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課 屬靈爭戰





我們行事爲人 常常受到三方面的影響（弗 2:1-3）

1你們從前死在過犯和罪惡之中。 2那時，你們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在空中掌權的魔鬼，就是如今在一切叛逆上帝之人心中運行的
邪靈。 3我們以前也在他們當中隨從罪惡的本性，放縱肉體和心中
的私欲，與其他人一樣本是惹上帝發怒的人。(CCB)

一.今世的風俗: 文化、傳統、習俗 (v.2a）

二.撒但的誘惑 (v.2b)

三.肉體的私欲(v.3)



弗 6:10-13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强的
人。 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2.因我們幷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13. 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
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雅4:7-8  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你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 撒旦在聖經中有許多形容詞：
1. 大龍、古蛇(啓 12:9, 20:2)
2. 控告者（啓12:10)
3. 說謊之人的父（約 8:44）
4. 屬靈氣的惡魔(弗 6:12) 
5. 僞裝光明的天使(林後 11:14）
6.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弗 2:2a)
7. 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弗 2:2b)

➢ 盜賊來就是要偷竊、殺害和毀壞 (約 10:10)

➢ 務要謹守，警醒。 因爲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彼前 5:8)



弗 6:14-18

•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v.14a)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v.14b)

•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v.15)

•信德當作盾牌 (v.16)

•救恩的頭盔 (v.17a)

•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v.17b)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v.18)



1

2

3

6

5

4

靠
著
聖
靈
，
隨
時
多
方
禱
告

祈
求



一.真理的腰帶

➢認識聖經的真理，能幫助人分辨異端，有清楚的人生方向，
而不會隨波逐流，被世俗的潮流所影響。

➢當信徒能活出聖經的真理，就能為生命帶來力量。

➢屬靈爭戰的主要戰場，就是我們的心思意念。撒旦藉著懷疑、
恐懼、驕傲、沮喪、憤怒、自以爲義…來攻擊信徒。聖經的
真理幫助我們把靈魂的錨，穩固在耶穌基督這塊磐石上，而
不會隨著環境的風浪飄搖！The battle field is our mind.
➢來 6:19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
通入幔内後面的至聖所。



二.公義的護心鏡 Breastplate of  Rightness

➢箴言 4: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爲生命的泉源由心

發出。

➢基督徒要活出光明之子的新生命，才不會留給撒旦控告或轄制的

把柄

➢腓3: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而是有

信基督的義，就是基于信，從上帝而來的義。

➢帖前5:8 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慎，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

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以愛為出發點，活出信德



➢一個人如何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林前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

的是爱。

➢彼前4:7-8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要警

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罪.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醫治別人的力量，也有傷害人的力量！

➢當我們得理不饒人的時候，就會讓人築起圍墻，甚至帶來傷

害。



三.平安福音的鞋

➢上帝的真理，耶穌基督寶血的的救贖，帶給人心靈的平安。

➢不認識上帝的人，因爲基督徒的平安喜樂而想瞭解這個信仰。

➢彼前 3:15b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隨時準備答覆。

➢你爲何會信耶穌？

➢好的鞋，可以幫助人走更長遠的路。因著福音能帶給人
平安，也激勵我們走更長遠的路。



▪ 西雙百納傣族自治州
▪ 傣族的人都信小盛佛教
▪ 一個被鬼附的女人嫁入傣族的寨

子後，宣教士在電話上替她趕鬼。
▪ 她家鄉的許多人因此求助於宣教

士，而聼到福音。



四.信德的盾牌 Faith
➢我們對神的認識與信心，可以滅掉惡者攻擊的火箭。

➢「義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2:4，加3:11，希10:38)
義人因對神的信靠，在不公義、困難的環境下，依然能相信神
的應許，堅持信仰與原則，過在世的日子。

五.救恩的頭盔 Hope
➢帖前5:8b 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對美好事物的期待與盼望，常常是驅使我們前行的動力！

➢用積極、正面的心態，保護你的心思意念。

➢對救恩清楚的認識與盼望，可以幫助我們渡過困苦、艱難的
日子！



六.聖靈的寶劍：神的道

• 上帝的話語是神兒女爭戰的武器；以聖經中的應許爲武器對付撒
但 (路4:1-13；太4:1-11)

• 來 4:12-13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
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 13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
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 啓1:13-16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 16他右手拿
着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禱告是屬靈爭戰的重要方式

弗6:18-19 要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為此警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 也要為我祈求，讓我有口才，能放膽開口講明福

