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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耶穌的名，出去！ 
 

脫離魔鬼捆綁的指引 

 
比爾曾經是加利福尼亞州一個迷幻搖滾樂對的鼓手。自童年時代，他就不斷聽到一

些“聲音”，指示他介入各種各樣的日常活動。他後來接受了耶穌做他的救主，放棄了舊

的生活方式，並離開了一些世界上的朋友，這些人中很多參與嗑藥和秘術。然而即使這時

他已經成了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他仍然不斷聽到這些“聲音”。  
這聲音操控他去哪裡，恐嚇他如果不聽他的指示，就會失去他的聰明和音樂上的才

華。比爾和他母親甚至還經常見到屋裡的物件四處漂浮移動。  
現在，這魔鬼的聲音恐嚇比爾說，他會被殺死。他似乎無路可逃。這折磨和痛苦無

法用言語盡述。他還有什麼希望嗎？比爾可以從這日夜經歷的痛苦中被釋放得自由嗎？  
莎倫成長於一個非基督化的家庭。在她嬰兒時期，一位曾介入秘術的阿姨將一枚大

頭針別入她的嬰兒床。這是一種將她委身於撒旦的儀式。而另外一次導致她外傷的早年發

生的事故，也讓她充滿了恐懼和無安全感。  
她結婚以後，成為了一名基督徒。後來，接受了聖靈的浸，然而她的生命仍然被疾

病、絕望和財務的拮据纏繞。  
她可以逃脫她阿姨在她生命中所設下的咒詛嗎？恐懼和無安全感一定要成為她日常

生活中的一部分嗎？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帶她脫離這疾病、絕望和貧窮的連續的循環嗎？  
卡爾生於一個很受尊重且很有基督影響的家庭。在他十幾歲時，開始反叛。他背離

上帝，將自己陷於情慾、不正當性關係和墮落當中。 
他有意邀請邪靈進入他的身體，而邪靈給他能力來擄獲並控制別人，以介入他的這

些活動中。  
17 歲的時候，邪靈已經能非常掌控卡爾，他無法用自然聲音說話，相反，是低

沉，粗啞的，如同一個老人的聲音。他感覺很無助，已然被邪靈全然掌管，於是拼命地想

擺脫牠們的轄制。  
這是否太晚了？他自願邀請邪靈進入他身體的行動，是否已經自絕於神的能力之

外？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卡爾得到釋放？ 
瑪麗 5 歲的時候被父母拋棄。她的阿姨和叔叔也嫌棄她，他們不願意擔起撫養她的

責任。表面上，她是一位可愛、快樂的女孩，實際上她的內心充滿了不原諒、憤怒，也因

一種強烈的被拒絕感而受盡苦楚。她二三十歲了還沒結婚，醫生告訴她患有乳癌，必須切

除雙乳。  
似乎她的世界已經到了盡頭。她對婚姻和擁有一個正常生活的期望破滅了。她被更

多的拒絕、疼痛甚至死亡的恐懼牢牢捆綁住了。  
比爾、莎倫、卡爾和瑪麗今日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已經從邪靈對他們生命的

攻擊中得到了釋放。  
比爾不再被邪靈的聲音折磨，他已經把自己的音樂才華奉獻給了上帝。  
莎倫已經脫離了恐懼、無安全感和撒旦對她生命許多的攻擊。  
卡爾也從悖逆的靈、情慾和墮落的靈中脫身。他已經重建了和上帝以及家人的美好

團契關係。  



 

瑪麗原諒了拒絕她的父母和阿姨及叔叔。她從被拒絕和憤怒的靈中得到解脫，她的

癌症也得到了全然的醫治。手術被取消了！  
當人們聽到這些見證，以及其它從魔鬼的捆綁中得釋放的事例，似乎總有無盡的人

流來拼命求我們為他們和家人以及朋友禱告。  
不久我們就沒有辦法完成這一切工作。我們無法給到自己的孩子們足夠的時間。我

們日夜都在做釋放的工作，許多人以為我們在運作一個“特別的釋放事工”。 
            我們已經發現了上帝給每個信徒話語中奇妙的真理。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

