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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旨在淺介「屬靈爭戰」的類別及事奉類

型，並提出七要項作為事奉指南。本文中「屬靈爭

戰」的定義是：

「屬神的」(包括神的兒女及順命天使)與「神

的仇敵」(包括魔鬼撒但及其差役、黑暗勢力、世界

潮流、魔掌下的罪人及信徒內裡的情慾)相互間的衝

突及彼此相爭的事實。(溫以諾 1998：第五章)

有關邪靈侵擾的四項進程(干擾Oppression、

迷惑 Obsession、佔據 Inhabitation/造訪 Visitation、

擁有 Possession)及正、負徵兆等情，不在本文範圍

內，前曾撰文論述，詳參文末所列專文。「屬靈

爭戰事奉」是「藉用整全式(holistic) 服事受邪靈侵

擾者，務求在屬靈爭戰中得勝，使受害者得治」。

「屬靈爭戰事奉」的對象不分受害者是否基督徒，

但本文因篇幅所限，只偏重於事奉基督徒。

一、「屬靈爭戰」類別及事奉類型

就屬靈爭戰進行的處境而言，可發生於三重

境界內：靈界、墮落世界、信徒內心世界(溫以諾 

2007：26)。屬靈爭戰並可細分個人及集體兩個層

面。屬靈爭戰事奉類型按處理法，又概分為能力抗

衡法與輔導治療法兩類。下面以概覽式簡介各項分

題：

A. 屬靈爭戰的三重境界：靈界、墮落世界、

信徒內心世界

1. 靈界

魔鬼撒但原為被造天使，卻自傲背叛神，後串

連其他墮落天使，合成一股黑暗勢力，與神為敵(結

二十12-17；賽十四12)。且順命天使與墮落天使也

相互對抗(猶 9；但十13)。

2. 墮落世界

魔鬼撒但誘敗人類，破壞被造一切，成為黑暗

勢力中掌權者(弗六12；約壹五19)，且利用世界的

潮流興波助瀾(彼前四4-5，14；約壹二15-16；雅四

4)自外攻擊信徒。所以主警告門徒在世上有苦難，

(約十五18-21)，祂自己也被迫受害死於十架，信徒

也當為主受苦靠主得勝。

魔鬼撒但及差役常與神為敵(彼前五8；約壹三

8-10，四3、6，五18)，又藉著「情慾」(人類墮落

後傳下的敗壞性情，彼前一14；四2-3；約壹二16-

17)在內發動，如此表裡樹敵，內外夾攻，戰情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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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勢力甚凶。信徒應聽道又行道，隨從聖靈禁制

私慾，追求聖潔效法基督(林前九27；加五16-21；

羅七至八章)。

B. 屬靈爭戰的兩個層面(溫以諾 1999b. 2007)

1. 個人層面(微觀)

a. 個別信徒的屬靈爭戰，向內：

信徒在世生活，「個人」方面要拒絕魔鬼的試

探，儆醒防備邪靈的攻擊，拒絕與世人同流合污。

消極方面是禁戒情慾，抗拒撒但的試探及控訴。積

極方面是遵從真理，順從聖靈，歸從基督以致成聖

(羅六章；加五至六章；帖前四1-7；來二14-17)

b. 個別信徒的屬靈爭戰，向外：

魔鬼撒但及其差役常常利用世界的潮流及多方

面施壓、迫害、攻擊信徒，因此個別信徒應警醒防

禦、守道與衛道、傳道又佈道(林後二11，十二7；

弗六11-16；帖前二18；提前三6-7，六12；猶3-4；

啟三7-13，十二7-12，二十10)。

2. 集體層面(宏觀)

a. 信眾及教會集體的屬靈爭戰，向外：

須面對邪教、異教(提前四1-2；彼後二1-2；約

壹二18-22，四1-3； 約十9，十四6；出二十3-5)及

鬼魔邪靈的擾犯與挑戰，也屢經頹風敗俗的衝擊(弗

二2、18)、謬妄的靈侵擾(約壹四1-6)、多方被試受

攻的禍害。積極方面包括佈道與差傳，以攻破敵方

營壘，搶救失喪亡魂歸向光明，作主精兵，教會並

且要集體的向外屬靈戰爭(可五章；路八章；徒八

9-13，十六16-18；林後十3-5)。

b. 信眾及教會集體的屬靈爭戰，向內：

「集體」要勇抗敵對神的黑暗勢力──世界，

警惕魔鬼及差役的攻擊；也必須慎防被滲透及腐

蝕，堅拒引誘及試探；也要慎防假先知、假基督的

誤導，不受假信徒、假門徒的瞞騙，不敗於世界繁

華的誘惑，也不容讓世俗潮流的侵蝕，這是消極方

面的。積極方面，教會中眾信徒要守道、衛道、遵

行主道、順從聖靈⋯⋯這是多向度集體的向內屬

靈戰爭(太二十四5；徒五1-11；林前九27；加五16-
21；羅七至八章；彼後二1-3；猶 4)。

C. 「 屬 靈 爭 戰 事 奉 」 ( d e l i v e r a n c e 

ministry)按處理法，概分以下兩類，即

能力抗衡法與輔導治療法。

1. 能力抗衡法(power encounter)

