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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得自由 

驅除撒但、魔鬼、邪靈的祈禱 

第一步：虛假與真實 

親愛的天父，我求你向我顯示我在無知或在有意中，所參與的一切邪術，假宗教，及旁門左道。 

主，我承認我曾參與 ？？ 活動。我求你赦免。我現在棄絕 ？？，並視那些活動為基督教的假冒者。 

第二步：謊言對誠實 

親愛的天父，我知道你喜愛人有誠實的內心，並曉得靠你的真理便得以自由 (約 8：32)。 

我承認我曾經被講大話的邪靈欺騙 (約 8：44)，也曾自己欺騙自己 (約壹 1：8)。 

天父，我已相信並接受 主耶穌基督進入我的生命，並且我現在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弗 2：6)。 

我現在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你藉著 主耶穌所流的血與復活的大能，斥責所有欺騙的邪靈， 

我吩咐所有欺騙的邪靈，現在立刻離開我，永遠不可以再回來騷擾我。 

現在我求聖靈引導我進入一切真理 (約 16：13)。我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詩 139：23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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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義宣言 

我承認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 神 (出 20：2 – 3)，就是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及聖靈。 

唯有 神配得一切的尊貴、讚美及敬拜、祂是創造者、維護者，也是萬物的起點和終點 

(啟示 4：11、5：9 – 10、以賽亞 43：7 – 21)。 

我承認耶穌基督是「彌賽亞」，是「道」成肉身地住在我們中間 (約 1：1 – 14)。 

我相信祂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約壹 3：8)， 神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 

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西 2：15)。 

我相信 神已經證明祂對我的愛，因為當我還作罪人的時候，基督為我死 (羅 5：8)。 

我相信祂救了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遷到祂的愛子的國裡，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 

罪過得以赦免 (西 1：13 – 14)。 

我選擇靠主，倚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弗 6：10)。我不靠肉體 (腓 3：3)， 

因為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 (林後 10：4)。我要穿戴 神的全副軍裝 

(弗 6：10 – 17)，及立志堅守信靠 神的心並抗拒一切惡者的試探。 

我相信耶穌擁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 (太 28：18)，也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西 2：10)。我相信撒但和牠的魔鬼都降服「在基督裡」的我，因我是基督的身體 

中的一份子 (弗 1: 19 – 23)。因此，我必定抗拒魔鬼的吩咐 (雅 4：7)， 

及我必定奉 主耶穌的名，命令魔鬼立刻離開我。 

我相信離了基督，我什麼都不能作 (約 15：5)，所以我現在宣認對基督的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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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常在基督裡面，多結果子以榮耀神 (約 15：8)。 

我向撒但宣告耶穌是我的主 (林前 12：3)，我也拒絕任何撒但在我生命中假冒的恩賜或作為。 

我相信真理必叫我得自由 (約壹 8：32)，並且在光明中行事與 神相交是唯一的途徑 

(約壹 1：7)。 因此，我藉著 神將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 (林後 10：5) 

使用基督的大能抵擋撒但的欺騙。 

我宣認聖經是獨一的權威 (提後 3：15 – 17)，我選擇憑愛心說誠實話 (弗 4：15)。 

我選擇把我的身體獻上當作義的器皿，是一個聖潔的活祭，並且以 神活潑的話去 

更新心意，使我能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 6：13、12：1 – 2)。 

我求天父以祂的聖靈充滿我 (弗 5：18)，引領我進入一切真理 (約 16：13)， 

加添力量給我的生命，使我能順著聖靈而行，不放縱肉體的情慾 (弗 5：16)。 

我把肉體釘在十字架上 (加 2：20)，並選擇與聖靈同行。 

我棄絕一切自私的目標，選擇以愛最終的目標 (提前 1：5)。 

我選擇順服那最大的誡命，就是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的 神，並且也要愛人如己 (太 20：37 – 39)。 

 

 

 

 

 

 

 

 



	

	

 
地址:荔枝角永康街 79 號創匯國際中心 7 樓 D 室 電話：23714940   網址：http://bchk.org   電郵：info@bchk.org 

 