世界上的更大。 (約翰一書 4:4b).  
然而，我們所服事的一些人似乎相信在我們裡面的神比在他們裡面的神更大。  
我們的時間和精力不斷因著渴慕服侍他人而透支。見到一個人被釋放得自由總是非

常喜樂，但是神也給我們其它工作和責任。這些事情必須被放在生命裡的第一位。出於必

要，我們開始尋求神的答案。需求如此之大，如此之多人需要幫助，然而我們的時間卻有

限。  
在接下來的部分，你會發現神啟示給我們的答案。你會發現你如何得到自由。你會

發現釋放不是個別人的一個特別的事工，相反它該是跟著每一個信徒的標記。  
耶穌說：“信的人（所有的信徒）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 (馬

可福音 16:17a) 是每一個信徒，“。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雅各

書 4 :7b) 。 
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真理。只有在神的話語中找到的真理才能釋放你得自由！  
 

你的爭戰 
 

            保羅描述了這場爭戰“因我們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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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6: 12).  
            彼得警告說，“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

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彼得前書 5:8).   
我們不能再抱手胸前徒然坐在那裡了，臉上一副虔誠的樣子，自己說服自己，以為

只要我們忽略魔鬼，祂就會離開的。 
即使是使徒保羅也寫道他和魔鬼邪靈的爭戰，他聲明：“所以我們有意到你們那

裡。我保羅有一兩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擋了我們。”（帖撒羅尼迦前書 2:18）他也說被

撒旦的差役攻擊 (哥林多后書 12:7).  
保羅也提醒提摩太有些基督徒會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 。

(提摩太前書 4:1).  
聖經中譯作“被鬼附”的詞“Daimonizomai,” 實際上意味著“被魔鬼化“或“被邪

靈阻擾”。許多基督徒不必要地被邪靈阻擾時，並沒意識到耶穌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奇

妙的確據，祂宣告祂已經給了我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

有甚麼能害你們(路加福音 10:19)。 



 

你的救贖和神的赦免  

打贏一場仗的第一步，是要確定你該站在正確的一邊。透過真誠地做如下的禱告，

你可以確信自己是屬於神家裡的，並有永遠的生命。  

天父，  
我承認我是一個罪人，我知道耶穌為我的罪付上了死亡的代價，祂又從死裡復活。
現在我領受你救恩和赦罪的禮物，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個人的救主。 

阿們！  
 

當你做如上禱告時，由心而發，你就重生進入了神的家。你所犯的每一個罪都得到

了全然的赦免。神說，“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 (耶利米書

31:34b). 祂的話語也告訴我們“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約翰壹書 1:7).  
一顆心如可以持續與神在團契相交中，透過向神認每一個罪而向撒旦關閉每一扇

門。“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

的不義；” (約翰壹書 1:9).  
“認罪”的意思就是你向神確認，同意神所說你的本性是要犯罪的。  
 迅速地向神承認每個過犯，現在就用些時間，和我一同做如下禱告：  

主啊，  
我承認___________的罪，並奉耶穌的名，憑信心領受你的赦免和潔淨。  

你要原諒別人 

使徒保羅曾提醒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有關原諒他人的必要性，“免得撒但趁著機會

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 (哥林多後書 2:11).  
如果我們心裡緊緊抓著對他人的不寬恕，聖經說撒旦可以從中得利。這會成為一道

打開的門，讓惡者能成功攻擊到基督徒。我們被教導“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以弗所書 
4:27).  

