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启示录 3:20-21 

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 听见 我声音
而 开门 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
与我 一起吃饭。

21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三个主要领域 : I. 恶者

II.  世界

III. 自我中心的生命

我们要胜过的是什么?



我们要胜过的是什么?

三个主要领域 : I. 恶者
II.  T世界

III. 自我中心的生命



I. 要如何胜过 恶者?

1. 认识我们的 属灵 权柄 和 能力.

路加福音 10:19  我已经给你们 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
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马可福音 16:17  信的人将有神迹随
着他们：就是 奉我的名赶鬼；说新
方言；



I. 要如何胜过 恶者?

2. 不对魔鬼的诡计显得 无知.

哥林多后书 2:11 
免得撒但趁着机会
胜过我们，因我们
并非不知道他的诡
计。



2. 不对魔鬼的诡计显得无知 。

举例 #1 – 关于 愧疚和被定罪 的问题.

罗马书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
就不被定罪了。

追求一个与上帝没有愧疚，
不被定罪的关系



2. 不对魔鬼的诡计显得无知.

举例 #2 - 惧怕 的问题.

提摩太后书 1:7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
制的心。

约翰一书 4:18  在 爱里没有惧怕；完
满的爱把惧怕驱逐出去，因为惧怕里
含着惩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尚未得到
完满。



2. 不对魔鬼的诡计显得无知.

举例 #3 - 谎言和被欺哄 的问题.

约翰福音 8:32 你们将 认识真理，
真理会使你们自由。



I. 要如何胜过那恶者?

3. 在你的生命中，不给牠 留地步.

以弗所书 4:26-27
26 即使生气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27 不可给魔鬼 留地步。“

彼得前书 5:8  务要谨慎，要警醒。
因为 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
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

约翰福音10:10a



3. 在你的生命中，不给牠留地步.

A.  透过 不犯罪.

以弗所书 4:26-27
26 即使生气也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27 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加拉太书 5:19-21



3. 在你的生命中，不给牠 留地步.

B. 透过不参与 不洁净 的事物.

哥林多后书 6:17  所以主说：
“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
出来，跟他们 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
我就收纳你们。”

偶像, 
祭物, 习俗，

参合



I. 要如何胜过 恶者?

4. 恶者与我们里面的 基督 相争。

使用 圣灵的宝剑 来胜过恶者 – 就是要懂得如何
实际运用上帝的话语。

启示录 12:11 弟兄胜过那条龙是因羔羊的血，
和 因自己所见证的道。虽然至于死，他们也
不惜自己的性命。

雅各书 4:6-7



三个主要领域 : I. The 恶者

II.  世界

III. 自我中心的
生命

我们要胜过的是什么?



II. 要如何胜过 世界 ？

胜过世界的两大领域:

1. 世上的 苦难

2. 爱 世界的心



胜过世界的两大领域:

1. 世上的 苦难。

约翰福音 16:33  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
使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

世上的苦难是因为
堕落、腐败的人类

和 堕落、腐败的系统



约翰一书 5:4-5 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 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
是谁呢？不就是 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 吗？

要胜过世上的苦难，我们必须
扎根 于上帝的话, 并与圣灵连结

胜过世界的两大领域:

1. 世上的 苦难 。

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及
透过不断的祷告与圣灵连结



胜过世界的两大领域:

1. 世上的 苦难。

要胜过世上的苦难，我们必须 扎根
于上帝的话语，并与圣灵 连结。

罗马书 8:28  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因为祂先爱我们)，
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的命定).



