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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裏得釋放的七個步驟 

（拆除撒但七營壘）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加拉太書五：1）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經戰勝了罪與死亡，每一個相信祂的人都可以從撒但的權勢下得釋

放，但你若在信心上站立不穩，仍然會落入捆綁中。以下的七個步驟能幫助你經歷在基督裏的

自由與得勝，不要期望別人來幫你作，你必須自己一項一項面對。重要的是從心中順服神，再

大聲的將禱文說出，拒絕撒但的權勢。 

■步驟一：拒絕假神，轉向真神（奉獻主權的禱告） 

  過去你可能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接觸了許多有形無形的偶像，例如：撒但所控制的

假宗教、偶像崇拜、算命秘術或異端思想等等。現在你要拒絕這些有形無形的偶像，因為只有

一位真神，也只有耶穌是認識神的惟一道路。 

請作如下禱告 

親愛的天父，請求您光照我過去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所涉及的一切有形無形的偶像，並

且使我有力量、有信心完全地棄絕牠們。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時，記下上帝使你想起的每一件與假神有關的事。 

一、 有形的偶像： 

1. 我曾拜過其他的神？ 

□八仙（呂洞賓、何仙

姑……） 

□王母娘娘（西王母、瑤

池金母） 

□鄭成功（開台聖王、國

姓爺） 

□哪吒三太子（中壇元

帥） 

□臨水夫人 □孫悟空（齊天大聖） □黃帝 □如來佛（釋迦牟尼） 

□濟公活佛 □豬八戒 □神農大帝 □阿彌陀佛 

□媽祖 □財神 □風獅爺 □彌勒佛 

□千里眼、順風耳 □城隍爺 □祖先牌位 □泰國四面佛 

□關公（恩主公） □七爺、八爺 □五府千歲 □文殊菩薩 

□玉皇大帝 □仙姑廟 □廖添丁 □觀世音 

□十八王公 □玄天上帝 □岳飛 □千手千眼觀世音 

□文昌星君 □註生娘娘 □鍾馗 □地藏王菩薩 

□南極仙翁 □元始天尊 □孔子（至聖先師） □大勢至菩薩 

□三山國王 □保生大帝（大道公） □石頭公 □六祖惠能 

□灶神 □清水祖師 □樹頭公 □達摩祖師 

□土地公 □太上老君（老子） □地基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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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曾參與的異教？ 

□佛教 □一貫道 □伊斯蘭 □印度教 

□道教 □禪宗 □密宗（藏傳佛教） □日蓮正宗 

□新世紀 □山達基 □其他          

 

3. 我曾參與的異端？ 

□全能神教會（東方閃電） □耶和華見證人會 □統一教 

□摩門教（耶穌基督末期聖徒教會） □其他         

□耶穌晨星會（攝理教、中華基督教會新時代青年會、基督教福音宣教會……） 

 

4. 我曾試圖藉靈界力量得醫治或得吉利（招吉或厭勝物）？ 

□生辰八字 □遺物 □觀兆（星象星座） □嬰兒牌位（嬰靈） 

□繞塔 □香爐灰 □符咒 □靈水、符水 

□戴佛像金鍊 □戴與偶像有關之玉飾 □跨火盆 □陪葬物 

□戴唸珠 □廟中抽籤 □其他____  

 

5. 我曾參與過通靈（與死人溝通）儀式，或想從其他力量得知命運？ 

□牽尪姨 □乩童 □飛鸞（鸞堂） □水晶球 

□錢仙 □占卜 □降神會 □招魂 

□八卦 □字劃算命 □摸骨 □改運 

□制煞 □扶乩 □收驚 □看相（手相面相） 

□改名 □紫微斗數 □遊地府 □其他        

□看風水 □碟仙 □靈媒  

 

6. 我曾玩過或接觸以下活動？ 

□氣功 □打坐 □吸毒 □看色情片 

□中國功夫 □冥想 □神打 □念咒 

□瑜珈 □催眠術 □超覺靜坐 □其他        

□香功 □元極舞   

 

7. 我家裏是否仍留存與上述 1-6 類相關之物品？ □是 □否 

（包括偶像、符咒、書籍、圖片、物件、飾品、身上配戴的避邪祈福之物……）  

 

8. 我父母（或哪些親友）曾將我獻給（偶像名）                         做義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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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形的偶像： 

