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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 后的叮

嘱（以弗所书 6:10-24） 
 

 

了解以弗所书背景的 好方式，就是查考这部书信

的姊妹书信，即歌罗西书。（见本课程的第 1 章歌罗

西书简介）。利西亚流域的教会，包括以弗所教会和以

弗所周围的教会，已经被助长个人骄傲并贬低基督完备

性的错误教导侵扰。一些信徒滋生属灵的骄傲，如果这

些错误教导不被纠正，有可能发生分裂教会的危险。这

些信徒在没有归向基督之前，曾被黑暗的属灵权势压

制，他们需要被鼓励、被教导，以面对这些挑战和撒但

的攻击。  

 

保罗在以弗所书前半部分（1-3 章）阐明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

使他们明白他们在基督里的所是以及他们在基督里的所有。清楚地告诉他

们，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丰丰富富地为他们预备了所需要的一切，使他们完

全可以过一个刚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一部分的末尾，他禁不住涌出对

神的赞美：“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

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

代代，永永远远。阿们！”（3:20-21）  

 

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后半部分强调了基督徒的生活实践，他表达的信息是

“活出你在基督里的所是。”也就是说，要让基督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

完全地彰显出来。首先，让基督在教会中并藉着教会彰显出来（4:1-16）；

其次，让基督在你的个人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中彰显出来（4:17-5:21）；

后，让基督在你的家庭和工作场所中彰显出来（5:21-6:9）。  

 

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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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知道信徒们置身于一场属灵的争战中，所以在 后的一部分，保罗

教导他们如何在这场属灵争战中得胜，强调他们需要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

并阐明祷告的重要性。  

 

·学习本章之前，请读经以弗所书 6:10-24。  

 

课程 9.1 基督精兵的全副属灵军装（6:10-17）  

目标  

9.1.1  比较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之间的差异，并说明这些差异如何影

响今天的基督徒所面对的属灵争战。  

9.1.2  解释基督精兵在属灵冲突中所面对的两项挑战。  

9.1.3  列出并简要说明属灵军装中每一部分的重要性。  

 

课程 9.2  祷告的基督徒（6:18-24）  

目标  

9.2.1  描述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应当有怎样的祷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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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精兵的全副属灵军装（6:10-17）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在巴哈马群岛的十日狂欢游，也

不是在科罗拉多州落矶山脉的滑雪度假。基督徒的生活

甚至不是经过几天的繁忙工作后，周末在古色古香的营会中退休。在这一部

分的信息中，保罗描述基督徒的生活是争战——一场属灵的争战。  

 

如果你从未经历过属灵的争战，那么当你被属灵的敌人攻击的时候，千

万不要以为你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实际上，基督徒的生活充满了争战。如果

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置身于属灵争战之中，这并不说明这场争战不存在，只意

味着你可能还没有尽好你的属灵职责。如果是这样，你就是一个属灵的“逃

兵”。撒但是一个属灵的恐怖分子，圣经称之为“你们的仇敌”（彼得前书

5:8），他出来游行遍地，目的是要尽 大努力偷窃、杀害、毁坏每一位信

徒。  

 

保罗这封书信的写作对象，是生活在第一世纪位于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和

周围地区的基督徒。他们从曾经捆绑他们的黑暗属灵权势中已经被释放出

来，由于他们尽心尽力地服事主，而遭到魔鬼的攻击。他们常常被不信主的

老朋友嘲笑和蔑视。对于他们来说，外界的逼迫是实际存在的。他们面对着

妥协信仰或者重新回到以前罪恶生活方式的试探，这些试探也真实地存在

着。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即使在教会内部，他们也被某些因为有特别属灵经

历而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所谓超级圣徒所轻视，试图使他们认为自己是二等基

督徒。以弗所的信徒生活在一场属灵的争战之中，现今的基督徒也是如此。 

 

保罗竭力鼓励、教导并告诫这些以弗所的信徒，系统地向他们阐明他们

属灵的自我到底是谁，以及他们在基督里拥有什么。保罗提醒他们，基督已

经为他们成就了一切，清楚地向他们指明如何在外邦文化的环境中过一个刚

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保罗，这位伟大的野战将军，指挥他属下的部队如何

 

课程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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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他们所面对的属灵争战。这里的要点是：基督徒已被卷入一场真实的属

