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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屬靈更新禱告法 

參 考 指 南 

 

聖經的概覽 : 謊言- 罪- 憤怒(傷痛記憶的盒子) 

當初神創造天地, 祂所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無瑕的. 後來發生的事情將一切都破壞了, 自此也影響了

我們彼此間的關係. 創世記第三章提到, 這些都是源於亞當及夏娃同吃了”果子”. 罪進入世界，導

致世界開始敗壞和人際關係開始走下坡. 

 

創世記 3:6-7 說到當亞當及夏娃吃了果子後, 隨即發覺自己赤身露體而感到羞恥. 及後, 當神到處

尋找他們的時候, 亞當的回應是: “我害怕就躲藏 。”。最後神找到他們。祂問他們：”發生甚麼

事?” 亞當的反應就是歸咎夏娃及神: “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
吃了。” 而夏娃就歸咎那蛇:  “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所以我們會感到羞恥, 恐懼, 躲避, 埋怨 

( 當然隨著埋怨而來的就是憤怒! ) 

 

我們常常提及”原罪”, 就是人類墮落的起因, 也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 是什麼導致”原罪”呢 ? 

 

看看在創世記 3:1-5 中那蛇的所作所為. 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
子麼？ 夏娃的回應是: “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
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蛇又對夏娃說: “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

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這其實是暗示夏娃:”您尚未夠好!”, 並她有機會

可以跟神一樣完全. 這就是歷史上撒旦反覆使用的其中一個最大的謊言. 

在約翰福音 8:44, 耶穌說 ”魔鬼是說謊者的父”，這就確認魔鬼的手段. 啟示錄中, 約翰寫到 “魔
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 欺騙的定義就是把謊言當成真理. 這是個好消息, 也是個壞消

息. 好消息是, 魔鬼在我們身上是沒有權柄的, 除非我們主動把權柄交給它, 就像神把權柄交給魔

鬼去對待約伯一樣. 但只有少數人會有約伯的情況. 壞消息是, 若是我們被魔鬼的謊言迷惑或誤導, 

並按著那些謊言而行, 就會引致犯罪. 提摩太前書 2:14 提到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
誘，陷在罪裡。” 

因為魔鬼在我們身上是沒有權柄的, 它就用謊言去 “偷竊, 殺害, 毀壞.”我們的生命。 舉例說, 

當它用詭計令一個人誤信:”您尚未夠好!”的話, 那人所活的生命就會建基於那個謊言. 我的哥哥

因為誤信了那個謊言, 結果他念書時的成績就由優秀下降至劣等, 亦患上了憂鬱症. 普遍來說, 當

人面對自己不夠好這個謊言, 人就會透過服用抗抑鬱藥, 隱蔽，毒品, 酗酒, 濫交, 表現自己，犯

罪等等方法來逃避痛楚. 

讓我們重溫，當謊言的種子”您尚未夠好!”被撒到伊甸園後, 亞當及夏娃犯罪, 吃了果子. 罪的結

果帶來傷害, 痛苦和憤怒. 

  

 

 

 

圖一: 傷痛記憶盒子示意圖, 包括謊言-罪-憤怒(包含傷害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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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概覽: 生命中所累積的傷痛記憶 

我們常常聽到有為數不少的離婚個案, 都是因生活中的瑣碎事而引起的 (用過牙膏後沒有蓋上, 換

上卷裝廁紙的方向不同…). 當我們爭執時, 所爭議的通常都不是真正的問題. 許多時候，我們之

所以爭執，往往是當時的說話內容，喚起了一些往事所帶來的同樣傷害及引致的創傷. 這些舊創

傷，就令眼前的爭執火上加油. 

在創世記第四章, 我們讀到該隱跟亞伯的故事. 神沒有看中該隱的供物, 卻看中亞伯的, 該隱於是

老羞成怒, 就動手殺了亞伯. 你是否相信一個人只因為供物的緣故就怒不可遏, 竟然把自己的兄弟

殺死? 有沒有可能是該隱誤信了一個謊言, 覺得自己”尚未夠好”, 而神接受了亞伯的供物就成了

導火綫, 令他忍無可忍而下毒手? 