此法常見用於危急關頭，應變解急之途(crisis 
management)。未及查詢情由，未能查問病歷，未
獲受邪靈侵擾者同意，便要儘速應付鬼邪，急切地

唱詩、禱告、奉主名趕鬼驅邪。

2. 輔導治療法 (therapeutic/counseling)

採用輔導治療法時，基本過程是先查問病歷近

況，由具專業訓練及臨牀經驗者，按部就班，循序

漸進地執行。

二、「屬靈爭戰事奉」指南

「屬靈爭戰事奉」按過程計有：事前、進程、

事後三項步驟。屬靈爭戰事奉指南，如下圖所示

共有七要，細則有十。其七字訣為: 慎、備、斷、
勝、恆、檢、精。

圖一 ：「屬靈爭戰事奉」按過程要項共七點

      要項
原       則 細  則

A. 事前

1.要謹慎
動機

態度

2.要備戰
準備

裝備

B. 進程 
3.要作正確的診斷及智慧的判斷

診斷

判斷

4.要真勝利、真釋放 自由(轉介)

C. 事後

5.要恆久的康復、整全的療治

(holistic approach)
根治

6.要檢討求進 追求卓越

7.要作精兵：施比受更為有福 受授

下面簡介「屬靈爭戰事奉」過程三項步驟，及

屬靈爭戰事奉指南的七要項、十細則：

過程



21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103  April 2013

A. 事前

「屬靈爭戰事奉」的能力抗衡法，既屬危急

時應變突發事件之方，便談不上事前準備。但由

此可見，信徒須時常警醒，務要謹守，常作準

備，隨時迎敵(可十四34-38；彼前三15-18，五

8-10)，特別是進行傳福音、佈道、宣教者及參與

此等事工之時。

「屬靈爭戰事奉」的輔導治療法，理想地由具

專業訓練、臨床經驗者及具辨別諸靈與趕鬼恩賜者

(徒十六16-18；林前十二4-11、28)按部就班，循序

漸進式執行。而有心志扶助受邪靈侵擾的受害者的

人，只要是重生得救，能注意下列各項要點者，仍

可參與「屬靈爭戰事奉」。

1. 要謹慎── 態度及動機

「屬靈爭戰事奉」涉及靈界的層面，絕不可跟

一般事工運作或活動混為一談。若不在態度及動機

方面機警謹慎(林後十一2-3)，便會如撒瑪利亞的西

門(徒八14-24)受責，或像猶太祭司長士基瓦的七個

兒子般，招損惹禍(徒十九15-17)。

2. 要備戰──準備及裝備

不作準備及裝備者上戰場，能凱旋歸家麼？焉

有不備戰者獲勝利呢？「屬靈爭戰事奉」豈不同理

嗎？「屬靈爭戰事奉」的輔導治療法，理想的當事

者應具專業訓練、有臨床經驗，這是專業式的準

備；就算具辨別諸靈與趕鬼恩賜者，也應作心靈準

備。

具意願參與「屬靈爭戰事奉」的信徒更須自

省自潔，脫離卑賤作貴重器皿，合乎主用  (提後

二21)，並且應受訓裝備，明白惡者詭計(弗六10-

20； 約壹五19)。不但需要是重生得救，並且已蒙

赦聖潔，生命中並無破口，始可參與「屬靈爭戰事

奉」，免致趕鬼時自招受損。

B. 進程

能力抗衡法與輔導治療法兩者執行時的進程大

異，分述於下：

a. 能力抗衡法

具辨別諸靈與趕鬼恩賜者，或危難急困時，採

用能力抗衡法，可應急而且省時。既無暇查問情

由，究察病歷，徵求受害者的許可或徵詢意願，當

然可速戰速決，先斬後奏般閃電式進行。然而，在

急難時，沒有辨別諸靈與趕鬼恩賜的信徒不應懼怕

逃避，卻應勇往直前，迎敵應戰。

若事發於佈道或聚會時，應由三數位同工，把

受害者帶離現場，以免擾亂聚會，構成混亂。參與

者同心禱告，奉主名宣告、捆綁、驅逐邪靈離開受

害者，到被罰該往之處不再回來。有時不一定馬上

見效，便應繼續讀經、禱告、唱詩、奉主名勅令邪

靈離開。

b. 輔導治療法

採用輔導治療法時，基本過程是先查問病歷近

況，由具專業訓練及臨床經驗者，或作好多方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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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信徒執行。「屬靈爭戰事奉」絕非專家學者

或具特種恩賜的趕鬼大師們的專利，但凡有心追

求，有意助人，與神、人(縱、橫向)的關係和好，

無罪阻隔且已認罪蒙赦，靈性壯健的信徒，均可按

情辦理，謹慎進行。

當然，受害者及與事者個人均須清楚得救，屬

靈狀態穩定，省察認罪及堵塞靈命破口，作禁食禱

告(可九29；太十七21)，並作試驗諸靈的查察(約

壹四1-6)，定可「奉主名」趕斥污鬼邪靈(徒十六

18)。然而，行事要靠神賜權能(「靠著神的能力趕

鬼」──路十20，二十四49)，要奉主的名(路二十

四47-49；徒十六18，十九13-17)。

3. 要作正確的診斷及智慧的判斷──診/判斷

(詳參溫以諾 1999b，2000)

