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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1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和这一课有关传扬神的国的教导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创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和二十八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创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和二十八）学到

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神的国］ 
(1) 约三：3，5 

 
第九个要背诵的经文系列（I）是关于“神的国”。五段背诵经文的标题是： 

(1) 进入神的国：约三：3，5 
(2) 欢迎孩童进入神的国：路十八：16-17 
(3) 宣扬神国的福音：太二十四：14 
(4) 在神国里服事从不回头：路九：62 
(5) 神国的胜利：但二：44 
 

默想、背诵和复习。 
(1) 进入神的国：约三：3，5。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4 
讲授 （85 分钟）                                              ［耶稣的比喻］ 

  把壮士捆住 
 

太十二：29 中的“把壮士捆住的比喻”是一个关于 
建立神的国的比喻。 

 

“比喻”是一个含有属天意义的世俗故事。它是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或例证，旨在教导人一个属灵的真

理。耶稣以常见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来阐明神国的奥秘，叫人面对他们的现实处境和更新的需要。 
我们会采用研读比喻的六个指引来研读这个比喻（参看手册 9，附录 1）。 
 

阅读太十二：22-37，可三：22-30 和路十一：14-23。太十二：28-29 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

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路十一：

20-22 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

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引言。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语来讲述，比喻中的属灵意义也是以此作为基础。因此，我们要先研习故事的用词

，以及其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资料。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 
 

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这个真理不言而喻，不用进一步解释了。世

界历史上内战不断，各国自相残杀。许多书籍也描述了家庭如何因内部自相纷争而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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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进入壮士家里。他先要把家主捆住，然后才抢夺他的家财。这事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也是不言而喻的真

理。这个比喻是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它包含各样元素，在世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引言。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释或应用”。比喻的背景或指出讲述比喻的场合

，或描述讲述比喻时的情形。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解释或应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后找到。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太十二：22-24。 
 

神迹。正如太十二：2，10，14 所说，这段经文显示耶稣仍然与那些反对祂的人在一起，尤其是那些称为法利

赛人和文士的犹太宗教领袖。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使他不再被

鬼附，也不再又瞎又哑。耶稣所行的神迹对观看的人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都惊奇，换句话说，这个异乎寻常

的神迹使人感到既惊讶又恐惧。 
 

弥赛亚。虽然许多人相信耶稣很可能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但他们不敢公开这样说，因为他们都害怕那激

烈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于是他们彼此问道，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当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大卫的子孙是

弥赛亚的同义词。这个期待建基于撒下七：12-14 和代上十七：11-14，先知拿单在当中预言大卫王的一个后裔

必坚立作神国的王，直到永远（参看太二十一：15-16）。然而，人们并不清楚他们应期待一个怎样的弥赛

亚。弥赛亚只是一个救他们脱离世俗问题，如身体疾病和残疾的拯救者吗？抑或弥赛亚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治

和军事压迫的拯救者，但并不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拯救者？许多人对于将要降临的弥赛亚并没有正确的概念，

在某程度上说，甚至耶稣的门徒也是如此。他们以为弥赛亚是在地上的以色列王，而不是天上的王（太二十：

21；路十九：41-42；约六：15，26，30，35；徒一：6）。 
 

指控。然而，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耶稣到底是不是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这个问题就如毒药一样。文士老远

从耶路撒冷来到，要在耶稣的说话和行为上得把柄陷害祂（可三：22）。因此，他们攻击耶稣。起初，他们直

接跟耶稣说话，指控祂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太十二：2，10）。现在，他们就在耶稣背后谗谤祂，说祂是靠

着撒但赶鬼。 
 

别西卜是以革伦的神（王下一：1-6），也是“麻蝇之主”，这使他成为对抗这种苍蝇的保护者。在新约中，

他称为别西卜，大概是“粪便之主” 意思，是一个对他嘲弄的名字。在新约中，这个名字肯定是指鬼王（撒

但），比较一下太十二：24-27 和太九：34 就可以证明了。对耶稣作出谗谤的指控是非常邪恶的行为。反对者

并不是认为撒但以邪灵的身分从外面向耶稣施加邪恶影响力，而是认为撒但是在耶稣的灵魂里面。他们说耶稣

是被邪灵附着的（可三：30，约八：48），甚至说耶稣本身就是撒但（太十：25）！反对耶稣的人毁谤耶稣，

因为他们嫉妒祂的品格和有果效的服事。他们无法忍受自己失去追随者和失去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十二：25 和 29。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太十二：29-37。 
耶稣对他们的错误指控作出回应。 
 