幾乎每一個基督徒都曾被別人傷害過。拒絕或感覺被拒絕，如果沒有被好好處理，

往往從早年起就已成為一個破口，而被撒旦攻擊。  
一個慘痛的經歷，一次事故，離婚，或是家人死亡，往往給一個人留下破口，容讓

撒旦大量丟入苦毒、怨憤、關節炎甚至癌症的猛烈的火箭。  
瑪麗，曾被早年父母和阿姨、叔叔無情拒絕，她心裡多年抓住這傷害和難以寬恕不

放。這為她帶來破口，讓撒旦得以透過乳癌攻擊她的身體。 
在她手術前一天步入我辦公室之前，我不認識她。我也不知道她不願寬恕，直到神

透過知識的言語啟示我。  
當我和她談到神啟示給我有關那不寬恕時，她開始哭泣。流著淚，她和我一同做了

禱告，她原諒了父母、她的阿姨和叔叔。就在那一刻，神醫治了她心中承受的幾乎一生之

久的傷害。那扇撒旦攻擊她健康的門被關閉了。  



 

我們沒有向神禱告來醫治她的癌症。上帝就在她寬恕那些傷害她的人時醫治好了

她。在醫院的測試確定了她已經完全好了，第二天的手術被取消了。  
原諒不是基督徒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神的命令。耶穌告訴我們“你們不饒恕人的

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馬太福音 6:15).  
多麼讓人可畏的真理。如果我們不原諒別人，我們也不得原諒。好消息是我們作為

基督徒已經得到寬恕，因為耶穌基督寬恕我們了。我們擁有神的寬恕。  
你或許會說，“我不想原諒他們。他們不配被原諒。”我們不是基於我們的感覺、

情緒或者理性來原諒的。  
原諒是意志的決定，基於我們立定心志要順服神。  
你可以馬上藉著如下給予寬恕的禱告，來關閉這扇撒旦可用來攻擊你的門： 

天父，  
順服神的話語，我已經決定要寬恕。我知道耶穌已經原諒了我，因此，我現在原諒
他或她所作的傷害我和他人的事情，奉耶穌的名，我不再心裡抓著這不寬恕不放。  

阿們  

當耶穌寬恕我們時，他說““我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和他們的過犯。”(希伯來書 
10:17)。 祂絕不再拿我們的罪針對我們。同理，我們也決不能再讓自己念及那些傷害，或

者耿耿於懷於那些我們已經原諒的人。  

從秘術中被潔淨 

許多開放給撒旦的門，是透過秘術。而其中最大的危險之一，是我們認為這些事是

無害的。  
我們辯解說“只是個遊戲，我們只是玩玩，我根本不信的！”  
我們或許以為自己只是在遊戲而已，但在靈界裡，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卻都遠遠

不止是一個無害的消遣活動。它很可能已經開放給邪靈來攻擊你了。 
我們已經列舉了很多秘術的領域。當你讀這個列表時，會發現人們多麼輕易在不察

覺的時候就介入了撒旦的領域。當你仔細讀以下的列表時，聆聽聖靈在你裡面的聲音，祂

會讓你記起必須宣告棄絕的一些發生過的事件。  
一些實行秘術的例子: 算命，水晶球，茶葉，塔羅牌，鐘擺、看手相，顯靈板，占

星術，星象、催眠術、瑜伽、空手道、降神會、魔法、咒語、靈魂嚮導、巫術、咨詢靈

媒、測壽數和來生解讀等。  
這個列表很長。也可以包括：讀或觀看巫師的書籍、電影或電視節目，心靈治療術

士、心裡巫師、魔術師、用水施巫術的、漂浮物、自動書寫、護身符、戀物例如兔子腳，

魔法（包括白和黑），邪術、魔法拼寫、千里眼、心靈感應，讀心術，大麻或其它的藥物

濫用，頭腦科學、宗教、超覺冥想、星體投射、密室或秘密組織裡的活動，還有搖滾樂都

有隱藏或者明顯的秘術在其中。  
關閉任何在過去曾向撒旦開放的門，是十分必要的。撒旦從不“公平行事”。牠完

全不理你介入這些領域的動機是什麼。這些秘術屬於牠，你開放給牠來攻擊你，直到你棄

絕這每一件事情。透過如下滿有信心的禱告，向每一個秘術邪靈關閉這扇門：  



 

我棄絕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 和 曾介入的 ___________，奉
耶穌的名。  