在生命的過程裡, 我們不斷的收集這些傷痛記憶，伴隨著謊話，罪，憤怒( 包括傷害和痛苦). 這

些傷痛的記憶和我們的情緒連繫起來, 因為情緒顯示出我們真正確信的是甚麼. 對我們來說, 負面

情緒本身通常都沒有任何益處. 不過, 神自有祂的計劃. 負面情緒就像煙冒一樣引領我們回到過去

的記憶，並找出這些謊言的根源. 這些根源通常都是發生在我們的童年時期。 

 

 

 

 

 

 

 

 

圖2 ：傷痛記憶的盒子和我們的生命如何聯結 < A-Anger憤怒，S- Sin罪，L- Lie 謊言 > 

很多時候, 我們只著眼於一些表面的狀況和症狀, 寄望把它們處理之後, 背後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例如該隱與亞伯, 婚姻等等). 其實只處理表面的情況是治標不治本的, 背後的根源一日不處理掉, 

問題必定接踵而來. 

基督屬靈更新禱告法，針對問題背後的根源, 並把它們從生命中斬斷. 這些根源是憤怒(包括傷害

和苦痛), 罪, 及謊言. 透過除去憤怒, 坦誠認罪, 並將謊言交給基督, 自由及醫治就會隨之而來. 

聖經的概覽 : 從 憤怒-罪-謊言 中得自由(i.e. ASL) 

讓我們一同看看聖經教導我們，如何去處理 憤怒-罪-謊言. 

以弗所書 4:26-27 告訴我們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所指的是什麼? 試想像一下, 一個陌生人走到你住所門前並且不願離去. 當

你正打算關門的時候, 他卻突然伸出腳來阻止你. 通常這就意味著你有麻煩了. 同樣道理, 當我們

的生命留了地步給魔鬼, 我們的思想這部份，就會被魔鬼盤據, 就好像把門打開，給魔鬼進入我

們的心. 

ASL 

ASL 

ASL 

現在記憶 

低層記憶 

 

根源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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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概覽 : 如何處理憤怒? 

要把魔鬼的立足點剷除, 聖經的教導就是棄絕憤怒 (見創世記第四章, 歌羅西書 3:8 及以弗所書 

4:31). 我們曉得神的教導是重要的, 而神三番四次也在提醒我們要棄絕憤怒, 可見得我們必須要注

意這一點. 

聖經明確地指出我們必須要棄絕憤怒, 卻沒有教我們方法. 對我來說, 這意味著要棄絕憤怒其實是

有很多方法的. 我們將會教你們一個有效的方法 

聖經的概覽 : 如何處理罪? 

基督徒對罪絕對不會陌生. 有幾段經文清楚教導我們如何面對罪, 在約翰一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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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 要處

理罪就是要坦誠認罪. 

聖經的概覽 : 如何處理謊言? 

每一個人都必須要 ”棄絕” 憤怒 和 ”坦承” 認罪, 但面對”謊言”的方法是不相同的. 撒旦播下謊

言的種子. 耶穌是真理(約翰福音 14:6), 祂也在約翰福音 8:32 明確指出”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

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所以, 面對謊言, 我們就要把它們帶到耶穌面前, 祂就會將真理顯現出來. 

約翰福音 8:36 也告訴我們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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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屬靈更新禱告法的內容概覽 

 以下是基督屬靈更新禱告法的步驟 

1) 由禱告及聖經的基礎開始 

2)  透過問 ”記憶切入點問題”，開始一段現有 或 更低層的記憶 

a. 你是否有一些傷痛的記憶? 你想跟我傾談嗎? 或者有沒有一些近期的事件令你的情緒波

動起來? 