太十二：25-26。对耶稣的指控是荒谬的。耶稣说，认为撒但会敌对自己的国和毁灭自己的仆役，这种想法是

绝对荒谬的！撒但从不会与自己作对，不然，他就把自己所作的一切都破坏了。 
 

太十二：27。对耶稣的指控是前后矛盾的。耶稣说，法利赛人的跟随者（称为法利赛人的子弟）证明法利赛人

是错的。这些犹太人自称有能力奉神的名赶鬼。太七：22 证明这是有可能的，如果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个问

题就不需要讨论了。 
现在，如果他们说耶稣是靠着撒但的能力赶鬼，他们就定自己的罪了！但如果他们说只可靠神的大能赶鬼，他

们就定他们的师傅法利赛人的罪了。不管怎样，法利赛人的跟随者的结论都会令法利赛人尴尬不已！ 
 

太十二：28-30。对耶稣的指控把事实掩盖了。耶稣说，法利赛人的错误指控把事实掩盖了。真正的事实就

是，耶稣赶鬼不是靠撒但的能力，而是靠神的灵（圣灵）的能力（太十二：32）！自耶稣开始传道以来，祂医

治病人、治好长大痲疯的、叫死人复活、赦罪、驳倒反对者的谎言，并且传福音给万民。祂在这处境下赶鬼。

撒但的代表被赶出来，这个事实证明撒但的国度是不堪一击的！耶稣指出一个事实，撒但的国已经开始崩溃，

这表明神的国正在他们当中，让他们感到它的临在。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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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是指神藉着耶稣基督对万民和万物的王权或统治。这尤其是指祂的王权在属祂的子民心中被承认，

并且在他们的生命中活出来。神的国从他们得救、在地上建立合一的教会，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而彰显出

来。最终从他们完全得救，以及完美的新天新地得以建立而显明出来。耶稣说，神的国处于胜过撒但国度的过

程中。因此，神的国是当前的现实，而不只是将来的现实。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现实，直到最终的形态建立起

来，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的新天新地！ 
 

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整个过程中藉着自己的言行除去撒但在人身上的权势，撒但以为那些人是属他的，并且一直

在他们身上以罪恶控制他们（但十：13，20；路四：5-7；十三：16）。耶稣道成肉身，在旷野胜过魔鬼的试

探，以祂满有权柄的话语赶鬼，以及祂在地上所作的一切，都表明祂来到世上为要捆绑撒但（约壹三：8）！

最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约十二：31-32；西二：15）、从死里复活、升天，并且在天上登基作王（启

十二：5，9-12），藉此把撒但的权势完全捆绑（削弱、抑制、限制）。因此，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直至第

二次降临期间，耶稣基督和祂的跟随者抢夺撒但的“家具”，也就是那些仍未相信基督的人的灵魂和身体！把

撒但“捆绑”是透过医治的行动和传讲真理来完成的。 
 

在这场基督与撒但的争战中，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世上只有两大帝国：一个是神的国，耶稣基督以大君王的

身分统治这国；另一个是世界的国及其邪恶之民，撒但只是以王的身分统治这国（路四：5-8；西一：13；约

壹三：7-10）。地上每一个人要么属这个帝国，要么属另一个帝国。因此，如果一个人不与基督亲密连系，就

是与基督敌对的。如果一个人与耶稣相合，他必与耶稣同工，招聚人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如果一个人与基督为

敌，他会任由人留在失丧和散乱的光景，使他们轻易被撒但掳去。 
 

太十二：31-32。对耶稣的指控是不得赦免的。耶稣说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的。当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

