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毀心中的牆 
第六講重建救恩的牆                                                 劉梅蕾師母 
 

經文：賽 57:14, 58:12, 賽 26:1, 尼 4:17 
 

ㄧ. 拆毀累代的根基 
 “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你必稱為 
         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賽 58:12】 
 “耶和華要說：你們修築修築，預備道路，將絆腳石從我百姓的路中除掉” 
        【賽 57:14】 
 
二. 認識從祖先而來的⋯⋯.. 

1. 從祖先來的偶像： 出 20:3-5;林前 10:14-22 
2. 從祖先來的黑暗權勢 
a. 求問交鬼行巫術死人者 （ 賽 8:18-22） 

                   b. 行邪術、施符咒（ 賽 47:9,12-15，賽 44:24-26） 
                   c. 耶和華神不許我們行這些可憎惡的事（申 18:9-13） 
           3.    從祖先來的咒詛 
           a. 聽從神必蒙福，不聽從神必遭咒詛（申 28:1-2,15） 
           b. 不聽從神，咒詛災害疾病必臨到個人和後代 
        例如：（申 28：45-46，58-61，29:18-22） 

          c. 歸向耶和華聽從神就揀選生命得存活（申 30：1-11，19-24） 
           4.  從祖先來堅固的營壘（林後 10：4-5） 
          a.  禁食鬆開兇惡除掉重軛，建立拆毀累代根基，如：（賽 58：6-12） 
          b. 靠神有能力攻破堅固營壘（林後 10：4-5） 

 
三. 如何破除偶像，砍斷咒詛：（徒 26：18）；（帖前 1：9） 
要徹底離棄偶像歸向真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要從黑暗歸向光明，從撒
旦權下歸向神，砍斷咒詛，罪得赦免與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也要靠神的能
力攻破堅固營壘，趕出邪靈使我們的心意奪回都歸順基督。 
步驟： 

1. 認出祖先的罪孽：如拜偶像, 參與邪術的活動 
2. 負起責任認罪：成為代求者（尼 1:4-11, 雅 5:16, 哀 5:7) 
向神承認並棄絕它（一項一項的）, 求主寶血潔淨 

3. 奉主名棄絕砍斷祖先的罪及其影響（申 5:8-10, 申 28) 
奉主名宣告破除所帶來的咒詛, 接受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贖之功, 撤
去 字據及符咒（西 2:13-15) 

4. 燒燬任何與邪術異教及偶像有關的物件 
5. 願順從聖靈而行, 並順服神的律例（羅 6:4,8:12-14, 加 5:16-18, 弗
5:8-12) 

 



四. 禱告是重建救恩之牆的關鍵 （賽 26:1, 尼 4:17） 
      1. 修造城牆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2. 恩膏與守望 
a.用油抹盾牌(撒下 1:21b，賽 21:5-6，弗 6:10-20) 
a-1 首領起來 
a-2 設立守望者 
b.天國的鑰匙(太 16:18-19，18:18-20) 
b-1 教會的承接  
b-2 綑綁與釋放 
c.常與有恩膏的人一起 

 
 
 
 



個人認罪清單 
 
 
一． 認罪經文：我們若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切

的不義（約壹─9）。 
二．認罪原則： 

1. 求聖靈光照：聖靈請光照我有哪些要認的罪。 
2. 誠實勇敢承認犯罪事實：主啊！求你赦免我犯了……（具體說出犯罪事實）的罪。 
3. 寶血潔淨：求羔羊寶血洗除潔淨這些……….罪。 
4. 棄絕：奉主名我恨惡、棄絕、這些罪行、罪權和犯罪老我與主同釘死十架。 
5. 求聖靈醫治、釋放、充滿更新我：聖靈！請進來更新醫治釋放充滿我原來犯罪的那部

份成為更新的心、更新的靈、更新的生命如同主的心、主的靈、主的生命….。 
6. 宣告積極正面得勝：例：感謝主賜聖靈的力量使我的生命恢復成為聖潔、尊貴、蒙愛、

誠實、光明、得勝….與主同復活的生命。 
 
三．認罪細目：（參羅一 26-32；弗 4:20─弗 5:14；加 5:19-25；西 3:1-10；雅 4:1-8 及其他經卷

相關的資料）。 
 □兇殺 □爭競 □搶奪 □毒恨 □慾火攻心 □把男女順性用處變得逆性用處 
 □情慾 □姦淫 □淫亂 □同性戀□邪闢的心 □有私慾的迷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 
 □結黨  □背約 □毀謗人□無親情 □違背父母 □不接納人的□不喜歡順從真理