音的奧祕，

• 憑信心的祈禱 (可11:24)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
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 腓立比書 4:6-7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上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
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徒 19:13-17 那時，有幾個巡迴各處念咒趕鬼的猶太人，擅自利用
主耶穌的名，向那些被邪靈所附的人說：「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命
令你們出來！」做這事的是猶太祭司長士基瓦的七個兒子。但邪靈
回答他們：「耶穌我知道，保羅我也認識，你們卻是誰呢？」被邪
靈所附的人就撲到他們身上，制伏他們，勝過他們，使他們赤著身
子，受了傷，從那房子裏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無論是猶太
人是希臘人，都知道這件事，也都懼怕；主耶穌的名從此就更被尊
為大了。
太 17:19-21 門徒私下進前來問耶穌：「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那鬼
呢？」 20耶穌對他們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移到那
邊』，它也會移過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有古卷加：
21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



避免孤身一人；活在基督肢體的保護與代禱中。

傳 4:9-12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他們勞碌同得美好的報償。 若是跌倒，
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倘若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
這人就有禍了 …. 若遇敵攻擊，孤身難擋，二人就能抵擋他；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易折斷。



屬靈爭戰得勝的根據

“一個人從惡者的權勢下釋放出來，要經過以十字架爲基礎的
明確抗爭。”富能仁/James O. Fraser 
➢基督已戰勝了死亡的權勢

約16:33 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使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
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和合本修）

➢撒旦的結局已在啓示錄被預告了。

啓12:7-11 天上發生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作戰 … 那個
在我們上帝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 弟兄
勝過那條龍是因羔羊的血，和因自己所見證的道。雖然至於死，他
們也不惜自己的性命。



約一 4:2-4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
于上帝的不是，因爲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 2凡靈認耶
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于上帝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上
帝的靈來。 3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于上帝，這是那敵基督者
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 4小子們哪，
你們是屬上帝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爲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
世界上的更大。



保守自己不犯罪，不要讓魔鬼有攻擊的破口

彼前 5:8

務要謹守、警醒。 因爲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
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約一3:21-22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上帝坦然無
懼了。 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爲我們遵守他
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



屬靈爭戰的原則

1. 奉「耶穌基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禱告

2. 因基督寶血的救贖與十架上復活的大能的保護

3. 靠著聖靈的大能，上帝的話語，主的應許禱告

4. 保守自己不犯罪，不要讓魔鬼有攻擊的破口！

5. 避免孤身一人；活在基督肢體的保護與代禱中。

彌迦書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第八課屬靈爭戰和結語

以弗所書



以弗所書結語
(6:21-24)

The Royal Walk



21今有所親愛、忠心事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並我的景況如何，
全告訴你們，叫你們知道。22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裡去，好叫你們知道我
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23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
督，歸與弟兄們。24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以弗所書結語 (6:21-24)

結語 (6:21-24)
A 介紹推基古（6:21-22）
B 祝福的話（6:23-24）

(1)愛裡的交通與關懷
(2)愛裡的祝福 – 為神兒女求好處



介紹推基古（6:21-22）

A 保羅「所親愛」的同工，（西4:7稱他「所親愛的弟
兄」），在保羅傳道後期，一直陪伴保羅：
- 推基古和其他教會的代表等幾個人，帶著各教會的
捐獻款項，曾陪同保羅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資助那裏的
信徒，先到特羅亞去等候保羅等人，然後一同經過該
撒利亞，最後到了耶路撒冷（徒20-21章）
- 保羅在羅馬坐監時他隨伴著保羅，他和阿尼西母一
樣，是熱心侍奉保羅的人之一，是與保羅共患難的同
工。
B 忠心事奉主的人：
他的忠心有保羅為他作見證（西4:8是保羅能信託的弟
兄之一）
C 安慰的使者：
保羅在羅馬被囚時，代表保羅送書信，去以弗所和歌
羅西，一並到小亞細亞的教會看望安慰鼓勵信徒，多
次往返與羅馬並小亞細亞地區（西4:7-9，提後4:9，
12，多3:13）

宣教同工：
-傳遞宣教士和工場的消息
-傳遞代禱事項
-傳遞財務和物品的需要
-探望，陪伴，關愛和鼓勵



書信特色
• 神学涵義方面较保罗其他书信为深奥，論教會神學方面是最為豐富的一卷，

涵蓋萬有，博大精深，有眾多重複關鍵詞
「在基督裡」 (13 次)：有忠心(弗1:1)、蒙各样属灵的福气(弗1:3)、被拣选(弗1:4)、与其他教会中
的肢体同归于一(弗 1:10)、有荣耀的盼望(弗1:12)、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弗2:6)、得到
不断的恩典恩慈(弗2:7)、行事为人成为神的杰作(弗2:10)、从远离变成亲近没有隔阂(弗2:13)、与其
他肢体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弗3:6)、神的奥秘藉著教会得知(弗3:11)、神得无上的荣耀直
到世代和永遠(弗3:21)、学了真理(弗4:21)、得到神完全的饶恕(弗4:32)、无分于一切淫乱、污秽、贪
心等的意念(弗5:5)
「教会」(11)：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弗1:23)、基督是教会的头(弗5:23)。
「合一」 (13 次)：一切所有的同归于一(弗1:10)、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弗2:5)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弗2:6)、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弗2:14)、废掉冤仇两下成为一个
新人(弗2:15)、藉著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弗2:16)、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弗2:18)、藉著福音得以同为
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弗3:6)、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4:3)、一个指望(弗4:4)、一
主、一信、一洗(弗4:5)、一神(弗4:6)、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弗4:13)