的话”都可得赦免，祂使用“亵渎”一词，是表达其一般含意，意思是对神或人无礼的言语，诽谤和亵渎神的

圣名。举例说，大卫犯奸淫、不诚实和谋杀的罪得蒙赦免（诗三十二和五十一）。在路七，那个有罪的妇人许

多的罪都得蒙赦免。那个失丧的儿子过着任意放荡的生活的罪得蒙赦免（路十五：13）。彼得三次不认主和发

咒起誓的罪得蒙赦免（可十四：71）。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前残酷地迫害基督徒的罪得蒙赦免（徒二十六：9-
11）。这些人都是诚心悔改的。一个罪人得蒙赦免意味着他愿意走上那条能使他得赦免之路。只要一个人不硬

着心，而是留意圣灵的感动，无论他的罪有多邪恶，也总得赦免！ 
 

然而，凡说话干犯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当耶稣说“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祂使用“亵渎”一词，是指对神

蔑视不敬、诅咒神，故意贬低被视为神圣的东西，或故意把属神的尊荣归给世俗的人。法利赛人亵渎神，因为

他们故意把圣灵藉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归结于撒但！ 
  

法利赛人逐步坠入罪中：首先，他们质疑耶稣与罪人和税吏往来（太九：11）；然后，他们公开指控祂做了不

可作的事（太十二：2）。接着，他们密谋要杀害祂（太十二：14）。现在，他们在耶稣背后当众毁谤祂，说

圣灵的工作其实是撒但的工作（太十二：24）。这些法利赛人对自己的罪根本毫无悔意。他们没有悔改，反而

硬着心肠。他们没有认罪，反而密谋除灭耶稣。因此，他们因自己的罪恶和刚硬得完全不可赦免的心而走向灭

亡。他们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走上那条能使他们得赦免之路。偷盗的、犯奸淫的、杀人的且仍

有盼望，但一个不断使自己的心变得刚硬的人却毫无盼望！这人没有盼望，因为他早已下定决心不留意圣灵的

感动。他早已下定决心不听圣灵的劝戒和警告的声音。他让自己走上通往地狱的路。他犯了至于死的罪（约壹

五：16）。  
 

一方面，圣经警告我们不要离弃永生神。圣经警告我们，如果一个人持续地不信神和作恶，他就面临离弃永生

神的危险（来三：12-13；六：4-8）。圣经警告我们，如果一个人持续地故意犯罪，践踏耶稣基督，亵慢施恩

的圣灵，他就面临落在神可怕审判的危险（来十：26-31）。另一方面，不要曲解这些经文，说它们是指人不

可能为受洗之后所犯的罪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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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个人的过犯有多可耻，只要他真心悔改，都不用绝望（赛一：18；约壹一：9）。如果一个人渴望与神

建立和好的关系，就让他回转归向神吧。凡愿意走上赦免之路、留心圣灵的感动的人，神必不弃绝他们（约

六：37）。 
 

然而，基督徒当心不要变得冷漠。亵渎圣灵是逐步坠入罪中的结果。逐步坠入罪中的过程是从叫圣灵担忧开

始。一个人可能因他的罪而叫圣灵担忧（弗四：30）。持续拒绝为罪悔改使人抗拒圣灵（徒七：51）。持续抗

拒圣灵的工作就会销灭圣灵的感动（帖前五：19），甚至亵渎圣灵（太十二：31-32）。基督徒当留意来三：7-
8，避免犯不得赦免的罪，经文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

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太十二：33-37。对耶稣的指控暴露指控者的邪恶。耶稣表明法利赛人对祂的邪恶指控暴露了法利赛人的真性

情。耶稣说，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祂的意思是，只有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只有坏树无法结好果

子。因此，人的内心藏着什么，必定在外面表现出来！耶稣说，正如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看一个人的言行就

可以知道他的内心和真本性。果子和树是分不开的。若说耶稣的服事（如赶鬼）是好的，但祂本身是坏的，而

且是被鬼附的，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耶稣被圣灵充满，并且结出好果子。法利赛人的

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结出坏果子，如说亵渎的话。这就证明他们的心是邪恶的（太七：15-20）。 
  

一个人的心就像一个仓库。他从自己内心的仓库里拿出来的东西，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无论是贵重的、还