灵争战之中，为了赢得 后的胜利，需要使用主所供给他们的每件属灵兵器。 

 

基督徒所面对的属灵争战是真实的，  

仇敌也是真实的（6:12）  

 

当你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首先需要牢记一点，

就是保罗所描述的不是现代战争的情形，而是古代战

争的情形。士兵不是在几百米甚至几公里之外向敌方

射击，也不是向无法清晰辨认目标的敌方投掷炸弹。

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争战是面对面的肉搏战——直

到有一方被杀死。  

 

保罗所描述的战争，不是平常所说的战争，乃是属灵的战争，却又是极

其真实的战争。这是一场面对黑暗属灵权势的战争，需要属灵的兵器才能得

胜（参哥林多后书 10:3-6）。这场战争持续一生之久，而且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它可能发生在教堂里，也可能发生在酒吧里，或发生在汽车里或工

作场所。黑暗权势的攻击在一天的任何时候都可能临到，并且争战一直在持

续着。即使有时看上去似乎没有仇敌的直接攻击，但是他们可能正在准备发

起新一轮的攻击。  

 

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争战——或者得永生，或者永远灭亡。经上记着说：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约翰福音 10:10）。撒但一心一意

要摧毁基督徒工作的果效，败坏基督徒的名誉。他想扼杀那些全心跟随主的

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甚至夺走他们肉身的生命。  

 

我们跟随基督不是玩游戏，跟随基督也不是有趣的个人嗜好。我们有一

个真实的敌人，只是这个敌人不属乎血气而已。有时我们可能以为别人是我

 
目标 9.1.1 

比较古代战争与

现代战争之间的

差异，并说明这

些差异如何影响

今天的基督徒所

面对的属灵争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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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敌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我们的仇敌。因为以弗所书 6:12 清

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而是一场与属灵权势的交

战，“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

魔争战。”  

 

1 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对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属灵争战

有什么影响呢？  

 

在这场争战中，我们不是戴上电子面罩，将 DVD 光盘放进电脑里面，

然后在操作面板上设定一两个步骤，按一下“开始”键，用手拿着游戏控制

盘，狂热地揿压按钮，就进入虚拟战争游戏之中了。不！这是一件真实的事

情，虽然发生在属灵的层面，但是比今天美国与其他盟国在全球范围内每日

进行的反恐战争更加真实。  

 

基督精兵必须刚强并且站立得稳（6:10-14） 

 

在这场属灵争战中，我们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

需要从神来的能力。因此这部分信息的开始是“你们要

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6:10） 

 

在古代战争中，士兵的整套盔甲超过 45 公斤，将这套盔甲穿在身上步

行几个小时，然后投入激烈的肉搏战，可想而知士兵的身体素质和体力是多

么重要！在属灵争战中，我们也需要能力，然而不是人的天然能力，而是主

的能力，需要他供给我们的大能大力。第 10 节的命令是祈使语气，保罗在

这里命令他们：“你们要刚强！”因此这种能力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且这句话是被动语 ，表明这能力不是来自于

人的天然能力，而是完全顺服神已经全备供给我们的大能大力，这也是神乐

 
目标 9.1.2   

解释基督精兵在

属灵冲突中所面

对的两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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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供给我们的。这句话动词的时 是一般现在时，表明我们随时需要这样的

能力，意思是“你们要时刻刚强”（Foulkes 1979，170-171）。  

 

在这场属灵争战中，我们所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要站稳”（第 14 节）。

“立正”是一个军事术语，意思是“保持在自己的位置上”（Wood 1987，

86）。每一个军人都会告诉你，在发起进攻之前，必须首先站好自己的位置。

所以当你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你仍要站立得住（Wood 1987，87）。不要

屈服，也不要放弃，你不需要选择失败！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甚

至马上就要跌倒了，你的膀臂已经发酸，腿像铅那么沉重，你全身伤痕累累，

伤口还在流血，疼痛不止——但是要鼓足勇气，继续战斗！因为基督将赐给

你力量（腓立比书 4:12-13；歌罗西书 1:28-29）。  

 

2 为什么在古代战争中，战士的体力显得非常重要呢？  

 

