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的真理 
(弗 6:13-14) 

 

圣经经文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 

        站立得住。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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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大纲 

 

一、甚麽是全面的真理? 

 

    真理是整本圣经中非常重要的题目,诚诚实实,说实话,真理 aleethia 在希腊文圣经中一共用

了 110次,保罗 13本书信中 48次,约翰一共讲了 45次. 

1. 父神是真理: 耶稣说:「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aleethinos).」(约 7:28,8:26) 

2. 耶稣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 14:6)  

3. 圣灵是真理:「从父那裡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约 15:26) 

4. 施洗约翰为真理作见证:「约翰为真理作过见证。」(约 5:23)  

5. 我们因真理成圣:「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 17:17,19)  

 

二、束腰有何真实意义? 

 

1. 服事神的祭司要束腰: 旧约祭司服事神的时候要「束上腰带.」(利 8:7-13)  

2. 耶稣服事束腰的榜样: 耶稣为门徒洗脚「拿一条手巾束腰.」(约 13:3-4) 

3. 仆人束上腰伺候主人: 耶稣教导仆人要「束上带子伺候我.」(路 17:8-10)  

4. 束腰是约束我们的心: 得到灵力「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彼前 1:13)  

5. 罗马军装腰带上挂剑:「神的道是活泼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来 4:12)  

6. 束腰顺从真理守诫命: 守神的诫命「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前 5:5-6)  

 

三、如何活出真理的道? 

 

1.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要装备.「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犹 20)  

2. 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要行道.「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雅 1:22-25)  

3. 靠全面的真理争战: 要争战. 保罗如此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

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

不能得冠冕.」(提后 2:3-5)   

 

 祷告: 父神!求祢让我们以受苦的心志当兵器,不沾染世俗,乐意按规矩行,凡事谦卑,等候主来. 

 

 



信息内容 

 

    上週讲到靠主刚强，在主属灵的争战中作刚强的人，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在基督里，靠着

圣灵的能力可站在得胜者行列中。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看属灵争战中我们应当如何装备自己，

求主帮助我们能更深入地来思想全面的真理。我们知道祷告是属灵的争战得胜的关键，表面

看来真理与教会属灵的争战没有直接的关系。不错，不祷告不能胜过仇敌的攻势，但是没有

真理的基础，祷告流于形式，不能持久，并且毫无能力，应付式的祷告达不到神面前，报告

式的祷告让神厌烦，控告式的祷告有损无益。首先请问大家，我们有祷告已蒙垂听，必然得

胜有圣经真理的根基的经历与确据吗?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啊! 我们在祢爱子的名底下来到祢的面前，我们赞美祢，我们感

谢祢的恩典，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如今藉着圣灵的工

作与代祷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求主让我们的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使我们更深

地认识在我们天然生命中，在我们的肉体裏没有良善，带领我们走一条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更蒙福，更蒙主喜悦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一、甚麽是全面的真理? 

 

    真理是整本圣经中非常重要的题目，诚诚实实，说实话，真理 aleethia 在希腊文圣经中一

共用了 110次，保罗 13本书信中提到 48次，每本书平均三次到四次，四福音中，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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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三次，彼得讲了三次，雅各书三次，希伯来书一次。约翰一书 9次，约翰二书 5次，

约翰三书 6次。讲到真理最多的是约翰福音，一共 25次。约翰一共讲了 45次，所以今天我

们要从约翰所领受圣灵感动的光中来看，真理究竟是甚麽呢? 

 

1. 父神是真理 aleethinos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那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

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约 7:28) 

 

  「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

给世人。」(约 8:26)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

的事。」(约 8:40) 

 

2. 耶稣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  

 

3. 圣灵是真理 

 



  「但我要从父那裡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

(约 15:26) 

 

4. 施洗约翰为真理作见证 

 

  「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作过见证。」(约 5:33)  

 

5. 我们因真理成圣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 17:17)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 17:19)  

 

6. 道成肉身的主有恩典与真理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约 1:14)  

 

7. 可领受恩典与真理 

 

  「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 1:17)  

 

8. 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 3:21)  

 

9. 敬拜的实际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 4:24)  

 

10. 使人的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 8:32) 

  

 11. 撒但不守真理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慾、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

理．因他心裏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

8:44)  

 

二、束腰有何真实意义? 