3) 把接受禱告者記憶中的“憤怒-罪-謊言” 確認出來 (要學習好寫筆記) 

a. 確認接受禱告者記憶裡所有的憤怒(及傷痛) “你是否因 XXX 而很憤怒?”或 “你對 XXX 的感

覺是… ?”  

b.  標記出接受禱告者記憶裡所有的罪 (他們通常會在對談中透露出他們的罪) 

c. 確認接受禱告者記憶裡所有的謊言 (下列問題四選一) 

i.“這令你覺得怎麼樣?” 

ii.“這令你對自己的感覺是…?” 

iii. 為何? (例: 為何你會害怕?) 

iv. 如果這樣的話, 你認為會發生什麼? “ 

 

4) 將那段記憶跟低層或根源記憶連繫 (若有需要，請重複第3及第4個步驟) 

a. 你能感覺到那種情緒嗎? (例如感到無能為力)? 讓你的思想帶你回到童年時, 一個令你

感到相同情緒的場景, 嘗試形容你腦海裡出現的任何記憶. 

5) 依次序把所有接受禱告者記憶裡的“憤怒-罪-謊言” 處理掉 (結果就是平安與自由) 

a. 過程中, 在首次清除憤怒的時候, 問下列的問題 

i. 今天你願意把所有的怒氣(沮喪, 失望等等)交給神嗎? 

1. 假如對象不願意, 就問他”你認為,如果你願意把所有的憤怒放低, 會發生什麼事情?” 

2. 假如對象回應負面, 嘗試問神: “神, 這是否真的? 如果他釋放了憤怒, 事情真的 

會這樣?”  

ii. 面對這些憤怒(沮喪, 失望等等), 你想先處理那一樣? 

                                                                                                                                                                                                                                                                                                                                                                                                                                                                                                                                                                                                                                                                                                                                                                                                                                                                                                                                                                                                                                                                                                                                                                                                                                                                               

b. 消除記憶中所有的憤怒(用釋放怒氣的禱告). 每一次只處理一位對象. 

i. 神, 我對 X X X 很憤怒, 因為 XXX 

ii. 把你對 X X X 的每一項不滿大聲宣講出來. 講完之後就通知我. 我會教導他們如何

處理憤怒.” 

iii. 神, 今天我選擇將我對 X X X  的憤怒都交給你.” 

iv. 現在, 我想你把所有的憤怒都集中起來, 然後交給神. 有些人會把憤怒放在盒子或者

是袋子裡. 無論你選擇了任何方式,  我想你在腦海中集中好, 然後交給神. 

v. 講出你所意會到, 所看到, 所聽到,  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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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將記憶中的罪逐一承認. 具體地承認每一宗罪. (神, 求你赦免我 X X X 的罪…) 

d. 確保記憶裡所有的負面情緒已被清除 

i. 再回到記憶裡面, 你現在對這段回憶有何感覺? 

ii. 假如仍然有負面情緒, 再按次序把它們處理 (移除憤怒, 罪) 

e. 將根源的謊言及其餘的謊言交給神 (神, 他們真的”尚未夠好”嗎?) 

i. 三種根源的謊言“我未夠好”“我很無助, 沒有能力, 我冇用”及“我沒有希望/這是

沒有盼望的” 

6) 教導對象聆聽神 (其他問題) 

a. “神, 當約翰的媽媽再次傷害他, 你覺得約翰需要知道什麼去作出回應?” 

7) 挑戰對象去將神的話語和方法充滿他們的心  

a. 分享 馬太福音 12:43-45, 假如心靈清空後而未有將神的話語及方法置於其中, 魔鬼就會

回來, 

8) 以禱告作完結. (祈求神賜下身體的醫治及先知性的啟示) 

禱告守則: 除非得到服侍對象的許可或他本人願意公開作見證, 所有禱告服侍時的內容，都必須保密, 

如果要講的話, 我們可將個人的細節及內容省去, 並使用一般通用的言詞說出大致內容。. 

註:  這並不是輔導或者醫治時間. 過程中千萬不要進行輔導. 最好的做法是將對象的問題交給神.  

一旦憤怒被釋放及承認所有的罪之後, 神就會跟他們說話. 
 

1) 談及憤怒的時候, 千萬不要問他們的感受. 例如, 不要問“你覺得自己不被愛嗎?”只有一樣例外

的，就是他們憤怒的對象. 你可以問 “你是否對 X X X 感到憤怒 ? ” 

 

2) 最後, 要學習好寫筆記. 當對象分享時, 儘量將他們所說的一言一語都逐字記下來, 因為你之後需

要重覆引用他們所說的. 這樣做的話就可以幫助對象，保持他們自己本來的思維框架. 在過程中, 

寫得一手好的筆記是很珍貴的工具. 竅妙就在於抓到他們所說的, 同時能夠保持問題的連貫性. 