按需要花些時間來聆聽神在你裡面的聲音，將這個列表瀏覽幾遍，為每一個你想起

來的與上述有關聯的事件做禱告。 
現在你已經關閉了過去生命中曾開放的門，你應當潔淨你的環境。如果你還有一些

書籍、記錄、音像製品、珠寶或者其它與上述活動有關的物件，它們必須被燒壞或毀掉。  
代表錯誤宗教敬拜的圖畫或者物件，佛陀、提基像、伏都教偶像必須被毀掉，還有

青蛙、蛇、貓頭鷹等物件等，，由於它們多是夜間活動的動物，常常與秘術有關。搖滾樂

的錄音錄影、或任何其它的音樂，鼓勵一些不屬神的關係、嗑藥、不正當性行為、墮落或

者撒旦崇拜等，必須被毀掉，並斷然宣告棄絕。  
      平素行邪術的，也有許多人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他們算計書價，便知 

道共合五萬塊錢。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使徒行傳19:19,20).  

你的委身 

另外一道撒旦試圖利用的門是任性和悖逆。它必須透過將你的靈、魂和體百分之一

百地委身於耶穌基督，我們生命的主。或許你認為“想做自己的事情”並不嚴重，甚至對

上帝而言並不算得什麼。但聖經宣告說，神對此卻觀點鮮明。“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

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撒母耳記上 15:23a).  
 “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

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 神。 (哥林多前

書 6:13b,19,20).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

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

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 12:1,2).  
要在和撒旦的爭戰中得勝，我們必須棄絕沉溺於這世俗所陶醉的事情，而完全委身

順服神的話語。我們必須持續用神的道更新我們的意念，向神的旨意完全將生命擺上。我

們必須看自己為神軍隊中的一分子，和能作戰的士兵，我們必須委身於得勝。  
 

親愛的主，   
我將身體獻給你，我委身於你，我生命的主宰。我決定在生命中的每個部分都順服
你和你的話語。作為一個新造的人，我現在獻上我的身體，我的情感，我的智力，
我的時間，以及我所有的都給你，我的主！我餘生的一切所行的，都願意委身順從
於你的旨意。 

奉耶穌的名，阿們！ 



 

你的需要——分辨諸靈 

我們中的一些人，第一次發現魔鬼來是要毀壞我們後，便以為一切問題都歸咎於魔

鬼邪靈。實際上常常是我們肉體的意願導致麻煩發生。彼得告誡我們務要謹守、警醒，因

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書 5:8). 
 尤其在這屬靈爭戰的領域，我們必須定睛在耶穌身上，別被惡者吸引，總是注意

邪靈的工作，相反，應當被耶穌充滿。  
我們最終的目的，不僅是得以從魔鬼的勢力之下釋放出來，更是要塑造成神兒子的

樣式。我們必須避免失衡，絕不從耶穌的身上移開我們的視線，魔鬼已是被打敗的敵人，

對此身份我們不該給予任何過多的注意力。  
然而，如果你或者任何別人正被邪靈攪擾，神會透過分辨諸靈的恩賜啟示給你問題

的根源，當神啟示給你邪靈的存在時，你就可以照著經文的教導來對付牠們。  
當你按照耶穌的名字所賜的權柄和聖靈的能力趕出污鬼時，就將你的思想意念持守

在耶穌和祂話語的美善上。你已經被聖靈充滿，任何時候若有靈界捆綁的領域神要你來對

付的，神都會啟示給你的靈。這就是聖靈所賜的九種恩賜中分辨諸靈的恩賜的運作。 
一些神會啟示給你的方面列舉如下：  

情緒問題  
持續的憤怒，怨憤，憎恨，嫉妒，拒絕，憂鬱，恐懼，憂慮，自卑和不安全感。  

精神問題  
困擾，失憶，精神折磨和懷疑。  

失控的口舌  
撒謊，謠言，批評，嘮叨，咒詛和褻瀆。  

上癮  
尼古丁，酒精，藥物濫用，飲食中非自然生的菸鹼。  

體弱  
常常“無法治愈的病症”是由虛弱疾病的靈引致，如耳聾、關節炎或癌症。  

宗教的靈  
錯謬的宗教，秘術，招魂術，錯誤教義引誘的靈。  

撒旦和邪靈致力於奴役、玷辱和折磨。他們的目的是殺害、偷竊和毀壞。感謝主，

藉著聖靈啟示的恩賜，我們不會對牠各樣的計謀渾然不知，牠無法勝過我們。  



 