我参加过马拉松比赛。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会投入很多时间刻苦训练，锻

炼身体，以适应各种严酷的路面环境。我还记得几年前在美国达拉斯州参加

特·洛克马拉松比赛的情景。马拉松比赛的全程是 42.2 公里，当我跑到

35.4 公里的时候，遇到了马拉松运动员称之为“屏障”的麻烦，我腿部的旧

伤开始疼痛，我感觉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就在那个时刻，我克制住自

己，开始对我的身体说话，对我的疼痛说话，对自己的心思意念发出命令，

坚持下去！ 后我突破了屏障，以冲刺的速度完成了整个赛程。有些基督徒

以为基督徒的人生是一次轻松愉快的天堂度假！所以你应当有坚强的意志和

温柔的灵。  

 

基督精兵必须穿戴全副军装（6:11，13-17） 

 

当时听到以弗所书的大部分人都多次见过罗马士

兵，他们能立刻将保罗所描绘的画面与他们的日常生活

 
目标 9.1.3   

列出并简要说明

属灵军装中每一

个部分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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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在一起。这个罗马兵丁配备齐全：他穿戴整套盔甲，即“全副军装”。

保罗在这段信息中并没有列出罗马兵丁整套盔甲的每一个细微部分，只提到

那些能够 好地表达他的要点的部分。虽然各部分盔甲都有自己的重要性，

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将这部分盔甲所代表的美好品格建造在我们的属

灵生命中，这才是 重要的（Keener 1993，553-554）。保罗所表达的要

点是：为了避免成为一个属灵的受害者，避免在这场属灵战争中成为失踪人

员、战争俘虏或伤亡人员，要将以下这些美好品格建造在你的生命中，全部

穿戴好以下这些属灵军装。  

 

1、真理的带子  

我们要让神的真理塑造我们的属灵生命和思维方式，使我们的心思意念

被真理更新而变化，并且在真理里面得到保护（罗马书 12:1-2），成为一个

遵行真理的人。  

 

2、公义的护心镜  

主将真理交托给那些信靠他的人，但是我们也有相应的责任，就是把真

理在实际生活中活出来，即我们的思想、 度和行为都要公义。换句话说，

将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中活生生地展现出来。  

 

3、平安福音的鞋  

你知道什么是福音吗？你知道如何向失丧的人传福音吗？我们已经置

身于一场属灵的争战中，要去寻找拯救一些人。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救恩，

要从仇敌权势下把他们释放出来，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时刻预备好分享这个

好消息（彼得前书 3:15）。  

 

4、信心的藤牌  

对于信徒来说，信心的藤牌（第 16 节）是用于保护的盔甲，藤牌能够

保护他们的心脏——即他们的生命。基督徒的信心是一种不断成长、坚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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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充满活力的对神的信靠，相信神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熄灭他射来的一切

火箭，就是试探、灰心以及在压力面前妥协等等。  

 

5、救恩的头盔  

救恩的头盔（第 17 节）藉着对神的救恩的确信而保护信徒免于撒但的

攻击，这种确信来自于圣灵，并且伴随着内在的见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罗马书 8:15-16；加拉太书 4:4-7；提摩太后书 1:12）。  

 

6、圣灵的宝剑——神的道  

圣经作为神的话，具有攻击和防御双重的功效（诗篇 119:9，11；提摩

太后书 3:14-17；希伯来书 4:12）。想一想主耶稣胜过撒但试探的榜样吧！

他一遍又一遍地宣告：“经上记着说”（马太福音 4:1-11；路加福音 4:1-13）。

你对神的话认识的程度如何？你对圣经有不断进深的认识吗？  

 

7、祷告祈求  

虽然在以弗所书第 6 章这段信息中祷告与盔甲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保

罗强调了祷告的重要性（18-20），甚至那些只草草浏览一遍圣经的人都知

道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每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都能见证在他们的基督徒

生活中，无论进攻或是防守，祷告是多么重要！我们将在下一个课程中进一

步探讨保罗阐述的这个主题。  

 

基督徒请听！你是否愿意参与这场属灵的争战呢？或者只是坐在你的卧

室里，打开电视，做一个感兴趣的观众？基督正在征募新兵，预备好自己吧！

投入 基本的训练吧！要刻苦研读圣经，将自己委身于这场属灵的争战中，

如果你已经打赢了一两场战役，不要从战场上退下来，躺在功劳簿上缅 光

荣的过去，要像迦勒那样“另有一个心志”，说：“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

这山地给我！”（约书亚记 1:7-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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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6:10），这句话对你有