「新人」（2）： 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2:15), 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4:24)
「灵」 (15)：圣灵的印记、凭据(弗 1:13-14)、赐智慧启示的灵(弗 1:17)、被圣灵充满(弗 5:18)。
「属灵的」(3)：属灵的福气(弗1:3)、属灵的基业(弗1:1、14)、属灵的争战(弗6:12)。
「丰富、丰盛、充满」(10)：丰富的恩典(弗1:7)、丰富的怜悯(弗2:4)、丰盛的荣耀(弗1:18，3:16)、
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弗1:23)、爱的充满(弗3:19)、被基督充满(弗4:10)、被圣灵充满(弗5:18)。
「荣耀」(9)：荣耀的恩典(弗 1:6)、神的荣耀(弗1:12、14、17)、你们的荣耀(弗3:13)、荣耀的教会(
弗5:27) 
「奥秘」(9)：旨意的奥秘(弗1:9)、福音的奥秘(弗 3:3，6:19-20)、基督的奥秘(弗 3:4-6)、 在神里
的奥秘(弗3:9)、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弗5:32) 
「基业」(3)：得基业(弗1:11)、得基业的凭据(弗1:14)。
「萬有，所有，一切」（50）都與基督相關，創造萬有，超越萬有，萬有服在祂腳下，祂充滿萬有



書信主題
因以弗所涵蓋內容的廣泛，無法確定一個中心為全書的主題或取一句經文為
主題經文，這是以弗所書的特色。一些神學或教會教導所側重的主題：

-基督是一切中心：一切都是在基督裡，創造萬有，超越萬有，為萬有的元首，
萬有服在祂腳下，祂充滿萬有，明白基督是神永恆計劃的中心（現在的一切
都是按照神在過去的永恆中所計劃的，為要達到祂在未來永恆的目的），教
會和個人生命必須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神將來在教會中和基督裡得著榮耀
-教會：啟示了神在這世代中的心意，乃是建造『基督的身體』，就是『在榮
耀中的教會』，明白教會在神榮耀計劃中的地位，和教會在地上作基督的見
證的道路，教會也是神在基督裡神創造新人群體的名稱和實現合一方式。
-合一：一切所有同归于一，在基督裡合一，教會的合一，成為基督的身體。
-新人：瞭解神創造新人，蒙召的身分（神的子民，基業，居所，基督的身體，
新婦，新人）和在基督裡一切豐盛和恩典，幫助基督徒的生命能活出，行事
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信徒，基督徒，新造的人）
-屬靈的生活：神召我們的目的-我們原是神的工作，為了行神預備我們行的；
行事為人與蒙召恩相稱，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教會生活合一；基督徒家庭生
活倫理，社會工作凡事為主而做；靠主剛強穿，戴神所賜全副軍裝抵擋魔鬼
的詭計與空中掌權的惡魔爭戰
-聖靈，恩典，頌讚，榮耀，豐盛。。。



在基督裡（與基督聯合）
- 與神聯合
- 在基督裡的蒙恩
- 住在主裡

The Royal Walk



❖ 一個人重生得救之初，往往會經歷聖靈裡的喜樂，覺得人生充滿盼望，

世界何其美好。

❖ 會開始喜歡聚會，愛讀聖經，傳福音，也願意參與教會服事。

❖ 但是不久之後，這個喜樂就漸漸消失了，就感到困惑，懷疑自己當初

的經歷。

❖ 牧師也許會告訴你，現在你進到下一個階段了，神在教導你憑信心而

行，不是憑感覺了。因為感覺會變，是不可靠的，但神要我們不論感

覺如何，向神的信心都不改變，這才是靈性成熟的表現。

❖ 這樣說沒錯，但真正的癥結可能不是在此。

與神聯合



❖ 真正的問題，可能是不知道要持續住在主裡面，像枝子連在葡萄樹上，

以致靈性漸漸枯乾，失去喜樂。

❖ 由於沒有與主相連，個人的服事也是出於自己的熱心，沒有果效，因

此感到挫折，服事的熱忱就漸漸冷淡了。

❖ 有心的人就想，大概是我的裝備不夠，應該去接受傳福音或服事的訓

練，才會使我的服事有果效。

❖ 但主說，枝子若離開葡萄樹，就不能結果子。所以許多時候，問題不

是出在裝備不夠，而是出在沒有與主相連，沒有住在主裡面，以致結

不出果子。這果子包括喜樂的果子，和傳福音的果子。

❖ 教會也許會指派給一些服事，但卻越服事，越枯乾，因為自己的葡萄

園，就是主所內住的心房，沒有去照顧看守，主被自己冷落了。

❖ 所以當務之急，就是重新與主相連，使生命的活水重新流進自己裡面。

與神聯合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

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弗1:3)