你的保護——耶穌的寶血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啟示錄 12: 11a).  
是耶穌的寶血救贖人類的罪，將我們從撒旦的轄制下釋放。  
當我們憑著信心接受時，耶穌的寶血為信徒、他們的家庭和所擁有的一切提供了保

護的遮蓋。我們不用“乞求”這寶血，好像我們在哀求神的保護，只要簡單的接受，承認

這已經因著我們的信心歸給了我們。  
耶穌告訴那七十個祂差派出去服事的門徒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魔鬼）和

蠍子（邪靈），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路加福音 10:19).  
和我一同來做如下的禱告：  

神啊，  
我感謝你我在對付邪靈惡魔的力量時，既沒有任何不利之處，也沒有恐懼，因為你
已經給我勝過所有仇敵的能力，斷沒有什麼能害我的。憑着信心，我承認你寶血對
我和我家庭，我的家族以及所有一切的遮蓋和保護，為著你的保護我感謝你，主！
奉耶穌的名。  

阿們  

你的權柄——耶穌的名 

耶穌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馬可福音 16: 17a).  
 
約珥說，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耶穌）名的就必得救； (約珥書 2:32a).  
所羅門說，耶和華的名是堅固台，義人奔入，便得安穩。(箴言 18:10).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對耶穌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

們。” 耶穌回答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路加福音 10:17b,19).  
保羅對轄制在那侍女身上的占卜的靈說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她身上出

來！”那鬼當時就出來了。(使徒行傳 16:18b).  

你的能力——聖靈 

路加告訴我們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 (路加

福音 9:1a). 在接下來的一章，他寫到這能力勝過一切的仇敵。在使徒行傳，祂告訴我們這

能力的源頭，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使徒行傳 1:8a).  
馬太說我們可以靠著 神的靈趕鬼(馬太福音 12:28a).  
撒旦被你生命中的聖靈的能力俘虜。  
保羅寫到我們在主裡和祂的權能中得以更加剛強。他進一步教導我們將要使用來抵

擋邪靈一切詭計的軍裝和武器。他說，我們要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以弗所書 
6:18a).  



 

寫信給哥林多信徒時，他聲明，“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 (哥林多前書 
14:14a).當我們用天使的言語在靈裡禱告，神的能力就釋放進入我們的生命，以能抵擋撒

旦的攻擊，勝過仇敵的能力。  
當我們靈裡禱告，聖靈的恩賜就自如地在我們生命中運行。分辨諸靈的恩賜會警示

我們邪靈的工作。知識的言語會幫我們識別這些邪靈，智慧的言語就會引導我們進入得勝

的屬靈爭戰和釋放中。  
當主帶領我們進入一個屬靈的禁食禱告中，我們的靈會更加敏銳於靈界的事情。這

優先於我們魂裡和身體上的需要與喜愛。我們的屬靈知覺就更加清楚，此時各屬靈恩賜的

運作就更加自如並清晰。為此原因，有一次耶穌告訴他的門徒，“非用禱告（註：有古卷

在此有“禁食”二字），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馬可福音 9:29b).  
不要降低禱告和禁食的重要性，我們應當記得，這件事後，耶穌打敗並毀壞了惡者

的國度和能力。  
藉著死，耶穌打敗了撒旦，成全了預言，女人的後裔（耶穌）將“傷牠的頭”。那

時，撒旦被放在耶穌腳下，而由於我們是基督的身體，撒旦和牠所有的邪惡勢力也在我們

的腳下。  
耶穌已經給了每個信徒祂的名字所帶出的權柄，來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時常當我們抵擋魔鬼時，牠們會試圖讓我們感到罪咎和被控訴感，以至於我們不能