什么重要意义吗？  

4 保罗如何使用罗马兵丁全套盔甲的实例帮助信徒明白如何面对属灵的争战

呢？  

5 保罗所说的属灵盔甲各部分的名称是什么？它们对你的属灵生活有什么重要

性？  

6 祷告作为信徒属灵盔甲的一部分，它的重要性如何？  

 

 

祷告的基督徒（6:18-24）  

 

虽然保罗在以弗所书第 6 章中没有直接将祷告与

属灵军装联系在一起，但是二者无论在语法方面还是

在概念方面都紧密相联。另外，即使一个对圣经有粗

浅认识的人，都明白祷告的重要性。祷告对于基督徒

的属灵生活必不可少，无论在进攻方面，还是在防守

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中，祷告不能仅仅是一种灵修习惯，无论是信徒个

人，还是教会整体，祷告都必须成为一项服事主的事工。因为祷告能够滋养

信徒的生命，能够加深他（或她）与神的关系，为他们带来属天的洞见，使

他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更新，为他们提供引导和保护，从而得到神为他们预备

的每日所需。但是祷告的功用远远不止这些，保罗称祷告为一项事工。他在

圣灵里为信徒呼求，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迫切地祷告：为信徒祷告，为

属灵领袖祷告。如果要过一个刚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各种方式的祷告都是

必需的。  

 

7 为什么祷告是一项属灵事工，而非一种单纯的灵修经历？  

 

 

 

课程 9.2 
 

目标 9.2.1   

描述一个敬虔的

基督徒应当有怎

样的祷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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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灵里祷告是大有功效的（6:18）  

 

以弗所书 6:18 中的“靠着圣灵”在英文新国际版本中是“在圣灵里祷

告”（译者注）。那些有圣灵充满经历的人，即领受过圣灵的洗的人，很自

然地以为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指用方言祷告（哥林多前书 14:2-3，14）。

这样理解固然不错，但是保罗所表达的含义不止这些。圣灵的洗当然包括方

言祷告。方言是圣灵所赐的、人不能听懂的言语，除非有翻方言恩赐的人把

方言翻出来，人才能明白（参哥林多前书 14:15）。保罗在以弗所书 6:18

所讲的“在圣灵里祷告”与领受圣灵的洗的方言祷告，这两者都包括在罗马

书 8:26-27 中所讲的内容里面，“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实际上，很多时候的祷告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这时圣灵的代祷在我们的内

心深处发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Fee 1994，730-732； Barton 1995，

136-137）。  

 

8 在圣灵里祷告包括些什么呢？  

 

我刚刚教导过有关代祷方面的主题。有一次，我在营会上根据罗马书

8:18-27 的真理，分享了一篇题为“将叹息化为祷告”的信息。在结束之前，

我邀请那些正在经历极度艰难的人——就是那些圣灵在他们里面发出“说不

出来的叹息”的人——让圣灵透过他们发出有声的祷告。一位西班牙牧师走

到前面，开始用方言祷告。我发现他的祷告非常炽热，我还从未见过这样迫

切祷告的人，就像妇女分娩的阵痛一样，我注意到他的妻子也在看他祷告，

而且丈夫也向她说话。后来妻子证实说，我们当时所看到的情景的确非同一

般，我不清楚那天上午所透露出来的属天信息的细节，但是我知道当她丈夫

祷告时，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了，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各书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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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能说出你在圣灵里祷告过多少次吗？这些在圣灵里祷告的经历对你有什么

重要性吗？  

 

祷告的场合是任何地方（6:18）  

 

保罗鼓励信徒们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第 18 节），他劝勉他们要

灵里儆醒，随时寻找祷告的机会。  

 

首先，保罗教导我们在任何场合都要祷告。我们应当为自己以及他人的

需要祷告，我们也应当在遇到难处和试探时请求别人为我们代祷。在祷告中

我们要向神倾心吐意，把我们的挂虑和感受告诉神，也可以祈求神的引导和

指示。当我们心绪不宁或缺乏属灵洞见的时候，也需要祷告。祷告是一个管

道，使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拯救、圣灵的洗、脱离不良嗜好、从黑暗权势的攻

击或压制中得自由等等。当我们犯罪，需要得饶恕、洁净和恢复的时候，也

要祷告。另外，我们需要为灵里更新和教会的复兴祷告，应当为神赐给我们

的祝福献上感恩——这种感恩能够提升我们的祷告。总之，需要祷告的事项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任何场合都能够，也应当引发我们的祷告。  