创世记 50:20  从前你们
(堕落，败坏的人) 的意思
是要 害我，但 上帝的意思
原是好的 。。。

胜过世界的两大领域:

1. 世上的 苦难。

要胜过世上的苦难，我们必须 扎根
于上帝的话语，并与圣灵 连结。



雅各书 1:5 你们中间若
有缺少 智慧 的，该求那
厚赐与众人又不斥责人
的上帝，上帝必赐给他。

雅各书 3:17

胜过世界的两大领域:

1. 世上的 苦难。

要胜过世上的苦难，我们必须 扎根
于上帝的话语，并与圣灵 连结。



罗马书 15:13 愿 赐盼望的上
帝，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
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胜过世界的两大领域:

1. 世上的 苦难。

要胜过世上的苦难，我们必须 扎根
于上帝的话语，并与圣灵 连结。



举例:  历代志下 20 – 约沙法 对比 庞大的敌军

A. 焦点 多在上帝，少点在问题上。

B. 回想 上帝过去在你生命中的信实。

C. 面对问题时，承认 你的软弱/不足。

D. 在感恩，赞美与敬拜中 尊荣 上帝。

E.  依靠圣灵的感动和智慧来 应对。

胜过世界的两大领域:

1. 世上的 苦难



约翰一书 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
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了。

爱天父
的心

爱世界
的心

胜过世界的两个领域:

2. 爱 世界的心。



A. 当我们所看见的导致我们心中有 幻想

要去 得到它，这就是眼目的情欲。

事业
朋友

电子器材

$$$ 特价

汽车

性欲
服装

更大的
房屋

色情

最新手机款式

胜过 眼目情欲 的关键是领受
天父的爱来 供应 我们的需要。

约翰一书 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

供应的问题



B. 从眼目的情欲所带来的生命 经历

就是我们 肉体的情欲。

胜过 肉体情欲 的关键是
领受天父的爱来 满足 我
们的生命需求。

内心的问题

汽车
$$$

地位

东西

事业

嗜好

有能力，帮助
的关系

名牌货

性爱

大房子

色情

约翰一书 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



C. 今生的骄傲来自以下各项，让我感觉

自我重要 和 自我尊贵:

 人际关系

 攀爬套关系

 工作表现

约翰一书 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

 地位和骄傲

 财物



II. 要如何胜过世界？

爱世界的心与 爱天父的心 相争。

罗马书 8:14  因为凡 被上帝的灵
引导 的都是 上帝的儿子。

我们胜过世界，是以

上帝儿子 的身份与主同行，

不是以 孤儿 的身份。



I. T恶者

II.  T世界

III. 自我中心的生活

我们要胜过的是什么?

三个主要领域 :



III. 要如何胜过 自我中心的生活？

1. 我们需要了解 属灵的生命。

加拉太书 2:20  现在活着的不再
是 我 (堕落，自然，肉体，血气)，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 我
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
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路加福音 9:23
VCF Days



III. 要如何胜过自我中心的生命？

2. 我们需要学习 靠圣灵 而活。

加拉太书 5:16, 18, 25
16 我说，你们 要顺着圣灵而行，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
18 但你们若 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
25 我们若 靠着圣灵而活，也要靠 着圣灵行事。

加拉太书 5:17  因为 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 敌对，使你们
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罗马书 8:5-6
5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
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
灵的事。
6 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
就是生命和平安。

III. 要如何胜过 自我中心的生命？

2. 我们需要学习 靠圣灵 而活。



以弗所书 4:22-24
22 你们要 脱去 从前的行为，
脱去旧我；这旧我是因私欲的
迷惑而渐渐败坏的。
23 你们要把自己的 心志更新，
24 并且 穿上新我；这新我是
照着上帝的形像造的，有从真
理来的公义和圣洁。

III. 要如何胜过 自我中心的生命？

2. 我们需要学习 靠圣灵 而活。



总结

1. 恶者与那住在我们里面的 基督 相争。

我们胜过恶者是透过使用 圣灵的宝剑 。



2. 爱世界的心与
爱天父的心 相争。

我们胜过世界，是以
上帝儿子 的身份与主
同行，不是以 孤儿 的
身份。

总结



3. 肉体与那住在我们
里面的 圣灵 相争。

我们胜过肉体是倚靠
与圣灵同行。

总结



总结

1. 恶者与那住在我们里面的 基督 相争。
我们胜过恶者是透过使用 圣灵的宝剑 。

2. 爱世界的心与 爱天父的心 相争。
我们胜过世界，是以 上帝儿子 的身份与主同行，
不是以 孤儿 的身份。

3. 肉体与那住在我们里面的 圣灵 相争。
我们胜过肉体是倚靠 与圣灵同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