把牠們趕出去。牠們試圖把一些思想放在我們的頭腦中，讓我們錯覺認為自己不夠能力來

打敗牠們，因為我們沒有在此前用足夠的時間來禱告和進食。當我們知道我們的權柄是奉

耶穌基督的名字，趕牠們離開，邪靈就必須順服。  

你的武器— 神的道 

記得我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總是花很多時間讀一些穿戴閃亮盔甲的武士的故

事。我常常想象自己穿著那閃亮的金屬盔甲，騎著高頭白馬，打敗敵人的場景。  
讀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十分讓人興奮。神並沒有讓我們穿戴我們自己的軍裝。相

反，祂賜給我們的是神的軍裝。當我們穿上這軍裝站立得既穩又直時，對於撒旦而言，我

們看上去就如同神一般。這是我們的保護。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

詭計。 (以弗所書 6:11).  
我們在對敵魔鬼和邪靈的時候，不是只是防禦自保，而是進攻，我們要使用武器，

稱為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當耶穌在彼得位於迦百農的家裡時，馬太記錄了，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

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並且

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馬太福音 8:16).  
那天早些時候，一個百夫長來告訴耶穌他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疼苦。那

個百夫長身為軍人，明白權柄，他對耶穌說“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 
(馬太福音 8:8).  

我們運用聖靈的保劍，就是神的道，是藉著從我們的口裡宣告出神的話。神的道是

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希伯來書 4: 12a).  
耶穌也被這樣記錄，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 (啟示錄 1:16a).  



 

注意，我們不是透過說出問題來打敗撒旦和牠折磨人的邪靈。我們乃是被教導單單

宣告神的話。我們必須警醒我們的口舌，因為生死在舌頭的權下 (箴言 18:21a).  
當我們說出負面的話，或是懷疑之詞，就等於釋放了撒旦致死和破壞的能力。然而

當我們只宣告神的話，就釋放出得自由、健康和生命的話語。  
耶穌是我們的榜樣。當祂在曠野被撒旦試探時，祂透過宣告神的話得勝。  

            在馬太福音中，我們讀到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

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  

      耶穌說：“撒但（註：“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退去吧！因為

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他。’”  
      於是魔鬼離了耶穌， (馬太福音 4:4,7,10,lla).  

如果你要魔鬼離開，就做和耶穌一樣的事。他從口中宣告出神的話語。祂所造的恰

如雅各寫給我們要去做的一樣，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各書 4:7b). 
使徒約翰寫道，弟兄勝過牠（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啟示錄 

12:11a). 另一個譯本，字面為，“他們見證中的道” 
當你默想這本書最後的經文，並反复大聲向魔鬼宣告出來，你就會得自由。  

            神透過先知以賽亞說，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

的，在我發它去成就（註：“發它去成就”或作“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以賽亞

書 55:11).  

你的信心——保護的盾牌 

約翰說，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約翰壹書 5:4).  
            信心帶來得勝！希伯來書將舊約時代的一些偉大的男人女人列舉給我們，他們因著

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

刃；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希伯來書11:33,34), 
按照使徒彼得教導，透過信，我們可以得勝撒旦的國，我們可以堵住惡者那仇敵的

口，牠遍地遊行，如同吼叫的獅子。 
信心可以讓我們在和撒旦邪惡力量對敵的當中更加強壯。信心可以驅走邪惡力量。  
使徒保羅在給以弗所教會的信中寫到大有力量的信德藤牌。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

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以弗所說 6:16).  
這些火箭，是撒旦持續試圖放入我們頭腦中的負面的思想，懷疑和恐懼。  
如果我們允許這些思想在頭腦中逗留，不久就會想象自己疾病纏身，失意挫敗，貧

窮疾苦，孤單無望等。不久這些來自於敵人的火箭會成為我們的想法，也成為我們頭腦和

身體中一個頑固的營壘。  
           保羅說，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

是屬血氣的，乃是在 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

認識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哥林多

後書10:3-5). 當我們憑信心站立，撒旦的謊言攻擊我們的心思時，這些火箭就被我們信心



 

的盾牌抵擋彈回並墮落。我們次次都可以得勝。那麼我們從哪裡得到這信心的盾牌呢？可

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羅馬書 10:17).  
當你閱讀，默想並宣告出這些書末所列舉的經文時，你的信心就會成長。你就行走

於釋放、自由和得勝中。你會開始看到自己“得勝有餘”了。(羅馬書 8:37).  
當對付撒旦和邪靈時，你的信心就會起來，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翰壹書 4:4).  