請省察自己是否有所倚賴的人、事、物是過於上帝的？              （偶像名） 

請作如下禱告 

主啊，我向祢承認一切拜偶像的罪：我曾經拜過                （有形的偶像名）、                

（無形的偶像名）、曾經參加過                （異教活動），求主赦免我這一切得罪上帝的

罪。我願意拒絕偶像（包含有形的、無形的）及牠一切邪惡的權勢，並且願意棄絕一切跟偶像、

異教有關的物品、器具、書籍等。我承認只有祢是獨一真神，是我所要敬拜的對象，是我要尊

榮的上帝。並且我將自己的一切完全奉獻給主，祢是我全人的主。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4 

 

■步驟二：拒絕謊言（錯誤的信念系統），選擇真理 

  也許，多年來你受社會的浸泡，已經接受世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價值觀，被魔鬼的謊言欺

騙。謊言指（1）口中所說一切不是事實的話語（2）錯誤的價值觀（3）不符合真理的信念與思

想。我們從現在起要拒絕從魔鬼來的錯誤思想，選擇相信上帝的話──真理。 

辨明謊言：求聖靈光照自己是否一直被某個謊言綑綁，可參考勾選以下的謊言清單。 

□1. 我常覺得自己不夠好，不配得到人的愛、天父的愛。 

□2. 我常覺得天父有一張嚴肅的臉，善惡分明，專門賞善罰惡。 

□3. 我常覺得自己是個倒楣的人，好事很難發生在我身上。 

□4. 我常覺得生活中種種的不順是因為上帝在刑罰我，因為我做得不夠好。 

□5. 過去我曾經犯罪，我也認罪了，但仍感受不到上帝的赦免。 

□6. 我常覺得在世上沒有盼望，希望耶穌快把我接走，我常常不想活。 

□7. 我常常覺得自己很不重要，沒有甚麼價值，不會有甚麼人在乎我。 

□8. 成為基督徒就應該凡事順利。 

□9. 我的成就／表現，代表我的價值。 

□10. 一些流行的俗語，如：人定勝天、愛拼才會贏、求人不如求己。 

□11. 一個愛上帝的人不應該軟弱，也不應該遇到不順遂的事。 

□12. 其他                 

 

請作如下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知道您渴望我在真理裏面得自由（參約翰福音八：32）。我承認過去我受說謊之

父的欺騙（參約翰福音八：44），並且也欺騙自己（參約翰壹書一：8）。現在我奉耶穌的名棄絕

一切謊言                 。打破這個謊言的權勢，取消它在我生命中的影響力。並且我奉主

耶穌基督之名宣告                 （說出與謊言相對的真理的內容）。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斥責所有欺騙的靈離開我，並懇求聖靈引導我進入真理（參約翰福音十六：13）。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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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拒絕怨恨(苦毒)，選擇饒恕 

  饒恕是得自由之道。我們必須饒恕，因耶穌已先饒恕了我們。饒恕時，先承認你心中所受

的傷害及所有的恨意，讓上帝一一處理這些傷痕，這是得醫治的第一步。 

一、 辨明心中苦毒怨恨： 

請思想自己從小到大，在家庭、在學校、在職場及各種人際關係中，曾經受傷的經驗。 

請作如下禱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您豐富的慈愛與忍耐，引領我悔改（參羅馬書二：4）。我承認我沒有像您這

般的慈愛與忍耐，來對待冒犯我的人，反而心中充滿苦毒與怨恨。懇求您在我自我省察的時候，

顯明冒犯我而我心中仍然懷恨的人，使我能饒恕他（參馬太福音十八：35）。若是我得罪了甚麼

人，也求您光照我，我可以請求他的原諒（參馬太福音五：23-24）。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1. 我曾經被性騷擾或性侵害。 