是低贱的，都取决于他的仓库里装着什么！耶稣要每个人对自己的为人、思想、言语和行为负责（参看加六：

5）！虽然人实在无法改变自己的心，但人确实可以藉着神的恩典奔向神那里去，唯有神能使人的内心和生命

更新。神总是既乐意又渴望将祂对人所要求的赐给人。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那就是他们的错了（太七：7；
十一：28-30）。人只能藉着神的恩典和因着信而得救。然而，当他得救后，他的信心就从他的言行显明出

来。得救的人的言行将会决定他们将来得荣耀的程度，而灭亡的人的言行将会决定他们将来受惩罚的程度。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引言。耶稣无意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一些属灵意义。相关的细节是指比喻故事中那些加强比喻的

中心思想、主题或教训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应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独立的属灵意义。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笔记。 
 

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这个细节是相关的，因为它指出神的国不会

自相纷争，藉此加强主要的教训。相反，神的国对抗撒但国度的目标和活动！撒但不会对抗自己的国，而是对

抗神的国；同样，基督也对抗撒但的国，而且胜过撒但的国。 
 

进壮士家里，捆住那壮士。这个细节是相关的，因为耶稣说明祂第一次降临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捆绑那壮士

（来二：14；约壹三：8）！耶稣基督捆绑撒但和他的魔鬼，意思是使他们无法再迷惑列国，使列国的人无法

听闻和相信福音（参看约十二：31-32；启十二 5，7 - 11；二十：1-3）。 
 

抢夺壮士的家。这个细节是相关的，因为约十二：30-33 和西一：13 指出，耶稣基督正在从世界各国抢夺许多

人，使他们脱离撒但的国，并把他们迁到自己的国里。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可以在解释或应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解释或应用

比喻的方式知道应当如何解释那个比喻。一个比喻通常只有一个主要的教训，表明一个要点。因此，我们不要

尝试从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寻找属灵真理，而是要寻找一个主要的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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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二：29 中，把壮士捆住的比喻是一个关于“建立神的国”的比喻。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耶稣胜过撒但，这表明神的国在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一同临到。神的国让人感

到它的临在，并且处于胜过撒但国度的过程中。” 
 

在太六：10，耶稣基督教导基督徒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必然降临，这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

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确信，神的国已经在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一同临到，如今耶稣基督坐在宇宙的宝座

上。他们确信神的国不断扩展，在地上让人感到它的临在，直至耶稣第二次降临，那时候，神国终极完美的阶

段必彰显出来。 
 

旧约中的一个基本教导指出，神的国在将来必降临（参看但二和七）。但二：44 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

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但七：13-14 说：“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

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新约中的一个基本教导指出，神的国已经降临，并且是当前的现实。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祂以这句话

开始祂的传道工作：“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一：15）。在祂第一次降临的时

候，一场重大的战役已胜过了撒但和撒但的黑暗国度（约十二：31-32；西二：15）。 
 

基督第一次降临正是神国建立的开始。从基督第一次降临直到第二次降临期间，一场属灵的争战正在进行。撒

但（启十二）和他的仆役：政治上的敌基督者、宗教上的假先知（启十三）、大淫妇（启十七），以及他们所

有的人类盟友（启十九：19）都与基督争战。然而，基督必胜过他们，因为祂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启十

七：14）。不但所有非基督徒有意或无意地卷入这场属灵战争中，而且所有真基督徒也在战争中。基督徒也藉

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赎罪祭和他们所传的福音胜过撒但和他的仆役（弗六：10-13；启十二：10-11）。

如今，耶稣基督是神国的大君王（太二十八：18；弗一：20-22；腓二：9 - 11；启一：5；十九：16）！真正属

于神国的公民就是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们救主，并降服于耶稣基督，以祂为主和君王的人（西一：13；林前