 

1. 服事神的祭司要束腰 

  



     旧约祭司服事神的时候要「束上腰带.」(利 8:7-13)  

 

2. 耶稣服事束腰的榜样 

 

     耶稣为门徒洗脚，拿一条手巾束腰。(约 13:3-4)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

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约 13:3-4) 

 

3. 仆人束上腰伺候主人  

 

    耶稣教导仆人要「束上带子伺候我.」(路 17:8-10)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喫饭呢．岂不对他

说、你给我豫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喫喝完了、你纔可以喫喝麽。仆人照所吩咐的

去作、主人还谢谢他麽。这样、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

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的。」(路 17:8-10)  

 

4. 束腰是约束我们的心  

 

    得到灵力，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彼前 1:13)  

 

(1) 束腰是约束我们的心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彼前 1:13)  

 

(2) 束腰是不效法这世界 

 

    「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慾的样子。」(彼前

1:14)  

 

5. 束腰我们作得到吗?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前 1:15)  

 

6. 束腰顺从真理彼此相爱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淨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彼前 1:22)  

 



7. 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彼前 1:23)  

 

8. 理由是惟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谢．惟有

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前 1:24-25)  

 

9. 束腰顺从真理守诫命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

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

们升高。」(彼前 5:5-6)  

 

10. 罗马军装腰带上挂剑 

 

    腰带是罗马军人所穿戴军装中最先要注意的，因为一方面是让所穿的衣服受约束，不防碍

争战。束紧身上的衣服。另一方面是让力气集中，腰代表能力。争战中不可缺乏力量。这腰

带又是将宝剑挂在上面的，如此代表神的话是在属灵争战中不可少的军装。我们要知道神的

道是胜败关键的重点。我们可立刻联想到争战的武器。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

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 4:12) 盼望我们每天都养成读经灵修的习

惯，让我们被神的话语光照，带领。免得我们在黑暗里行走，不要忽略真理的光，我们的生

命要常被洁淨。 

 

 

三、如何活出真理的道? 

 

1.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要装备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犹 20)  

 

2. 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要行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

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

福。」(雅 1:22-25)  

 

3. 靠全面的真理争战: 要争战  



 

    保罗如此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

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提后 2:3-5)  

 

   请为北美路加医疗传道会在南加州两场“杏林爱故乡情－爱的传承分享见证会”的活动代祷。 

11/8(主日) 下午 4点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昨天下午 7点洛杉矶台福教会举行。 北美路加

医疗传道会总干事郑博仁医师和我们教会有五车弟兄姊妹去参加事奉，当地也有六个合唱团

一同服事，刘晓亭牧师应邀特别从圣地牙哥上到洛杉矶主持节目。北美路加医疗传道会邀请

退休宣教士分享 :  

 

Dr. Mary Jeanne Buttrey 聂梅珍医师服务臺北马偕医院，两週前来教会英语堂带领宣教年会 

 

Dr. Frank Dennis谭维义医师 （台东基督教医院）30年在台湾         

 

Ms. Bonnie Dirks德乐诗护理师 （台东基督教医院） 

            

Dr. Robert Long龙乐德医师    （台东基督教医院）      

 

    六个音乐演出团体参与北美路加医疗传道会的生命见证会 : 洛声合唱团，以立合唱团，吾

风合声， 赖美芬(独唱)，尔湾臺湾长老教会诗班， 狂想三重奏。  

 

祷告 

 

 父神! 求祢让我们以受苦的心志当兵器，不沾染世俗，乐意按规矩行，凡事谦卑，等候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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