你的勝利——步入自由 

你作為一個信徒，就有權柄趕鬼。你不需要尋找那些有特殊趕鬼事工的人。 
聖經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 (馬可福音 16:17a).  
聖經也告訴每一個信徒，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雅各書 4:7b).  
如果你從仇敵得了一個不尋常的強烈的壓制，會希望有一個聖靈充滿的朋友來和你

一同禱告，他要用信心與你同心合意來釋放你。一人若能追趕千人，二人可使萬人逃跑。 
(參照申命記 32:30).  

確信你已經讀了並默想了列在本書末的經文，直到你的信心變得強壯，預備好來接

受你完全得釋放。  
我建議，至少一個星期的時間，你一天三次：早晨，中午和晚上大聲讀出每節經

文。  
當你在神的話語中的信心堅固了，就會運用神賜的權柄來抵擋撒旦。神的道是活

的，大有能力的，魔鬼和邪靈知道，牠們必須順服。  
現在你預備好了來獲取這個得勝了。  

第一步 
你已經禱告了本書前頁所寫的禱告。現在，感謝主寶血的保護，以及祂真道的權

柄。求神帶領來運作分辨諸靈的恩賜，以及知識的言語和智慧的言語的恩賜。  

第二步  
滿有信心地大聲宣告，“魔鬼，我奉耶穌的名字捆綁你。因為神的話說，凡你在地上所捆

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馬太福音 16:19b)  

第三步 

用同樣的方法捆綁那壯士。聖靈會透過知識的言語，給你牠準確的名字或功能。捆

綁那已經成為撒旦攻擊你生命中“能力”“撒旦之子”或“掌權者”等。  

你已經砍斷了魔鬼和牠的營壘在你身體和思想中所施加的力量。  

我若靠著 神的靈趕鬼，這就是 神的國臨到你們了。人怎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的家

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 (馬太福音 12:28,29). 

第四步  
透過滿有信心強有力的吩咐邪靈離開，開始“搶奪牠的家”。聖靈帶領你，按照牠

們的名字或者功能來叫牠們（恐懼、情慾、憤怒，等） 



 

奉耶穌的名吩咐他們出來或離開。當你向邪靈讀出或引用這些釋放的經文時要滿有

信心地吩咐。  

當邪靈離開時，有些彰顯或不舒服的感覺時，不要奇怪。繼續引用神的話語，吩咐

牠們離開。  

持續這個過程，執行你屬靈的權柄，直到你感到靈裡得到一種“釋放”。你已經搶

奪了“壯士”的家。牠很無助。吩咐牠離開，牠就必須離開。  

你會發現，或許在你生命中的幾個方面，都被攻擊或攪擾了，聖靈會啟示給你其它

的“掌權的”或“能力”給你知道，持續用同樣的方法對付牠們直到你靈裡得到了

完全的自由。  

第五步 
現在大有信心地宣告，“奉耶穌的名，我自由了！”重複幾次，直到你靈裡彈奏出

喜樂之歌。  

第六步 
求神用聖靈充滿你，領受聖靈的浸，開始用新方言禱告。讓活水的江河從你的靈裡

流出。  

你的武器——釋放的經文 

如下是神話語中的一些經文的列表。他們可以帶給你自由和釋放。每天三次：早

晨、中午和晚上大聲讀出他們。 
第一次讀這些經文時，宣告這是神給你的應許。當你默想他們的意思，要看到他們

在你的生命中成為真實。  
第二遍宣讀時，作為從神話語中領受的禱告向神做禱告。例如，“天父，我感謝

你，我是義人的後裔，我必得拯救。”  
第三遍時，強有力地大聲宣告，滿有信心滿有權柄。向你的仇敵魔鬼引用這些經

文。  
這些經文是神的話。是活的，滿有能力。在抵擋魔鬼時，他們和耶穌引用的話同樣

有權柄，當你滿有信心宣告這些話時，你也能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馬太福音 
8:16b).  