十二：3）。基督与基督徒一同（太十二：30）抢夺撒但的“家具”，也就是那些仍受撒但控制的人。基督徒

藉着他们的祷告（路二十二：31-32）、他们的爱（约壹三：16-19），以及传扬福音（太十二：29；徒二十

六：18；启十二：10-11），把他们从撒但那里抢夺过来。基督第一次降临是神国在地上的展开或建立，而基

督第二次降临将会是神国在地上的圆满的实现（太二十五：34；弗一：10；林前十五：28；启十一：15）。 
 

神照着祂旨意所预定的成就万事。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

一：10-11；参看林前十五：24-26）！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引言。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较。然而，在所有比喻中找到的真理，在圣经中其他经文也有教导相似或

相对的真理。可尝试找出最重要的参考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比喻。总要以圣经直接明确的教导来检视比喻的解

释。 
 

阅读。约壹三：8；路十：18-20；约十二：31-32；西一：13；二：15；启十二：5-12 和二十：1-3 
探索和讨论。关于捆绑撒但，新约圣经有何教导？ 
笔记。 
 

 (1) 旧约时代的黑暗权势。 
在整个旧约时期，得救的主要是犹太人，列国都在黑暗之中，受撒但的奴役（但十：13，20-21），从某意义

上说，神任凭列国遍行己路（徒十四：16；参看罗五：25；林后四：4）。从这意义上说，撒但“迷惑”列

国。 
 

然而，神早已在旧约时代应许基督“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创十二：3；诗二：8；七十

二：8-11，17）。先知预言弥赛亚（基督）是“作外邦人的光，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赛四十九：

6）。属灵的黑暗遮盖列国，因为撒但迷惑他们，但这黑暗不会长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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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约时代的黑暗权势。 
基督在祂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带着明确的旨意，就是“败坏撒但的作为”（来二：14；约壹三：8）。祂来“捆

绑”撒但（太十二：29 和启二十：1-3）。太十二：29 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

住（捆绑）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在原文圣经中，太十二：29 和启二十：2 所使用的是同一个字

“捆绑”。它的意思是“约束”和“限制”他的邪恶势力，使他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行事：使世上列国无法听闻

关于圣经中的神的好信息，并因此而得救，成为神国的子民（参看路八：12）。 
 

基督在旷野胜过撒但的试探，从而捆绑撒但（太四：1-11）。 
 

基督把邪灵从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来，从而捆绑撒但。祂赐权柄给祂的工人捆绑撒但，他们也把邪灵赶出来。

耶稣在路十：18 这样描述撒但被打败：“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胜

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

喜。”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是，当门徒赶鬼的时候，基督看见鬼魔的主人撒但从世上的权势坠落。撒但的坠落就

像“闪电”一样，是突如其来的，也是令人惊讶的，因为门徒没有想到会这样得胜，甚至撒但也没有预料到自

己被打败。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必一直持续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时，撒

但最终必在地狱里被打败。 
 

基督藉着祂的受死、复活、升天和登基作王把撒但捆绑了。在约十二：31-32，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

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所指的是祂被钉十字架、复

活、升天和登基作王。这些在救赎史上的事件都是“对邪恶世界的审判”。邪恶世界包括那些敌对、拒绝、出

卖耶稣，并把祂定罪的人。“世界”是由恶人、邪恶的政府和魔鬼的权势所组成的整个社群，他们敌对圣经中

的神、祂的受膏者和祂的子民（基督徒）。 
 

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和登基作王使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赶走撒但，以及吸引人归向基督。一方面，耶稣基督

已经把撒但赶走，除去他控制这世上恶人的权势。撒但从来没有做过这世界的王，他在路四：5-6 中所作的宣

称只是谎言（参看约八：44）。撒但充其量只是控制这世上恶人的王！这个王和他的邪恶国度是在耶稣基督统

管整个宇宙的王权之下（参看太二十八：18）！ 
 

另一方面，耶稣基督吸引众人归向祂。祂藉着赎罪祭吸引许多人归向祂。“吸引”的意思是牵引他们的内在生

命、吸引他们、赢得他们，或招聚他们（参看约六：44；十二：32）。这两件事情继续同时发生。耶稣基督从

列国吸引人归向自己，藉此把撒但赶出去，使他失去对列国的控制！基督藉着传扬福音从列国吸引人归向自

己。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俘掳那敌对祂的执政者和掌权者，并且胜过他们（西二：15）。祂从死里复活、升