 

第三步：憎恨對饒恕 

親愛的天父，我為著你豐盛的慈愛，寬容及忍耐而謝謝你，並且知道你的慈愛引領我悔改 (羅 2：4)。 

我承認我未曾以同樣的忍耐和慈愛去對待那些得罪我的人，而是心懷憎恨和報復之念頭。 

我求你在我自省時，讓我想起那些我還未原諒的人，好叫我寬恕他們 (太 18：35)。 

如果我冒犯了別人，也求你提醒我，那一些是我應向他求饒恕的人， 

並且應做到什麼地步 (太 5：23 – 24) 奉耶穌寶貴的名禱告，阿們。 

「主啊，我饒恕 (名字) 的 (過犯)。」 

第四步：反叛對順服 

親愛的天父，你曾說過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 

頑梗的罪，與拜假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撒上 15：28)。 

我知道由於我內心對你的反叛，因而使我在行為和態度上得罪你， 

我懇求你赦免我的悖逆，藉著 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除去我因不順服而給邪靈所留的地步，求你光照我的行為， 

使我知道自已向你反叛到什麼程度，使我悔改，並選擇一個順服 神的靈 

和一顆僕人的心，奉我主基督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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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驕傲對謙卑 

在聖經記載：人若存有驕傲的心必會敗壞，存有狂傲的心必會跌倒 (箴 16：18)。 

親愛的天父，我承認我還未捨己，沒有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你 (太 16：24)。 

就是因為這樣，在我生命中給魔鬼留了地步。 

我以為我能夠靠著自己的力量和機智，成功地過著一個得勝的生活。 

現在我承認我得罪了你，因我把我個人的意志放在你之前，也把我的生命 

建立在自我之上，而不是在你本身及你的旨意之上。 

現在我棄絕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方式，藉此把 主耶穌基督的仇敵撒但、魔鬼及邪靈 

從我的生命中完全驅除。 

我祈求 神引導我，使我不會做任何自私或虛浮自以為是的事情，而是存心謙卑， 

看別人比自己強 (腓 2：3)。使我能夠藉著 神的愛去服事他人，並神的愛去尊重 

別人 (羅 12：10)。 禱告祈求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穌的名。阿們。 

第六步：捆綁對自由 

親愛的天父，你已經告訴我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羅 13：14)。我承認我順從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彼前 2：11)。 

我感謝你，因為在基督裡，我的罪已蒙赦免，但我卻違背了你的聖言， 

給仇敵撒但、魔鬼及邪靈有機會在我的肢體中爭戰及攻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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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4：27、雅 4：1、彼前 5：8)。 

我來到你的面前，承認我的罪，並且尋求?的潔淨 (約壹 1：9)， 

使我能從罪的束縛中得釋放 (加 5：1)。 

現在我求你光照我，使我知道我在什麼地方違背了你的聖言，令聖靈擔憂。 

現在我向你承認這些罪，並宣認藉著 主耶穌基督的寶血，使我得到赦免與潔淨。 

我棄絕我曾因有意參與罪行而給邪靈所留的地步。 

我這樣祈求乃是奉靠我救主耶穌基督奇妙的名。阿們。 

第七步：順從與棄絕 

親愛的天父，我來到你的面前，以 神兒女的身份，是主耶穌基督的寶血所買贖的。 

在此，我棄絕和否定我祖先所犯的一切罪。我是從幽暗的勢力中被救出， 

而且已遷入 神愛子的國度的人，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又一同坐在天上的人，我現在求你，除去一切從我祖先遺傳來存有撒但、魔鬼及 

邪靈的作為。 

我拒絕撒但以任何方式去控制我。我宣認自己已永遠歸屬及完全委身於主耶穌基督。 

此刻，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吩咐一切撒但、魔鬼及邪靈在我靈魂體內外， 

立刻離開我，永遠不可以再回來騷擾我。 

天父，我現在求你，以你的聖靈充滿我。我把自己獻上給你，當作一個聖潔的活祭， 

如同義的器皿，使我在身子上榮耀你。我如此行，乃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和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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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