 

10 作为一名基督徒，你经常在什么场合祷告？  

 

另外，保罗挑战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祷告方式。基督徒在祷告方面有一

个陷阱，就是只习惯于某种老套的祷告方式，不愿意尝试其他的祷告方式，

因此长期下去变成属灵的僵化。圣经用很多词汇描述不同的祷告方式，如祈

求、恳求、呼求和哀求等等，显明我们可以使用多种多样的祷告方式。还有，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应当聆听他向我们所说的话，并一边祷告一边默想他

的话语。我们可以按照某节经文祷告，也可以为别人作诚挚的代祷，或者赞

美神、敬拜神，为神的美善献上感恩——在他面前喜乐欢呼是合宜的。另外，

我们不能忘记认罪和痛悔，禁食（为了专心祷告不吃食物，甚至有的时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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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激情高昂和大有信心的祷告很好，但是 好的

祷告是在神面前完全降服的祷告，记住：执着和热切的祷告总是大有能力的。 

 

11 保罗所说的“多方祷告祈求”（以弗所书 6:18）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在各种环境中我们都需要祷告：无论是独自一人或是公开场合，

无论是嘈杂的环境或是僻静之处，无论有无音乐，都应当祷告。我们也应当

学会带领别人祷告，学会与别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或在一个祷告圈中轮流祷

告。我们还要学会与其他派别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  

 

有一次，我的汽车停在铁路的交叉路口，等候火车通过。由于火车的车

厢较长，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因此不知不觉想起了我所牧养的教会中 近发

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个人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近这段时间他的行为

令我伤透脑筋。我一想起他制造的麻烦，还有他的桀骜不驯、不愿合作的

度，就越令我气愤……。这时火车几乎全部通过了，栏杆正要抬起。在交叉

路口的另一侧，我突然看到他的汽车恰好停在我的对面，你能想象这是多么

尴尬的情景！那正是令我烦恼得寝食不宁的人！就在那个时刻，神用清楚得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声音向我说话：“孩子，今后每当我让你想起一个人，我

要你认定那是我让你为他祷告！”这是一个多么温柔的责备，又是一个多么

美好的代祷功课啊！从此以后，我从主那里学会了这个宝贵的功课，它大大

拓展了我祷告事工的范围和深度，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祷告的机会的确是无

处不在啊！  

 

12 你能说出一些需要你祷告的事项吗？  

 

代祷能够帮助信徒并加速福音的广传（6:18-20）  

 

保罗知道代祷能够释放圣灵的大能。在这段写给亚洲的基督徒的信息

中，保罗告诉他们要为所有的圣徒祈求，也为他祈求——使他能够放胆无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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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满有果效地传扬福音（第 18-19 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保罗并没有请

求圣徒们为他从监狱中得释放祷告，而是请求他们继续为福音广传迫切祷

告。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的社区以及全世界的信徒所面对的挑战是何等艰

巨，那些教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需要我们祷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参提

摩太前书 2:1-4）。我们无私的代祷能够帮助基督徒，也能够使福音传遍整

个世界。  

 

13 代祷在信徒的生活以及福音的广传方面扮演着什么角色？  

 

我在一所大学教书，在那里每个班级上课之前，会为世界上的国家祷告。

设立一本祷告手册能够使我们祷告的目标更加集中。很多人因为每天固定参

与这种代祷事工塑造了一颗代祷者的心。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我不断地看

到学生们为南非的艾滋病患者倾心吐意地祷告，并动员教会供应他们的需

要，把福音带给他们。世界布道团分支机构以及美国布道团能够提供一些实

际的帮助，使你亲眼看到很多祷告事项，例如为其他国家、服事领域、各种

事工、宣教士和属灵领袖的祷告变成现实。  

 

后的祝福祷告（6:21-24）  

 

以弗所书的结尾类似于歌罗西书，显明这两封书信之间的密切关系（参

歌罗西书 4:7-9）。推基古是保罗忠心的、可以信赖的服事伙伴。有很多次，

推基古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保罗交托给他的任务（使徒行传 20:1-5；

提摩太后书 4:12；提多书 3:12）。在以弗所书中，保罗将以弗所书、歌罗

西书，或许还有腓利门书交托给推基古，让他把这些书信送到小亚细亚的众

教会，推基古也将保罗的情况如何告诉他们，在主里坚固众圣徒的心。推基

古没有怨言，只是忠心地服事主和他的属灵领袖保罗，愿神把像推基古这样

的信徒多多加给他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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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保罗以祝福祷告结束了这封使徒书信，他在主里祝福了生活在以

