么阶段。  

学习要领  

1. 画图举例说明属灵上的成熟，并学习罗马书 7：23 和

罗马书 8：1-4。  
2. 阅读以弗所书 6：14-17。列举出你的各种软弱，并计

划如何通过定期祷告和运用神对你所提供的帮助，来

战胜这些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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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每个章节有序地阅读课文进程。写出习题答案和

自我测试题答案。  

关键词  

诱惑的  
贪欲  
征服者  
圣洁  

属灵成熟  
试探  
得胜  

课文进程  

属灵得胜的道路  

目的 1、  阐述“试探”与“犯罪”之间的不同。  

我们已经探讨过人的需要。我们说“生活所需”将会

“加给”那些关心神的国度高过其他一切的人。在这个世

界上与他人和平相处的能力，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赐予的。 
现在，我们来阐述为了讨神的喜悦，信徒要过公义和

圣洁的生活所引起的内心争战。请记住，我们所说的“圣

洁”指的是神希望我们拥有的内在的纯洁。让我们来看一

看关于这一问题的图示。  
 

加给我们的东西 寻求的东西

正确的 

圣 洁 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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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给我们的东西

寻求的东西错误的

圣 洁 神

 
   我们再一次看到，所寻求的东西是神的国度。圣洁是

作为一种结果而加给我们的。  

习题 1、我们所说的圣洁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要过良善的生活，都要经历内在的争战。然而，

罪人对此却没有解决的办法，他知道良善与邪恶之间的区

别，但是却缺乏能力去行善，他不可能单独胜过罪。  
信徒却有解决的办法！与其它几篇课文一样，我们首

先学到的是我们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外在的

帮助，耶稣向我们表明属灵得胜的道路。我们需要来自天

上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胜过试探的答案，与寻求满足“生

活所需”或寻求“平安”的答案是一样的原因所在。我们

藉着关心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切来胜过罪。当我们的爱专

注于天上的东西时，神便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地上的东

西！  

习题 2、信徒获得圣灵，得胜的答案在哪里？  
                                             

与敌人争战  

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所应该的那样为属灵的得胜祷告，

那么，我们就应该对自己所面对的敌人有所认识，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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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如何工作的。  
看到过魔鬼的人并不是很多。然而，魔鬼是真实存在

的，我们到处都能看见或感觉到他的权柄。这就意味着我

们看不见我们所争战的真正敌人，我们只看见他用来打败

我们的东西。魔鬼用来打败我们的东西之一是试探。  

习题 3、信徒的敌人：  
a）  到处可见。  
b）  隐藏他的权柄，使其不为人所知。  
c）  通过试探来试图促使他犯罪。  

我们应该知道关于试探的几件事情。雅各书 1： 14
中说，“各人被试探……”。从这节经文中可以学到两件

事：  
1. 每个人都有天生的欲望。如果我们没有欲望的话

就不可能有试探。耶稣自己也有天生的欲望。  
2. 每一个人都被试探，就是耶稣也曾经被试探。这

就意味着被试探并不是一种罪。  

然而，雅各书 1：14-15 中继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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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经文中，我们还可以多学几

条真理：  
1. 当人被他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时候，每一个人

都要被试探。耶稣也曾受试探，但是，耶稣没有

被牵引以致不顺服于神的旨意。  
2. 被“牵引”就是没有适当地运用我们天生的欲望。

神赐予了我们天生的欲望，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希

望来运用我们的各种欲望，那么，这些欲望是纯

洁和良善的。当我们恰当地运用它们的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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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讨神喜悦的。  
3. 私欲会牵引诱惑我们滥用各种天生的欲望。当我

们为邪恶的欲望所网罗的时候，这欲望便变成了

罪。  
4. 私欲是罪的开始。“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5. 如果我们不屈服于试探，试探就不是罪。只有我

们屈从于试探的时候，试探才成了罪。  

习题 4、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被试探不是错。  
b) 每一个人都会被试探。  
c) 耶稣没有被试探。  
d) 我们永远都会有天生的欲望。  