在基督的蒙恩

天上屬靈福氣

蒙揀選 → 成為聖潔，無瑕疵

被預定 → 得兒子名分

蒙救贖 → 過犯被赦免

得啟示 → 知道神旨意的奧秘

得基業 (受聖靈作憑據)

在基
督裡



❖ 蒙揀選，蒙召、成聖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

無有瑕疵。(弗1:4)

❖ 被神饒恕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

們一樣。(弗4:32)

❖ 不定罪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羅8:1)

❖ 與神和好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

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弗2:15)

在基督裡的蒙恩（舉例）



❖ 被神製作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弗2:10)

❖ 被神堅固、膏抹

那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林後1:21)

❖ 獲得供應

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腓4:19)

❖ 被神保守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4:7)

在基督裡的蒙恩（舉例）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詩16:2)



你們要常在(stay, abide)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

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約

15:4)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stay, abide)主裡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

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約壹2:28)

住在主裡



在基督裡：客觀地位。

住在主裡：主觀經歷。

住在主裡

當我們如枝子連於葡萄樹時，是「在基督裡」的，因此從基督那

裡支取所有屬靈的好處，就經歷到污穢被除去，肉體被治死，

得釋放，被神製作、堅固、膏抹、供應、保守，得以向仇敵誇

勝，並得著(成為)基業。



要領受「基督裡」各樣祝福，就要「住在」主裡面，像枝子連於葡萄

樹，使生命的汁漿不斷流入枝子裡。

住在主裡面，就是與主有密切相交，並且信靠順服。

常常認罪悔改(消除溝通障礙)

常常讀神的話(明白主的心意)

常常敬拜、讚美、等候、禱告、思念神(神同在)

常常遵行神的話(主向這樣的人顯現)

全心全意愛神

住在主裡



靠主十架與主聯合

在基督里活（《加拉太書講解》菲力·莱肯）

基督徒与基督同钉十架的真理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最伟大的基督教教义
根基之上-与基督联合。苏格兰神学家约翰·慕理（John Murray，1898-1975）称
之为“整个救恩教义的核心”。《新约》中我们随处看到与主联合的教导，《圣
经》不断教导基督徒是在基督里的，用严格的神学术语说基督徒是连于基督的。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说：“藉着信心你是如此粘于基督以至基督和你成
了一个人，永不分离，一直粘于基督直到永恒。”
神把我们附着于基督生命的每一个片段以至于基督的人生就变成我们的人生。基
督的故事——被钉十架、复活升天——也变成我们的故事了。
人若要与基督联合，信心是唯一途径。保罗说：“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加
2:16）一旦我们把信心（信靠委身）放在耶稣身上，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我们
与基督的联合就成了属灵的事实。我们要想得到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唯一之
路就是在信心里与他联合。加尔文（John Calvin）说“我们必须要清楚只要基督
还在我们身外、我们没有与祂合一，祂为人受苦做成的救恩就对我们一文不值。”
连于基督是重中之重的教义，因为我们一旦凭着信心进入基督里，基督做的每件
事就变成我们做的，我们已在十架上与基督联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保罗仿佛在说：
“我再也没有自己的生命了。我唯一有的生命乃是神藉着耶稣基督放在我里面的
生命。

https://www.crca.com.cn/Article/lxjp/4836.html
https://www.crtsbooks.net/author/rykenphilipgraham.aspx


以弗所書 –
Back up

The Royal Walk



如何得到屬靈福氣 – 在基督裡

• 三位一體神的工作方面： 聖父的揀選和預定，聖子的救贖工成，聖靈
內住的保證，驗證，憑證和經歷屬天的身分，基業，福氣

• 個人信仰生活方面：福氣是在基督裡，領受福氣要進入基督裡，與基
督聯合

- 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祂裡面得永生〕 （約3:15）

- 受洗歸入，聯合於基督耶穌的死，埋葬，復活（羅6:3-5）
- 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
2:20）
-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
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
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約15:4-10）
-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
與基督一同藏在 神裡面 （西3:2-3）
-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
（哥前6:17-19）
-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西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