 

 

圖 3 ：示範如何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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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詳細步驟 

1) 為基督屬靈更生禱告法 提供聖經的基礎及概念 

重要的是, 讓對象們知道我們所做的都是建基於神的話語. 請你的禱告伙伴以禱告開始這次的

服侍. 
 

2) 以詢問”記憶切入點問題”開始一段現在的或者低層次的記憶 

這條問題就會決定，你由那個回憶去開始這個服侍。 

i. 你有否一些傷痛的記憶? 可以跟我談談? 或者有沒有一些近期的事件，令你的情緒波動起來? 

ii . 讓對象分享,  寫下筆記. 留意有些人會講得比較深入和詳盡, 靜心寧聽, 表現基督的愛。 

  

3) 把記憶中的“憤怒-罪-謊言” 確認出來 

 

當分享的過程到達適合稍作停頓的時候, 問對象 “這一切令你有什麼感受?” (註: 這時候你就專

注去辨認所有憤怒-罪-謊言) 
 

每一段記憶都是一個涉及憤怒(即是傷痛), 罪及謊言的合子。 一旦處理了憤怒及罪之後, 我們就

可以把謊言帶到主的面前，尋求祂的真理. 很多時候, 服侍是由一段近期的記憶開始, 而不是一些

根源的記憶. 負面情緒或者謊言，都有助於將近期及往昔的記憶連接起來, 繼而引出存在於最根

源記憶中所受的最起初傷害, 以及最初被魔鬼在童年所植入的謊言. 

在每個傷痛記憶盒子中, 辨識出所有憤怒-罪-謊言, 將它們都寫在筆記裡. 只有在確認出記憶中所

有憤怒-罪-謊言之時, 我們才可以開始逐一處理它們. 在服侍過程中, 筆記能幫助我們跟進及醫

治，每一個在過程中所確認出的傷口. 

 

3a) 把記憶中的“憤怒-傷痛” 確認出來 

憤怒 (在筆記中用 “A”作記號 ) – 憤怒可能是以下列形式表現出來:  心煩, 生氣, 沮喪, 失望, 

傷痛, 苦毒, 怨恨, 仇恨, 羞恥 (憤怒伴隨著的內疚或罪), 悲傷/ 哀傷 (有些是正面的, 不用釋放), 

憂鬱, 恐懼等等. 

i. 要識別憤怒, 問他們, “你對 X X X 感到憤怒, 失望, 或者沮喪嗎 ? ”  

或者 “你對某人感覺如何?” 

ii. 一般來說, 人們憤怒的對象包括他們的父母, 伴侶, 子女, 自己，朋友, 兄弟姊妹,  

曾經傷害他們的人, 甚至神. 

iii. 有些基督徒會比較困難，要接受自己竟然對神(或者父母)憤怒. 你要告訴他們這是可以

接受. 神是何等偉大, 祂絕對能夠處理你對祂的憤怒. 重要的是, 即使這一刻你憎恨神, 但

我們可以即時把憤怒全然交給神. 
 

3b) 標示記憶裡所有的罪 

罪 (在筆記中用 “S”作記號) 將他們那些違反神的話的行為，都記下來. 這包括情慾, 批判的

靈, 上癮, 不服從父母, 互相比較, 驕傲, 自私等. 

i. 過程中對象通常都會將罪分享出來, 你需要將它們逐一記下來. 

ii. 有時候對象所分享的記憶, 並不是大罪. 不過也需要處理。例如:…… 

 假如日落前人們不將憤怒消除, 按以弗所書 4:16-27 所說, 這也都算就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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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把記憶中“根源謊言” 或者”低層記憶”確認出來 

謊言 (在筆記中用 “L”作記號) - 這通常指他們所相信的一個對於自己的謊言，其實是跟聖

經中的真理相違背的. 根源的謊言有三個種類: 

 a) “我尚未夠好”  

i. 這可能會以很多種形式出現, 例如覺得沒有人愛自己, 我是一個不值一提的人, 我完全沒有

價值, 我十分不足, 我沒有用處, 我很失敗…等等. 真理是, 不是去看我們是否”夠好”, 而

是相信我們受造是奇妙可畏的. (詩篇 139:14) 

ii. 這就是頭號謊言, 幾乎每一個被服侍的對象都會遇到. 