我们永远都会有天生的欲望。神设置了欲望，它们并

不是邪恶的，我们不应该对它们感到羞耻。然而，如果我

们被欲望“牵引”，没有适当地运用它们，它们便会变成

贪欲，而贪欲则是罪的开始。  
耶稣被试探，但是，他不屈服于试探。耶稣被试探，

但是，他从来没有受诱惑而犯罪。那就是，他从来就没有

屈从于试探，以不适当的方式来满足他的天生欲望。  

习题 5、我们为什么说耶稣被试探，但没有犯罪？  
                                             

你 或 许 会 说 ，“ 耶 稣 也 有 与 我 们 一 样 的 天 生 欲 望

吗？”是的，耶稣有着与我们一样的天生欲望。他被所有

试探我们的东西所试探。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 4：15 中看

到这一点。耶稣是怎样抵制试探的呢？他总是祷告。他说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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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 26：41）。请记住，被试探不是

罪——除非我们让自己的天生欲望变成了贪欲，并使我们

以一种有罪的方式来思想和行动。如果我们的天生欲望成

了贪欲，那么，我们已经在犯罪的路上了。  
因此，我们的思想必须纯洁，我们的天生欲望必须在

圣灵的掌管之下。一个由圣灵带领的人，不会让天生的欲

望成为贪欲，而贪欲将会导致有罪的欲望和行为。  

习题 6、贪欲指的是：  
a）  受试探以满足天生欲望。  
b）  受牵引而不能恰当地运用天生欲望。  
c）  所有的人都有天生欲望。  

有些基督徒认为，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天生欲

望便离开了我们，事实并不是如此。神向我们表明了控制

我们欲望的方法，并以一种纯洁和公义的方式来运用我们

的欲望，但是，神并没有挪去我们的欲望。如果没有欲望

需要掌管，那么，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便不需要付出什么努

力了。受试探的时候便是神彰显他大能的机会。因而，让

我们好好利用神已经向我们提供的“出路”（哥林多前书

10：13）。  
圣洁生活的荣耀在于在试探当中过圣洁的生活！认为

基督徒在得救之后便没有了天生欲望的想法，是非常危险

的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认为的话，他就不会承认他

有试探，他也就不会警醒。知道自己有各种天生欲望的基

督徒，更可能成为一个敬虔之人。他会利用神藉着圣灵所

赐给他的力量，来控制各种欲望。试探的时候，也是神彰

显他的大能的时机。在我们 软弱的时候，神的大能则显

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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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7、当一个信徒得救的时候，他的天生欲望会怎么

样？  
                                             

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警醒，不给错误的欲望留有余地。

我们必须记住，魔鬼是真实存在的，他会尽可能地利用一

切东西来使信徒堕落。他知道人的欲望。他知道神赐给人

各种欲望是要它们得到恰当的运用。但是，魔鬼也知道人

里面的欲望是多么的强烈，他试图使人受“牵引”而把良

善的欲望变成邪恶的欲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对魔鬼

保持警醒的原因所在。  
关于试探，我们应该记住两件事情：  
1.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试探我们的欲望，但是，耶稣

赐给了我们力量来控制这些欲望。  
2. 有一个真实存在的魔鬼在试探我们，但是，耶稣

赐给了我们力量来对抗他。  

神的军装  

与魔鬼的试探争战的力量源泉是祷告和敬拜。我们再

次回到我们在关于“生活所需”和“社会需要”之前所作

的阐述。如果我们要圣洁，如果我们要有得胜的生命，或

者说，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就必须寻求神，寻求他的国

度，以及寻求他的旨意高于其他一切。换句话说就是，我

们要寻求神，他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源泉。  
那么，在争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祷告和敬拜中得到

什么帮助呢？我们得到了几样重要的东西：  
1. 我们得以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对他的带领

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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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认识到他的计划和他的旨意是什么，使我们

能够顺服他的命令。  
3. 我们得以为圣灵的大能所充满，因此，当争战到

来的时候，我们有力量去争战。  
4. 我们得到争战的武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的

教导。  

习题 8、我们与敌人争战的力量源泉是什么？  
                                             

在以弗所书 6：14-18 中，保罗向我们阐述了我们的

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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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

圣徒祈求。”  