□硬心 □咒罵 □暴虐 □控制慾 □背後說人 □捏造惡事搬弄顛倒是非 
 □苦毒 □常犯罪□偷竊 □墮胎 □愛定罪人 □說謊言、虛謊 □用口舌玩弄詭詐

□報復 □惱恨 □依然活在舊人的行為習慣如…□經常含怒到日落□給魔鬼留地步 
 □惡毒 □陰毒 □邪情 □惡慾 □說譏笑的話□說污穢的言語□貪婪貪慾貪心貪戀

□驕傲 □憤怒 □批評 □排斥 □說淫詞妄語□常叫聖靈擔憂□愛說虛浮輕浮的話

□殺害 □悖逆 □好爭戰鬥毆 □虛假虛偽 □愛聽消極的話□嚷鬧愛吵架愛爭鬧

□控告 □指控 □不解怨 □與世俗為友 □戀愛以至嫉妒□滿心是嫉妒 
 □自欺 □浪費 □懷疑、猜疑 □誇張誇大 □論斷好審判  □作假裝模作樣 
 □詭詐 □污穢 □心被綑綁 □心虛辨解  □愛聽消極的話□自我主觀、本位主義

自我中心：□自私□自大  □自義 □自欺 □自憐 □自誇□自我堅持 
□ 扭曲的自我形象 

靈裡： □頑梗 □污穢的靈 □黑暗的靈 □髒亂的靈 
思想： □不信 □污穢 □不義 □堅固營壘 □妄想 □性幻想 □不平的思想 
感情： □怒氣 □壞脾氣、易怒 □受傷 □邪情 □怨恨 □不聖潔男女關係 

□不饒恕□婚外情□婚前性行為□虛擬外遇 
意志： □邪情 □任意而行 □偏行己路 □錯誤的志向（例如：17 歲決志不作處女） 

□放縱肉體 
口舌： □說謊 □污穢言語 □心口不一 
肢體： □手打人□作弊 □手淫 □偷東西□偽造文書 
眼目： □眼目情慾  □看色情網站 □看色情刊物、看色情節目電視電影 
  □看靈異鬼怪、低級笑話、輕浮、打鬥、刊物節目 

 



 
破除偶像棄絕黑暗權勢砍斷咒詛攻破營壘趕出邪靈（清單 1） 
 
壹． 求聖靈光照我和我家族曾參與的宗教、偶像、廟會活動需破除的有： 
一．宗教： 
 □佛教  □道教  □一貫道  □民間宗教  □日蓮正宗 
 □印度教 □回教  □摩門教  □耶和華見證人 □統一教 
 □嬰靈  □黃帝教 □天帝教  □洪門   □其他 
二．偶像： 
 □佛祖（釋迦摩尼）  □觀世音  □恩主公（關公）□拜祖先 
 □媽祖（天上聖母）  □城隍爺  □祖師爺  □土地公 
 □十八王公（忠狗）  □閻羅王  □包公   □濟公 
 □彌勒佛    □財神   □文昌君  □孔子 
 □地藏王菩薩（唐三藏） □金童玉女  □豬八戒  □普渡公 
 □密宗（喇嘛、活佛） □四面佛  □如來佛  □虎爺 
 □玄天上帝（玉皇大帝） □天公   □瑤池金母  □太上老君 
 □送子娘娘（註生娘娘） □藥王（華陀） □王母娘娘  □千手觀音 
二． □三太子（那叱）  □八仙   □岳飛   □精靈 
 □國姓公（鄭成功）  □門神   □八家將  □七爺八爺 
 □好兄弟（狐魂野鬼） □七娘媽  □皇天后土  □狐狸精 
 □地基主（破土）  □灶神   □石頭公  □床母 
 □月老娘娘（月亮）  □普渡公  □其他 
三．廟會： 
 □恩主公廟（關公）  □城隍廟   □祖師爺廟 □土地公廟 
 □媽祖廟（天后宮）  □聖帝廟（玄天大帝）□將軍廟 □孔廟 
 □十八王宮（忠狗）  □義民廟（義民會） □行天宮 □指南宮 
 □太子爺廟（三太子） □龍山寺   □仙公廟 □其他 
四．鑽研、仰慕、相信或念過包括歌頌的經典、哲理計有： 
 □佛經  □道教    □儒家  □易經  □其他 
 
貳．求聖靈光照顯明我和我家族曾接觸過需要棄絕的黑暗權勢有： 
 □算命   □八字算命  □看手相  □看面相  □紙牌算命 
 □紫微斗數算命 □易經卜掛  □摸骨算命  □算生肖  □問神 
 □姓名筆劃算命 □占卜   □求籤   □擇日或看時辰 □測字 
 □看風水（看地理、用八卦）  □觀兆   □看星座占星術 □看水晶球 
 □向偶像許願發誓獻祭   □作偶像義子義女或曾把自己獻給偶像 
 □戴偶像或佛珠的項鍊或手環求保護□戴或掛香火包（符咒、護身符） 
 □念咒（迷咒） □喝符水  □貼符咒  □燒符咒  □用符水洗澡 
 □燒香   □燒冥紙  □戴佛珠  □摺金銀紙錢 □作醮 
 □參禪打坐  □打禪七  □冥想   □催眠術  □超覺靜坐 
 □瑜珈   □用法術  □迷術   □密術活動  □比密宗手印 
 □用巫術操控 □靈魂出竅  □邪術   □與邪術者立約  
 □歸依偶像法師 □練功（氣功、香功、宇宙功、法輪功、太極門等）  