b) 我沒有能力, 沒有盼望 

i. 上層謊言可以是 “我感到孤獨”, “ 我只得自己一個人” 

c)  “我沒有盼望”或 “這沒有盼望” 

i. 上層謊言可以是 “我感到孤獨”, 我只有自己” , “ 我只得自己一個人” 

 

舉例說, 我很孤單, 可能對象真的沒有任何朋友, 但神卻是常與我們同在的. 情緒就是指出我們所

相信的是甚麼. 所以這就是判斷我們是否誤信謊言的線索. 

a. 問下列的問題以辨識出記憶裡的謊言 

i. 這令你感覺如何？ 

ii. 這令你對自己有何感覺？ 

iii. 為何? (例如, 為何你感到害怕) 或 

iv. 假如這樣的話, 你認為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b. 他們可能會分享較高層次的感受, 例如”我感到被拒絕” 而且未能去到根源謊言. 再問他

們, “你相信自己被拒絕, 這令你對自己有什麼感受?你覺得自己……?” 

c. 這是過程中十分重要的環節. 他們越能夠感受到自己的情緒, 他們就越容易將記憶連結到

最初那些謊言及傷害被植入的一刻. 

 

4) 將那段記憶跟低層或根源記憶連繫 (若有需要請重複第三及第四個步驟) 

在把記憶中的“憤怒-罪-謊言”都確認出來之後, 你可以請他們感受自己的情緒及之前所分享的 

謊言, 然後連結到一個較低層或者根源的謊言. 例如, “我感到被拒絕” 或者 “我覺得自己未夠

好.” 
 

當他們能夠感受到那個根源謊言(例如, 未夠好, 無助, 無力, 無盼望)或者低層的情緒(“我很孤

單””我已失控”等等), 向他們說 “讓你的思想帶你回到童年時, 一個令你感到相同情緒的場景, 

嘗試形容你腦海裡一切所看到, 所聽到, 所感受的.” 
 

i.  須要注意的是, 縱使他們的原始情緒是憤怒, 嘗試令他們去感受其他情緒, 容讓他們的思緒

帶他們回到過去的那個的場景,而不是去處理當時所出現的憤怒. 透過回到過去的一個回

憶，你可能會揭露一些根源謊言或傷害。 

ii. 假如你處理那些當時所出現的憤怒, 你就未必可以將根源的謊言或者傷害找出來. 

iii. 在那深層的記憶裡, 重複辨認和標記所有的憤怒-罪-謊言 

iv. 不斷重複第三及第四個步驟, 直到你感到對象們已經到達最底層的記憶 (或者是通常發生

於4至10歲時的根源記憶) 

a) 最底層的記憶未必是根源記憶. 假如你已經處理過3至4個記憶, 但仍未到達童年記

憶, 那麼就只處理已經提及的記憶. 這通常意味對象們未準備好去到更底層的記憶. 

我們永遠都是著手處理他們所能夠分享到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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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有記憶裡的“憤怒-罪-謊言” 依ASL 次序處理掉  

當憤怒-罪-謊言都已被辨認出來, 你就可以按這個縮寫 A 憤怒 > S 罪 > L 謊言 的次序進行服侍. 

在禱告中，依次序為 第一是所有憤怒， 然後 罪 ，之後謊言”. (註: 這次序是有例外的, 有時候

對象未承認自己的罪之前, 是不能摒棄他們的憤怒.) 

i. 讓同工帶領禱告，釋放所有憤怒. 問他們 “你是否願意把憤怒交給神?” 

ii. 邀請他們認罪 (神, 請你赦免我 X X X 的罪) 

iii. 回顧那段記憶, 然後問, “你對那段記憶有何感覺?” 

a) 確保該段記憶內已沒有任何負面情緒. 

iv. 將他們的謊言帶到神面前. (主, 約翰是否真的毫無價值?) 