天，并且在天上登基作王，打败撒但和他的邪恶使者，将他们从天上摔在地上（启十二：5-12）。 
 

因此，撒但被捆绑（启二十：2）、他被俘掳（西二：15）、他的坠落（路十：18），或他从天上被摔在地上
（启九：1），都与基督第一次降临相关。耶稣基督在祂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击败并胜过那壮士，夺去他的盔甲

兵器，又分了他的赃（路十一：22）！在祂第二次降临之前的整个新约时期，撒但在地上的权势（影响力）是

“被捆绑的”（被限制的、被削弱的、被抑制的），这样他就无法拦阻福音广传、列国中无数的人归信神、教

会被建立，以及神的国扩展到万国了！因此，启二十：2-3 说，撒但被捆绑，使他在那一千年的象征时期（也

就是从基督第一次降临直至第二次降临的整个新约时期）不得再迷惑列国。然而，他被捆绑的意思不是指他无

法再在这世上发挥任何邪恶的影响力，不是指这个邪恶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基督徒，也不是指这个邪恶

的世界会变成一个完美的社会。他被捆绑只是指他无法再迷惑列国。世上每个人仍然要为他们对福音所作的回

应负上责任！ 
 

虽然撒但在原则上已经是一个被击败的敌人，但显然神还没有将他从地上除去。只有到了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日子，耶稣基督才会把撒但和他所有的同盟者都扔进地狱里（启二十：7-15）。 
 
 

6. 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或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知道什么或相信什么，祂教导我们要成为怎样

的人，或要做什么？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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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开始，神的国已经建立了。 
旧约时代及其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新约时代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展开（太十一：13）。从那

时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太十一：12）。 
 

神的国藉着耶稣、使徒和基督徒的神迹（爱）和宣讲（真理）而让人感到它的临在。神国的进展在以下各方面

是显而易见的： 
• 基督王权的福音传遍万国（太二十四：14）。 
• 基督徒正在世界各国的社会里做“更大的事”（约十四：12）。 
• 世界各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吸引，脱离撒但和他的邪灵的控制，迁到基督的国里。 
• 这些基督徒的生命得改变，这表明耶稣基督确实是地上的大君王！ 

 

在新约中，耶稣基督所传讲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关乎神国的。 
神的国是： 
• 当前的现实 
• 不断增长的现实 
• 将来完美的现实！ 

耶稣讲述了五十多个关于神国的比喻（参看手册 9，附录 2）！ 
 

 (2) 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开始，撒但就被捆绑了。 
耶稣基督藉着祂的受死、复活、升天，以及在天上登基作王把撒但“捆绑”了，换句话说，祂削弱（抑制、限

制）了撒但的能力，使他无法再迷惑列国。撒但无法拦阻福音传到地上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地方！撒但无

法拦阻基督教会在世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当中被建立！然而，基督还没有将撒但从地上除去。撒但和他

的魔鬼仍然可以对地上的人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基督徒需要全然依靠耶稣基督，不断将基督已胜过撒但的真理

应用在地上生活的各方面。 
 

每个基督徒都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工作作为基础，以及藉着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去胜过撒但（启十

二：11），把从前受撒但控制的人从撒但手中夺过来。基督徒藉着他们的祷告、宣讲和教导神的道，以及在社

会上所作更大的事，把撒但捆绑起来，把从前受他控制的人夺过来。 
 

在这场基督与撒但的争战中，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凡不与耶稣基督“相合的”，就是与祂“敌对的”（太十

二：30）！所有的人不是收聚的，就是分散的。凡藉着基督徒工作去招聚人进入神国的基督徒，都是与基督相
合的。凡使别人留在失丧的光景、使他们轻易被撒但掳去的人，都是在与基督敌对的。 
 

5 
祷告（8 分钟）                                                      ［回应］ 

以祷告回应神的话语 
 

在小组中轮流作简短祷告，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建立教会，并且传扬神的国。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把壮士捆住的比喻”。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创三十二，三十七，三十九和四十五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2) 欢迎孩童进入神的国：路十八：16-17。 
    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罗一：1-17。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 
    记下笔记。 
6.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7. 更新你关于传扬神的国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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