□2. 我從幼年至今曾經受過父母、配偶、家人傷害，至今仍記得，心中對他們懷怨。 

□3. 求學期間，受過同學、老師的傷害，至今仍然記得，並覺得他們不應該如此。 

□4. 在工作當中，受到同事或上司不合理的對待，至今仍難釋懷。 

□5. 受到陌生人的傷害，無法釋懷。 

□6. 在與兄弟姐妹之間的互動中，曾使我受傷，很難釋懷。 

□7. 在財務上，因為別人傷害，使我受虧損。 

□8. 對政府，有一股很大的怨氣，無法平息。 

□9. 因著感情或婚姻所受的創傷，而帶來的苦毒。 
 

二、饒恕的步驟：若你有得罪的人，鼓勵你也主動去請求對方的饒恕 

1. 認罪：承認我們受到傷害和心裏有憎恨，不饒恕就是一種罪。 

主耶穌，我承認因                對我               ，讓我心中有苦毒、怨恨，求祢赦免。 

2. 求主醫治：求主聖靈將上帝的愛充滿我的心，讓我受傷的心得到醫治。 

3. 向上帝宣告願意饒恕對方： 

禱告時或許會有許多你已遺忘的名字浮上心頭，把這些名字一一記下來，並向上帝說。 

主，我饒恕                對我所說的                ，所作的                。 

4. 感謝上帝，尊重祂為掌權的神 

①因上帝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得益處（羅馬書八：28） 

②親愛的弟兄，不要為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

我必報應。』」（羅馬書十二：19） 

感謝上帝是使萬事互相效力的主，雖然我遭遇到這件令我受傷的事，但我在這事件中仍然經歷

祢的恩典，也有成長學習的地方，並且知道祢是掌權的主，我若有任何冤屈，祢會按祢的仁義

處理，我可以放下自己的報復，讓祢作主負責一切。 

5. 祝福：為對方宣告祝福的話 

我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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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拒絕悖逆，選擇順服 

  背叛上帝、偏行己路的結果，會為我們帶來很多麻煩。順服不僅包括順服上帝，也包括順

服上帝所設立的權柄。順服權柄是信心的表現，也使我們行在上帝的旨意中，受到祝福與保護。 

發現悖逆：請思想自己面對權柄的困難，向上帝承認我們心中的悖逆。 

請作如下禱告 

親愛的天父，您曾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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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撒

母耳記上十五：23）。懇求您光照出我一切的不順服之處，使我有順服的靈及一顆僕人的心。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可參考勾選以下選項： 

□1. 我的本性就不喜歡順服。 

□2. 我跟工作中的上司關係很糟，我不想順服。 

□3. 我與父母親的關係很糟，我不想順服。 

□4. 我不想順服政府的權柄。 

□5. 我不想順服我的屬靈權柄。 

請作如下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知道我在心思行為上都曾違背您，我向您承認我在                (如以上所

填)犯了悖逆的罪得罪您所立的權柄，懇求您饒恕我。並靠著耶穌基督所流的寶血，我祈求您讓

一切因著我的悖逆，使仇敵所得的一切好處，都歸無有。並且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願

意饒恕過去曾經傷害過我的權柄                （名字或角色）。求主用您的愛醫治我內心的

傷害。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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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拒絕自義（驕傲），選擇謙卑 

  驕傲使我們凡事倚靠自己，但我們實在需要神，也需要弟兄姊妹。 

發現自義（驕傲）： 

請參考勾選以下問卷，思想自己是否有驕傲的問題。 

□1. 不守時，別人的時間不重要，別人可以等我。 

□2. 好批評，易怒，固執，堅持己見，沒有彈性，覺得別人做的不夠好。 

□3. 不懂感恩，別人為我做都是應該的。只看到自己的需要，有意無意表現出別人都要關

心我才對。 

□4. 完美主義，要求自己、要求別人達到自己的標準。 

□5. 不肯認錯，不容易反省自己，即使知道自己錯了也找別的理由掩飾。 

□6. 不想告訴弟兄姊妹自己的需要。 

□7. 不想太屬靈，覺得現在這樣子最好。 

請作如下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承認自己沒有捨己，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隨您（參馬太福音十六：18）。我倚靠

自己的能力才幹，想過得勝成功的生活。我向您承認我以自我為中心，並把自己的意思放在第

一位，包含                 (如以上所填)。 

現在，我奉耶穌基督的名，拒絕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並因此取消所有給仇敵所留的地步。

我懇求您使我脫離自私自負的心態，給我謙卑的心，看別人比自己強（參腓立比書二：3）。請

您使我以愛心服事人，以謙讓的態度尊重人（參羅馬書十二：10）。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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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斷開祖先遺傳的罪與咒詛，為優良的屬靈遺傳感謝神 

