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的真理 
(弗 6:13-14) 

 
聖經經文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

立得住。  

6:14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信息大綱 
 

一、甚麼是全面的真理? 

 

    真理是整本聖經中非常重要的題目,誠誠實實,說實話,真理 aleethia 在希臘文聖經中一共用

了 110次,保羅 13本書信中 48次,約翰一共講了 45次. 

1. 父神是真理: 耶穌說:「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aleethinos).」(約 7:28,8:26) 

2. 耶穌是真理:「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  

3. 聖靈是真理:「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約 15:26) 

4. 施洗約翰為真理作見證:「約翰為真理作過見證。」(約 5:23)  

5. 我們因真理成聖:「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約 17:17,19)  

 

二、束腰有何真實意義? 

 

1. 服事神的祭司要束腰: 舊約祭司服事神的時候要「束上腰帶.」(利 8:7-13)  

2. 耶穌服事束腰的榜樣: 耶穌為門徒洗腳「拿一條手巾束腰.」(約 13:3-4) 

3. 僕人束上腰伺候主人: 耶穌教導僕人要「束上帶子伺候我.」(路 17:8-10)  

4. 束腰是約束我們的心: 得到靈力「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彼前 1:13)  

5. 羅馬軍裝腰帶上掛劍:「神的道是活潑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來 4:12)  

6. 束腰順從真理守誡命: 守神的誡命「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前 5:5-6)  

 

三、如何活出真理的道? 

 

1.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要裝備.「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猶 20)  

2. 行道不要單單聽道: 要行道.「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雅 1:22-25)  

3. 靠全面的真理爭戰: 要爭戰. 保羅如此勸勉提摩太,說:「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

精兵.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人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

不能得冠冕.」(提後 2:3-5)   

 

 禱告: 父神!求祢讓我們以受苦的心志當兵器,不沾染世俗,樂意按規矩行,凡事謙卑,等候主來. 

 



信息內容 
 

    上週講到靠主剛強，在主屬靈的爭戰中作剛強的人，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在基督裏，靠著

聖靈的能力可站在得勝者行列中。今天我們繼續一起來看屬靈爭戰中我們應當如何裝備自己，

求主幫助我們能更深入地來思想全面的真理。我們知道禱告是屬靈的爭戰得勝的關鍵，表面

看來真理與教會屬靈的爭戰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錯，不禱告不能勝過仇敵的攻勢，但是沒有

真理的基礎，禱告流於形式，不能持久，並且毫無能力，應付式的禱告達不到神面前，報告

式的禱告讓神厭煩，控告式的禱告有損無益。首先請問大家，我們有禱告已蒙垂聽，必然得

勝有聖經真理的根基的經歷與確據嗎? 

 

    讓我們一同低頭禱告。父啊! 我們在祢愛子的名底下來到祢的面前，我們讚美祢，我們感

謝祢的恩典，將獨生愛子耶穌基督賜給我們，拯救我們脫離罪惡與死亡。如今藉著聖靈的工

作與代禱使我們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求主讓我們的信心與所聽見的道相調和，使我們更深

地認識在我們天然生命中，在我們的肉體裏沒有良善，帶領我們走一條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更蒙福，更蒙主喜悅的道路。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一、甚麼是全面的真理? 

 

    真理是整本聖經中非常重要的題目，誠誠實實，說實話，真理 aleethia 在希臘文聖經中一

共用了 110次，保羅 13本書信中提到 48次，每本書平均三次到四次，四福音中，馬太福音

一次，(太 22:16) ，馬可福音三次，(可 5:33;12:14,32) 路加福音三次，(路 4:25; 20:21; 22:59)

使徒行傳三次，彼得講了三次，雅各書三次，希伯來書一次。約翰一書 9次，約翰二書 5次，

約翰三書 6次。講到真理最多的是約翰福音，一共 25次。約翰一共講了 45次，所以今天我

們要從約翰所領受聖靈感動的光中來看，真理究竟是甚麼呢? 