你也會得自由! 

每天三次要大聲宣讀的經文 

義人的後裔，必得拯救。 
箴言書 11:21b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約翰福音 8:32,36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

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彼得前書 5:8,9a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提摩太前書 6:12a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 神所賜

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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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兩“爭戰”原文都作“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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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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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平安的福音當

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

箭。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

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以弗所書 6:10-18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

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

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羅馬書 8:37-39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歌羅西書 2:14,15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 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

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哥林多後書 10:3-5  

耶和華的名是堅固台，義人奔入，便得安穩。 
箴言書 18:10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 
約珥書 2:32a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

們。 
路加福音 10:17,19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 
馬可福音 16:17a  

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她身上出來！”

那鬼當時就出來了。 
使徒行傳 16 :18b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  

話。’”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  

  耶穌說：“撒但（註：“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退去吧！因為經  

  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他。’”  
馬太福音 4:4, 7, 10  

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 
馬太福音 8:l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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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4:12  

弟兄勝過牠（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

性命。 
啟示錄 12: 11  

因為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提摩太后書 1:7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使徒行傳 1:8a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

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路加福音 4:18  

我若靠著 神的靈趕鬼，這就是 神的國臨到你們了。人怎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的家

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 
馬太福音 12:28, 29  

我若靠著 神的能力趕鬼，這就是 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壯士披掛整齊，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 

但有一個比他更壯的來，勝過他，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贓。 
路加福音 11:20-22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 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

更大。 
約翰壹書 4:4  

故此，你們要順服 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雅各書 4:7  

感謝 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哥林多前書 15:57  

你持續不斷的自由 

你自由了！豐盛的基督化的生命不是需要不斷釋放的生命，而是行走於持續的自由

中的生命。  
現在你已經被釋放得自由，不要再不斷想及魔鬼和牠曾在你生命中的影響。  
撒旦還會繼續不斷向你投射火箭，試圖讓你認為牠還抓著你的生命不放。這是個謊

言！祂現在再無合法權柄在你身上。向牠引用神的話語，斥責牠離開。 
將你的思想從魔鬼那裡離開，聚焦在耶穌和祂的話語上。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

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腓利比書 4:8).  
讓你的心充滿從神的話語來的正面的思想。持續默想主。看到你自己正在成為神所

說的那個你。也用信心看到你正在做神說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期望並得到所有神說屬於你的東西。透過在靈裡禱告來建造自己。並知道這愛是過

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以弗所書 3:19).  
撒旦和邪靈無法勝過你，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 (哥林多後書 2:ll b).  
耶穌說污鬼離了人身，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尋求安歇之處，卻尋不著。 
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裡去。’到了，就看見裡面空閒，打掃乾淨，修

飾好了， 

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裡。那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

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馬太福音 12:43-45).  
當攪擾你的邪靈回到牠們之前呆過的地方，將會發現你充滿了神的愛，以及神的話

語。神的聖靈從你裡面流出，如同活水江河。牠們就再也不能非法侵入神的產業，因為你

的身體已經成為聖靈的殿。  
耶穌來是讓被擄的得釋放。祂來是除滅惡者的作為。祂死在十字架上，從死裡復

活，並升到天父那裡時已經打敗了魔鬼和所有的邪靈。  
現在祂已經給了你勝過仇敵的所有權柄！你已經抵擋了魔鬼，牠也已經逃跑了！  
奉耶穌的名，你已經趕出了污鬼！  

歡喜快樂！ 

你已經得勝有餘了! 

奉耶穌的名，你得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