 
破除偶像棄絕黑暗權勢砍斷咒詛攻破營壘、趕出邪靈（清單 2） 
□參與法會廟會活動□作法事  □收驚  □人鬼聯婚  □通靈─談條件 
□問碟仙    □錢仙  □筆仙  □筷子仙  □召喚亡魂 
□問乩童（起乩）  □經火  □作靈媒 □廟裡點燈  □求祖先保佑 
□公祭、家祭、祭孔□祭亡魂、拜死人   □咒詛發毒誓重誓內在誓言 
□放水燈、放天燈  □送王船  □經常鬼壓、夢魘、惡夢、白日夢或邪靈攪擾 
□我家裡仍有偶像、符咒之類的物品擺設裝飾等保存    □其他 
 
參．求聖靈光照顯明我和我家族尚有那些要砍斷的咒詛權勢： 
在你家中是否重覆出現以下的事： 
□災疫  □火災 □謀殺  □暴力強暴 □亂倫   □婚外情 □淫亂 
□經常性流產或相關婦女病  □不孕不育 □家人疏離□婚姻破裂□性虐待 
□有精神上或情緒上的崩潰  □常出意外 □不幸的事□濫用藥物□酗酒 
□重覆性或慢性遺傳疾病   □有自殺 □異常死亡或早逝歷史或自殺 
□經濟持續入不敷出    □破產  □常感貧窮□常被欺負 
□常有擾亂、責罰臨到   □作法術 □被人咒詛   □受壓制虐待 
□作事常徒勞無功無結果   □持續悖逆傾向    □其他 
 
肆．求聖靈光照我尚有那些要攻破的堅固營壘和上癮的習慣 
□我在讀經禱告聚會時，很難集中精神很難進入。深入心靈禱告總是昏昏欲睡。敬拜讚美時會

頭痛、不舒服、想逃也很難過。 
□我的生活中有許多恐懼，有時是一種驟然而強烈的恐慌，也包括了害怕黑暗孤單病痛和死

亡。也常有自殺念頭或自殺未成。 
□我生命中一個壞習慣/罪捆綁著我，我嘗試擺脫牠，卻無法得勝。 
□我有一些上癮的惡習如暴飲暴食、賭博、愛誇口、貪睡、服食藥物、毒品、酒精等。 
□有時我覺得自己對金錢財物、嗜好的慾望非常強烈及倚賴某種人物到幾乎完全控制了我。 
□我有一些特別的自我和對別人內在誓言及說乖謬的話無法釋放。 
□我的生命中常有： 
 □態度不良 □沉迷無度 □操縱掌控 □喜好爭辯 □沉迷電動玩具 
 □電視癮 □誘人舉止 □自私貪求 □無組織、渙散混亂、拖泥帶水 
 □石心硬心 □易怒  □焦慮  □暴力  □批評挑剔論斷 
 □迷惑誘惑 □猶豫不決 □完美主義 □孤獨隔離 □驕傲 □自卑 
 □說理由 □階級歧視 □長期憂慮 □睡眠失常 □偷竊 □不如人 
 □酗酒  □藥物濫用 □煙癮  □嫉妒  □輕忽 □苦毒不解怨 
 □粗話髒話咒罵的話  □譏諷  □漫天胡話 □欺壓 □攀附權貴 
 □恐懼害怕 □沮喪  □健忘症 □撒謊不誠實□其他  
 
 
 
 
 
 



破除偶像棄絕黑暗權勢砍斷咒詛攻破營壘、趕出邪靈（清單 3） 
 
伍．一般引進邪靈入侵的破口和邪靈計有： 
 拜偶像：如：□濟公的邪靈…………………… 
 曾與黑暗權勢接觸來往：如： □乩童的邪靈…………….. 
 曾經受過傷害： 如：□使人憤怒的邪靈  □使人恐懼的邪靈 ………………. 

個人本身犯罪：如： □淫亂的邪靈 
家族性遺傳的邪靈：如：□使家人遺傳突然心臟病暴斃死亡的邪靈……………… 
咒詛：如：□精神異狀  □癲狂 □心驚 □瘟疫…………………… 
堅固的營壘：如：□自憐鬼 □使人背重軛、兇惡、指摘人、發惡言、說乖謬話的邪靈 

     □使人自高自大、狂妄、矇蔽人、弄瞎人心眼的邪靈………… 
 聖靈光照的破口： 如：…………………………….. 
 □其他：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