  從輔導的經驗中，我們觀察到魔鬼堅固的營壘會代代相傳。對於祖先所犯的罪、接觸的邪

靈、受到的咒詛，我們都要加以拒絕。若你曾在幼時被獻給偶像，要奉耶穌的名斷開這關係。 

一、斷開祖先遺傳的罪與咒詛 

發現罪與咒詛：請參考勾選以下問卷，思考是否有自己或家族中的罪與咒詛。 

□1. 精神或情緒崩潰 

□2. 重複性或慢性疾病 

□3. 不孕、經常性流產或有關的婦女病 

□4. 婚姻破裂，家人疏離或人際關係的破裂 

□5. 經濟上長期入不敷出 

□6. 常出意外事故 

□7. 有自殺、自傷、意外過世或早逝、墮胎、殺人、傷人 

□8. 曾在幼年時被獻給偶像 

□9. 祖先曾深入參與過異教的活動（建廟、當過乩童、主持廟宇、算命、道場點傳師……） 

  請作以下禱告，斷開祖先遺傳的罪，從過去的陰影中得釋放。 

1. 奉獻： 

主耶穌基督，我承認我需要祢，我接受祢作我的救主、我的救贖者、我的主、我的釋放者。現

在，我邀請祢作我全人的主，我將我的身心靈完全奉獻給主，主祢在我身上有百分之百的主權。 

2. 認罪：（為歷代祖先的罪作認同性的禱告） 

我承認我的祖先和我都犯了罪、得罪了祢，求主赦免我的祖先      （說出犯罪的內容），

求祢因為耶穌所流出的寶血，塗抹我的祖先一切的過犯，赦免我們的罪。 

3. 破除咒詛： 

耶穌，我感謝祢在十字架上為我成為咒詛，使我能從每一個咒詛中得到釋放，並承受上帝的祝

福。我現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砍斷我與祖先遺傳之罪與咒詛的一切連結，破除一切因為

我祖先犯罪而臨到我的咒詛。 

4. 趕逐： 

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捆綁一切咒詛背後的邪靈，奉主的名命令你們離開我和我的家人，到主要

你去的地方，不可以再回來。 

二、為從祖先所承受的優良遺傳感謝上帝 

感謝主，透過我的祖先賜給我美好的遺傳        （美好的品格、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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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  拒絕惡習，迎向自由 

發現惡習：請參考勾選以下的選項，思想自己是否有惡習的問題。 

請作如下禱告 

親愛的天父，您曾告訴我們，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參羅馬書十三：

14）。但我向您承認，我確曾放縱肉體的私慾，以致違背您聖潔的律法，使仇敵有攻擊我的機會

（參以弗所書四：27；彼得前書五：8）求您光照我任何違背道德，以及使聖靈擔憂的罪。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1. 有一些會令我上癮的嗜好，如抽煙、喝酒、喝咖啡、吃零食……，甚至吃檳榔，迷幻

藥，一直無法戒掉。特別是在情緒不好或精神不好時，就會很想要它。 

□2. 我有一些習慣性的娛樂，如，打牌、電動玩具、電腦遊戲、看漫畫、小說、電腦上網、

甚至是看電視，常常一開始就停不下來，耗盡了很多時間、精神。 

□3. 我非常喜愛逛街、購物，對某些物品愛不釋手，非買不可，或我著迷於明星偶像，酷

愛買書、CD，遠超過我所需要的。 

□4. 我覺得自己常常對金錢和財物的欲望非常強烈，它幾乎完全占據了我。 

□5. 我在一個關於性的難題上掙扎了很久，很習慣看色情錄影帶、書刊、色情網站、成人

節目；我很難擺脫它的捆綁。 

□6. 我有手淫的習慣，並且一直受到捆綁和轄制。 

□7. 我曾有婚前、婚外性行為，放縱肉身的情慾，至今身心靈仍深受影響。 

□8. 我有晚睡晚起、賴床、經常遲到或作事拖延的習慣。 

□9. 我覺得自己變得易怒、好批評、抱怨而無法控制，甚至有時會摔東西。 

□10. 說謊變成我的習慣，在我的生活中已經非常自然。 

□11. 我在飲食上常常暴飲暴食、吃得過多，也會貪睡，或拒絕食物，有厭食的傾向。 

□12. 我曾有自我傷害的行為。 

□13. 我有同性戀或雙性戀的傾向。 

請作如下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現在向您承認        （逐項認罪），並藉著主耶穌基督的寶血，宣告

我已得赦免與潔淨。並宣告：砍斷我與        （與自己惡習密切關聯的人物及物品）

之間一切的連結，命令一切不屬於我的東西全部離開我到主要你去的地方，一切屬於我的再回

到我身上來。我奉主耶穌基督之名宣告，因著我的惡習與罪給邪靈留的餘地，全部一筆勾銷。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