习题 9、在信徒的军装中有些什么东西？  
                                             

请注意两件事。首先，军装是属灵的，是由神赐给我

们用来抵制魔鬼的。军装就是真理、公义、和平、信心和

救恩。其次，武器也是属灵的。它们是神的话语和祷告，

两者都是藉着圣灵的帮助来使用的。  
还要请你注意的是，这段经文三次提到了祷告祈求。

不祷告，你就不可能准备好去作属灵的争战。不祷告，你

就不可能胜过试探。祷告提供了力量、军装和武器，通过

这些我们才能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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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0、在以弗所书 6：18 中，有多少次告诉我们要祷

告祈求？  
                                             

手里握着剑还不足够，要把圣灵作为你的帮助者，并

要在进行争战之前祷告。你必须穿上神的军装来保护你，

你必须拥有圣灵所赐予的公义、和平和喜乐。  
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的原因所在，他说“你们

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

太福音 6：33）。如果你有军装，当你使用神的话语之剑

时，圣灵将帮助你赢得胜利。  
因此，祷告！祷告！祷告！像耶稣所说的那样祷告。

为神国度的事情祷告，你就能够得胜。  

习题 11、我们从信徒的军装中能够认识到什么？  
                                             

得胜的地方  

我们应该知道关于得胜生活的几样事情。首先，在我

们学会“内在”的征服之前，我们不可能“外在”地征服。

魔鬼俘虏了很多人，但是，神赐给了我们属灵的武器以攻

破撒但的堡垒，使人们得以释放。在我们自己脱离罪的权

柄之前，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我们知道战胜我们自

己的奥秘之前，我们不可能帮助他人胜过试探。胜过试探

的途径，是把神的旨意置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当我们只

寻求荣耀神的名的时候，我们便胜过了追求我们自己享乐

的试探。  

习题 12、对于那些要“外在”地征服的人，他们必须首

先学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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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学习的关于属灵得胜的第二件事情是，属灵上

的得胜是在战场上——在我们与敌人争战的地方取得的。

有些基督徒认为我们是在“我们的膝头上”赢得属灵胜利

的。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与魔鬼争战，

我们是在与我们的主交谈，我们是在获取新的武器，我们

是在听取争战的命令，我们是在获得力量和知识。但是，

我们并不是在取得争战的胜利。诚然，当我们认识到神正

在赐给我们大能的时候，我们从祷告中获得了很大的信

心。我们呼喊和赞美，因为我们知道神将帮助我们去做什

么。但是，我们并不是在取得争战的胜利。  
争战是在战场上得胜的！除非我们在屈膝祷告的时

候，得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和智慧，并带着它们去争

战，否则，我们将会不断地打败仗。祷告是争战的准备。

有些基督徒的“祷告”，只不过是在重复承认失败和祈求

神的饶恕而已。他们没有得胜，是因为他们在受试探的时

候，没有运用他们可以得到的力量！  

习题 13、基督徒对争战的准备是什么？  
                                             

属灵成熟的道路  

目的 2、  描述神的孩子在属灵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阶段。  

目的 3、  把罗马书 7：23 和罗马书 8：2 中所提到的三个

律与属灵成长过程的三个阶段作比较。  

当我们首先寻求神的国度时，属灵上的成熟便会“加

给”我们。通过神的话语和与神一起交谈，我们变得像基

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成熟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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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开始的时候，他

是一个属灵的婴儿，然后，进入到属灵青年的阶段， 后

是变成属灵的成年人。让我们把这三个阶段与罗马书 7：
23 和罗马书 8：2 中所提到的三个律作比较。那三个律是： 

1. 肢体的律。  
2. 心中的律。  
3. 圣灵的律。  

仍然受到肢体的律控制的信徒是一个属灵的婴儿。他

是一个“没有律法”的人，因为像动物一样，他只做他感

到喜欢的事。他生活的观念是，“如果你对它感觉好，就

做它吧。”实际上，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外邦人。  
为心中的律所控制的信徒是一个属灵的青年。他遵守

律法，但并不是发自内心地遵守它。他行公义，因为律法

要求他这样做，无论是他的家规、教会的规定，还是摩西

的律法。  
 

属灵的
婴儿

属灵的
青年

属灵的
成年人

没有律法 

肢体 

心中的 

律法 

圣灵的 

律法 

 
为圣灵所控制的信徒是一个属灵的成年人。他遵守神

的律法，因为他爱神，他把神的国度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他有圣灵所赐的公义、和平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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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4、把下面每个句子左边的字母，正确地配上其属