弗所和以弗所周围地区的信徒们，就像这封书信的开头那样，他的祝福仍旧

以平安、仁爱和恩惠作为重点（参以弗所书 1:1-19）。从保罗 后的祝福话

语中，我们能够发现保罗强调了我们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重要性。因为所有

其他的祝福都是来自于我们对主诚心诚意的爱，愿我们都以至死不渝的爱，

爱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阿们！  

 

任何军事学家都会告诉你，要想取得战役的 终胜利，地面部队是必需

的，但是空中优势也极其重要。因为它能够压倒敌人，常常使战役占据决定

性的有利地位。保罗所描述的祷告以及祷告所带来的功效，能够使基督徒在

属灵争战中取得属灵的空中优势。请不要忘记：耶和华军队的得胜是建立在

膝盖之上（Barton 1995，137）。你愿意加入祷告的大军吗？你愿意天天祷

告吗？你愿意持续不断地祷告，直到看见神对你祷告的回答吗？你愿意当遇

到任何境况或需要时，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吗？你愿意为正在面对艰巨挑战的

信徒们祷告吗？你愿意为那些教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祷告吗？保罗当年对

以弗所信徒的 后劝勉同样也适用于今天，祷告！祷告！再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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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测  试  

单项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圈起来：  

1、基督徒所面对的争战是击败                  

a) 属血气的。  

b) 不信的人。  

c)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d) 政府和政治家。  

 

2、根据以弗所书第 6 章，基督徒在属灵争战中必须                  

a) 要刚强，并站立得稳。  

b) 战斗到 后一刻。  

c) 退却下来，隐藏在神里面得到保护。  

 

3、“站”是一个军事术语，意思是                  

a) 什么都不做。  

b) 需要被鼓励。  

c) 保持在自己的位置上。  

d) 刚硬自己的意志。  

 

4、能够在信徒心里提供内在的见证，同证他们是神的儿女，这件属灵军装

的名称是                  

a) 真理的带子。  

b) 公义的护心镜。  

c) 信心的藤牌。  

d) 救恩的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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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哪件属灵军装能够塑造信徒的思维方式呢？  

a) 真理的带子。  

b) 救恩的头盔。  

c) 公义的护心镜。  

d) 信心的藤牌。  

 

6、能够保护基督徒的心脏和生命不被仇敌火箭攻击的属灵军装的名称是     

              

a) 信心的藤牌。  

b) 真理的带子。  

c) 圣灵的宝剑。  

d) 公义的护心镜。  

 

7、哪件属灵军装是既能攻击又能防御的武器？  

a) 真理的带子。  

b) 信心的藤牌。  

c) 公义的护心镜。  

d) 圣灵的宝剑。  

 

8、在以弗所书第 6 章中，有哪一样没有被直接列为属灵军装的一部分，却

被保罗强调在属灵争战中是必不可少的？  

a) 齐声歌唱赞美诗，称颂神。  

b) 在圣灵里祷告。  

c) 朗读神的话。  

d) 献上感恩。  

 

9、与传福音有关的属灵军装的名称是                  

a) 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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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宝剑。  

c) 一双鞋。  

d) 头盔。  

 

10、五旬节派的信徒如何解释保罗所说“在圣灵里祷告”这句话的含义呢？  

a) 用方言祷告。  

b) 用圣灵所赐、人不能听懂的言语祷告。  

c) 用言语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  

d) 以上三个都可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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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进步评估 2 

 

现在你已经学完了第 2 单元，请复习第 2 单元的课程，为单元进步评

估 2 作好准备。单元进步评估在学生课程包里面。请不要查阅课本、圣经或

笔记，回答所有的问题。当你完成单元进步评估后，请参照答案纸判断你的

答案，并改正错误之处。答案纸在你的学生课程包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开始

继续学习第 3 单元了。（虽然单元进步评估的成绩不算作你 终课程级别的

一部分，但是它能表明你学习课程的情况，以及在将来的结业考试中你可能

会有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