 

1. 父神是真理 aleethinos 

 

  「那時耶穌在殿裏教訓人、大聲說、你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從那裏來．我來並不是由於

自己、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你們不認識他。」(約 7:28) 

 

  「我有許多事講論你們、判斷你們、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我在他那裏所聽見的、我就傳

給世人。」(約 8:26) 

 

  「我將在神那裏所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這不是亞伯拉罕所行

的事。」(約 8:40) 

 

2. 耶穌是真理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 14:6)  

 

3.  聖靈是真理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約 15:26) 

 

4.  施洗約翰為真理作見證 

 

  「你們曾差人到約翰那裏、他為真理作過見證。」(約 5:33)  

 

5.  我們因真理成聖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約 17:17)  

 

  「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約 17:19)  

 

6.  道成肉身的主有恩典與真理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

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  

 

7.  可領受恩典與真理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約 1:17)  

 

8.  行真理的必來就光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約 3:21)  

 

9.  敬拜的實際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 4:24)  

 

10.  使人的自由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 8:32) 

  

 11.  撒但不守真理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

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



8:44)  

 

二、束腰有何真實意義? 

 

1. 服事神的祭司要束腰 

  

     舊約祭司服事神的時候要「束上腰帶.」(利 8:7-13)  

 

2. 耶穌服事束腰的榜樣 

 

     耶穌為門徒洗腳，拿一條手巾束腰。(約 13:3-4)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 神出來的、又要歸到 神那裡去、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約 13:3-4) 

 

3. 僕人束上腰伺候主人  

 

    耶穌教導僕人要「束上帶子伺候我.」(路 17:8-10)  

 

  「你們誰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從田裡回來、就對他說、你快來坐下喫飯呢．豈不對他

說、你給我豫備晚飯、束上帶子伺候我、等我喫喝完了、你纔可以喫喝麼。僕人照所吩咐的

去作、主人還謝謝他麼。這樣、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

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路 17:8-10)  

 

4. 束腰是約束我們的心  

 

    得到靈力，約束我們的心，謹慎自守。(彼前 1:13)  

 

(1) 束腰是約束我們的心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彼前 1:13)  

 

(2) 束腰是不效法這世界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彼前

1:14)  

 

5. 束腰我們作得到嗎?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彼前 1:15)  



 

6. 束腰順從真理彼此相愛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裏彼此切實相

愛．」(彼前 1:22)  

 

7. 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

道。」(彼前 1:23)  

 

8. 理由是惟有主的道是永遠長存的 

 

    「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

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彼前 1:24-25)  

 

9. 束腰順從真理守誡命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

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

們升高。」(彼前 5:5-6)  

 

10. 羅馬軍裝腰帶上掛劍 

 

    腰帶是羅馬軍人所穿戴軍裝中最先要注意的，因為一方面是讓所穿的衣服受約束，不防礙

爭戰。束緊身上的衣服。另一方面是讓力氣集中，腰代表能力。爭戰中不可缺乏力量。這腰

帶又是將寶劍掛在上面的，如此代表神的話是在屬靈爭戰中不可少的軍裝。我們要知道神的

道是勝敗關鍵的重點。我們可立刻聯想到爭戰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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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4:12) 盼望我們每天都養成讀經靈修的習

慣，讓我們被神的話語光照，帶領。免得我們在黑暗裏行走，不要忽略真理的光，我們的生

命要常被潔淨。 

 

 

三、如何活出真理的道? 

 

1.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要裝備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猶 20)  

 



2. 行道不要單單聽道: 要行道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

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

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

福。」(雅 1:22-25)  

 

3. 靠全面的真理爭戰: 要爭戰  

 

保羅如此勸勉提摩太,說:「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

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人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提後 2:3-5)  

 

請為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在南加州兩場“杏林愛故鄉情－愛的傳承分享見證會”的活動代禱。 

11/8(主日) 下午 4點爾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昨天下午 7點洛杉磯台福教會舉行。 北美路加

醫療傳道會總幹事鄭博仁醫師和我們教會有五車弟兄姊妹去參加事奉，當地也有六個合唱團

一同服事，劉曉亭牧師應邀特別從聖地牙哥上到洛杉磯主持節目。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邀請

退休宣教士分享 :  

 

Dr. Mary Jeanne Buttrey 聶梅珍醫師服務臺北馬偕醫院，兩週前來教會英語堂帶領宣教年會 

 

Dr. Frank Dennis譚維義醫師 （台東基督教醫院）30年在台灣         

 

Ms. Bonnie Dirks德樂詩護理師 （台東基督教醫院） 

            

Dr. Robert Long龍樂德醫師    （台東基督教醫院）      

 

    六個音樂演出團體參與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的生命見證會 : 洛聲合唱團，以立合唱團，吾

風合聲， 賴美芬(獨唱)，爾灣臺灣長老教會詩班， 狂想三重奏。  

 

禱告 

 

 父神! 求祢讓我們以受苦的心志當兵器，不沾染世俗，樂意按規矩行，凡事謙卑，等候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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