灵成长所处的阶段（右边）。  
....a 圣灵的律法。  
....b 肢体的律法。  
....c 心中的律法。  

1）婴儿。  
2）青年。  
3）成年。  

一个属灵的婴儿怎样才能长大成为一个属灵的成年

人？其秘诀在于如何祷告。如果你正确祷告，你将会正确

地生活！正确的祷告导致正确的生活。正确的生活会变成

不住地祷告！属灵的婴儿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不可能控

制他的怒火，也不可能靠他自己控制他的欲望。世界上的

各种政府，试图通过法律和对违反法律的惩罚来控制人的

肉欲。当教会有很多属灵婴儿的时候，它常常会效法世界

上处置违法者的方式。教会设立各种标准和规章，来控制

属灵婴儿们违反律法的行为。  

习题 15、一个属灵的婴儿怎样才能成为属灵的成年人？  
                                             

当一个孩子遵守法律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婴儿，

而是一个青年。他像一个人所应该的那样聪明地行事，他

顺应理智。属灵的成长也是这样。当一个属灵的婴儿长大

成为一个属灵的青年时，他尊重教会的权威，并遵守教会

的律法。他是一个好的教会成员，并受到人们的尊敬，因

为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  
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位基督徒，

仅仅遵守律法还没有到达成熟的程度。一个公民，只有当

他不是靠着律法来行得端正，而是因他认为无论律法有没

有要求都要行得正的时候，才是一个成年人。这是一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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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的标志，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如此。当基督的爱成

为他的动力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属灵上成熟的人。他充满

了爱、喜乐、和平、长期忍受苦难、温柔、良善、信心、

温顺和节制，他不需要“律法”来使他像耶稣那样为人处

事。  

习题 16、一个人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  
                                             

因而，一个属灵上的婴儿怎样才能长大成为一个属灵

上的成年人？是通过努力工作来变得完美？是通过与他

的各种欲望争战？是通过律法？通过教育？完全不是！答

案是在于祷告和敬拜，在于把我们自己委身于神的儿子。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3：18 中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他

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

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

的。”  
圣洁，基督的样式，属灵上的成熟，所有这些都是通

过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只有通过正确的祷告，我们才能

领受到它们。除非我们寻求荣耀神的名高于其他一切，寻

求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切，寻求按他的旨意行高于其他一

切！否则，我们不可能领受到它们，让我们通过公义的生

活来敬拜我们的主！  

习题 17、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属灵上的成熟可以通过读书来学会。  
b）  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自己。  
c）  我们藉着圣灵而得到改变。  
d）  一个属灵上的婴儿，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变成一个属

灵上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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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简答题：在每道题目下面所提供的空白处，写出其正确

答案。  

1 在为了圣洁的争战中，信徒与罪人有何不同？  
                                             

2 人被        ，乃是被自己的            （雅各书

1：14）。  

3 一个信徒在他得救的时候，他的天生欲望会怎么样？  
                                             

4 与敌人争战的力量源泉是什么？  
                                             

5 根据圣经的有关阐述，祷告是什么？  
                                             

6 指出一个成熟信徒的三个标志。  
                                             

7 一个属灵的婴儿，怎样才能长大成为一个属灵上的成

年人？  
                                             

8 阅读哥林多后书 3：18，并阐述它的含义。  
                                             

9 一个遵守律法的基督徒，为什么不一定是一个属灵上

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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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9 真理、公义、和平、信心和救恩。  
1 神所希望我们拥有的内在的纯洁。  

10 三次。  
2 耶稣向我们显明得胜的道路；来自天上的帮助。  

11 我们在争战中所得到的保护。  
3 c）通过试探来试图促使他犯罪。  

12 成为内在的征服者。  
4 a）  正确  

b）  正确  
c）  错误  
d）  正确  

13 祷告。  
5 他被试探，但是，他没有被牵引诱惑（他没有屈服

于试探）。  
14 a  3）成年。   c 2）青年。  

b  1）婴儿。  
6 b）受牵引而不能恰当地运用天生欲望。  

15 通过正确的祷告。  
7 他仍然有天生的欲望，但是，他得到了圣灵所赐予

的力量来控制它们。  
16 当爱成为他的动力的时候。  
8 祷告和敬拜。  

17 a）  错误  
b）  正确  
c）  正确  
d）  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