 

5a) 透過釋放怒氣的禱告, 將所有從記憶裡辨識出來的憤怒除去 

a) 你今天是否願意放手把所有憤怒(沮喪, 失望等等)交給神? 

i.假如他們答”願意”, 請繼續進行 

ii.假如他們答”不願意”, 問他們 “如果你把所有的憤怒放低, 你認為會發生什麼事情?” 

1. 假如他們的有類似謊言的回答, 你就要求問神, “主, 這是真的嗎? 假如他們將憤怒摒棄的

話, 真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2.又或者他們的回答是, “我會再次被傷害的.”這可能是真實的. 假如是這樣的話,  

求問主, “主, 可能他會再次被傷害的? 主，假如他們將憤怒摒棄的話,你想他

們知道什麼?” 
 

b) 你想先處理那一項憤怒(或者包括沮喪, 失望)? 

i. 假如他們心目中有偏好, 就隨他們的偏好而行. 

ii. 假如他們心目中沒有偏好, 那你就選一個. 

c) 現在引導他們閉上眼作禱告: “主, 我對某某非常憤怒, 因為…””現在開聲將你對某某

的憤怒一一羅列出來. 當你完成之後，請告訴我, 我再教你怎樣摒棄那些憤怒.” 

 

d) 請他們跟著你，重複以下的說話, “主, 今天我選擇將我對 X X X  的憤怒交給你.”現

在, 我想你把所有的憤怒都集中起來, 然後交給神. 有些人會把憤怒放在盒子或者是袋子

裡. 無論你的方式如何, 我想你在腦海中集中好, 然後交給神. [稍作停頓給他們足夠時間] 

講出你所感, 所看到, 所聽到，感受到的。”. 

e) 大部分對象都將會經歷空前的釋放與及非常的平安. 假如他們未有獲得完全釋放, 這可

能是 

i. 他們仍然抓住怒氣, 不願放手 

1.問他們, “假如他們將憤怒摒棄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 

2. 請他們再將憤怒釋放 (“主, 今天我選擇將我對 X X X  的憤怒交給你. ”) 

ii. 他們是願意釋放怒氣的, 但是那份憤怒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沉重了 

1. 問他們“你想神幫助你嗎” 

2. 若是的話, 求問神, “你可以幫助某某嗎？ 他想釋放怒氣, 但是遇到困難.” 

iii. 也許你要把那些憤怒分成小段來處理. 例如, 他們可能是需要釋放對一群人的怒氣. 

教導他們每次只處理對其中一個人的憤怒. 

iv. 也許你要帶領他們到一段埋藏了憤怒的特別記憶裡. 特別記憶對於幫助他們集中

情緒, 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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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對每個記憶中，對象感到憤怒的任何一個人, 重複釋放怒氣的禱告. 你可以將分散於不

同記憶中對某人的憤怒歸納起來. 對每一段含有憤怒的記憶都重複這個步驟. 

 

g) 釋放憤怒之後, 請他們再回到曾經出現憤怒的記憶裡. 問他們重返那段記憶時，有何感

覺. 他們應該感到平安及釋放. 假如對象仍然感到傷害或者出現負面情緒, 那表示我們仍

然有需要處理的地方. 

       5b) 把記憶中的罪 逐一去承認 

          a. 罪  - 任何抵擋神話語的東西( 例如 ：情慾，批判的靈，上癮) 

         b. 教導他們透過承認和悔改，去處理罪 ： “主，請原諒我在 …….” 並叫他們承認所有列出

來的罪，和任何其他出現在他們腦海中的罪 

          c. 有些時候，你可以叫他們這樣交給主， “ 主，我今天選擇交給你，我所有曾向你或其他

人所犯的罪。”( 詩 103：12 告訴我們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

多遠！”) 

 

 5c) 檢查記億以確定所有負面的情緒已離開 

              重溫你的筆記和回到你的記憶，是否仍有謊話/ 傷害/ 憤怒.問他們對這些記憶，有甚麼感受？  

                a. 確定他們有平安或在那個記憶中再沒有負面感受 

 

      

5d) 將謊話交給主 

         謊話就是任何敵擋神的話的信念。有3種根源的謊話 

i. “ 我不夠好”。這個謊話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沒有人愛我”， “ 我不算得是甚麼”， 

” 我是不足的”，” 我是無用的”，”我是失敗的”，諸如此類。 

 這是頭號謊話，你看到幾乎每一個被服侍的對象都會遇到. 

       ii.  “ 我是無能的”，” 我是無助的” ( 上一層次可以是 “ 我很孤單” 或” 我是孤單一個”) 

       iii.  “ 我是” ，” 這是沒有希望”。(上一層次可以是 “ 我很孤單” 或” 我是孤單一個”) 

 

             他們可能分享高層次的感受，例如” 我覺得被拒絕” ，不可以去到根源的謊話。再問他們， 

” 當你相信自己是被拒絕是，令你有甚麼感受。” 要明白有些時候，他們未能夠去識別根源的謊

話。這是可以的，照他們現在的狀況和他們一起面對。 

 

處理”謊話”或” 低層次的情緒” ，例如”，我覺得孤單” 帶他們到主耶穌面前” 主，他們是否真

的’不夠好’或 ‘ 他們真的是孤單’ ？ “ ”” 告訴我任何你意會到，看到，聽

到，或感覺到” 

i.要知道是因為根源的謊話未發現到，假如他們仍未能聽到主對他們講說話。即是說有一些障

礙令他們未能聽到主對他們講說話。很多時候，仍有一些憤怒需要去處理。 

      ii. 重溫你的筆記或你的記憶，嘗試去確定他們有那些憤怒。問他們是否仍對某人心存憤怒 

 iii.或者問他們，”當他們聽不到主向他們講說話，他們有甚麼感受？”這會幫助你去確定是 

那些憤怒，令他們不能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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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導受助者，透過聆聽主來明白其他範疇 

       當他們得著釋放或平安，問他們是否想聽到主對他們有甚麼話要說，有關他們未來的情況 ( 我

們這樣做是想開始教導他們去聆聽神，由現在到未來) 

i. 如他們願意，就說：主，你希望他們知道有關自己的那些情況？之後報告你所意會到，看

到，聽到，感覺到的。 

ii. 你可能都會問他們，是否有那些方面想聽到神向他們講說話。如他們願意，叫他們大聲講出

來，之後報告他們所意會到，看到，聽到，感覺到的。 

 

      7) 挑戰他們讓神的話，神的方式充滿自己的心 

挑戰他們讓神的話，神的方式充滿自己的心，因為他們現在可以聽到主的聲音。他們需要在主的

話裡成長，才可以去分辨祂的聲音。當他們除去憤怒/傷害/罪，他們的心需要神的話，神的方

式，被神的靈充滿，就好像一間屋現在是空的，需要有東西在裡面，否則魔鬼會帶著更大的能力

回來 (馬太 12：43-45) 。鼓勵他們參加一個門訓小組，細胞小組或教會( 最適合他們的)。這樣

可幫助他們避免走過去的路，以致跌入過去的行為模式 

 

8) 課堂完結時，藉禱告為身體得醫治，有來自主的先知性話語，被聖靈的充滿 

         以積極的話去完結每次課堂，不要讓受助者有負面的情緒。問他們是否有特別的祈禱需要，

例如醫治身體( 使用耶穌的能力和權柄訓練課程)。也求問主是否有先知性話語給受助者，為他

們被聖靈充滿禱告。完結課堂。 

 

問題 ： 

1) 如果在上堂的時間，參加者被魔鬼騷擾, 你會怎樣做?  

- 請用溫柔但肯定的態度，奉主耶穌的名去捆綁邪靈 和 在課堂上要掌權 

(例如 ：邪靈，我奉主耶穌的名去捆綁你，吩咐你安靜) 

           通常邪靈都不會聽命，這是因為受助者因一些緣故，容讓邪靈依附在他身上， 

例如：憤怒/傷害，他害怕如果放手的話，他自己會受傷 

 

- 透過問問題，去辨識受助者是否有破口，讓魔鬼可以進入他的生命 

- 教導他們去認罪，悔改，和棄絕邪靈 

- 可能需要去清理一些偶像物件，是和這些破口和邪靈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