人類被造乃按神的形象，卻具可見的層面(即身

體、語言、行動)及不可見的層面(即知、情、意、

靈魂、思想、感覺)。此外可再加細分：按動態可

三分為知識、情感及意志；按向度可三分為靈裡、

魂裡及體裡；按表現可三分為思想、感覺及言語行

動。人是一個整合體而具整合性，故上述各方面是

相連互動的。

聖靈及邪靈在個人內運作的進程非常類似。譬

如聖靈動工使人信主，按不同的性格、遭遇、處境

而異，依循的可能由情感→知識→意志；或由知識

→情感→意志等，多樣式，多變化。同理，邪靈入

侵進程也是花巧難測，變化多端；更在戰敗信徒時

便乘勝進來，直至信徒多方面、多向度地都大敗，

大肆摧殘。

因此，作正確的診斷及智慧的判斷十分重要，

要細究：邪靈入侵是從哪個管道進入？往外擴張到

何種程度？掌控受害者及於哪個層面？不能掛一漏

萬，以偏蓋全。更不應單憑受害者一面之辭(不能從

家人友輩得知實情)，或一己主觀偏見，匆匆判斷、

鹵莽診斷。因此，團隊事奉，聯隊迎戰便更穩妥！

4. 要真勝利、要真釋放──自由與轉介

邪靈擾人進入的起點不一，繼而延展成多層

面、多向度、多花樣的混亂境況，會導致複合病

症(complication)、雜亂情結(complex)。因此，查

問病歷有助診斷(diagnosis)、趕鬼(deliverance)及療

治(healing)。有時病情始於父母犯罪或病毒遺傳，

有時是個人曾交鬼、玩碟仙、幼時受虐、或信主前

曾淫亂墮胎、極度驚傷(PTD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掌相占卜、或婦女更年期生理變化、或

受性 / 暴力虐待引致心中苦毒、邪靈虐害而痛不欲

生、長期受財色毒酒賭所迷困等等。

更需要注意是，引發時出自某方面、某層面，

卻可能移至他方面，再擴張成情況複雜，更可能後

來構成病態情結(complex)，例如複雜的喪親之痛

(e.g. complicated bereavement)。情況有生理上(如

睡眠過度、不足、內分泌失常⋯⋯)、心理上(如

憂鬱自殺、人格分裂MPD)、社交上(如破碎家庭

disfunctional family等)、靈性上(如驕縱任性、財迷

心竅、色亂情迷、拜鬼請邪⋯⋯)等多方面的交替累

積，情結混雜。故處事者若囿於經驗、能力、時間

等限制，就該樂意、經常地轉介或接辦(referral) 或

邀請同工或專家協助(team ministry)。

複雜的個案暫且不論，單以靈性方面為例，

「屬靈爭戰事奉」應包括「3 C s」：認罪悔改 

(confession, 約壹 一9)、委身交托(consecration 歸服

基督為生命主宰、依順聖靈勝惡慾，羅八章、加五

章)、「奉耶穌基督的名」驅逐斥責(commanding/

casting out, 徒十六18；約十四13-14，十六23)。

暫時得釋放的受害者，應生活分別為聖(提後二

21)，要竭力抵擋，並且儆醒(彼前五5-9；弗六12-

13)，要自潔獻己，將身、心、靈交給神(羅六12-

14，十二2；提前二21-26)，要謹慎不給魔鬼留地步

(弗四7；羅六1-19)，委身成為靈宮(彼前二5；神的

聖殿──林前三16-17，六17-20)，要竭力抵擋，並

且儆醒(彼前五5-9；弗六12-13)，時常謹記自己已



因信與基督同死(加二20，六14 ──向世界及自我

死去)，順從並靠聖靈行事(加五16-26，羅八章)，

與信徒一起過肢體生活並一同成長，而非孤寂寡闢

(彼前二2；彼後三18)。如此才能恆久康復，而獲真

勝利、真釋放、得自由。

C. 事後

5 . 要 恆 久 的 康 復 ， 須 採 用 整 全 的 療 治 法

(holistic approach) 

務求根治邪靈的攻擊、干擾。可能是多向度的

(如生理、心理、社交、靈性等)，或是多層面的(如

個人、婚姻、家庭、家族、教會等)，又是多處境的

(如私生活、家人關係、工作環境、事奉實況等)，可

能是經年累月的積壓，構成複合性的頑疾、陋習、

情結(complex)，故此要恆久的康復而非短暫的轉

變，便須顧及多方面的因素，周詳考慮深層或多層

因由，採取多種整全的療治法，靈活地配合運用，

務求獲整全的療治。絕不能僅僅處理病徵(如酗酒、

色迷、暴力等)，或單集中注意力於受害者身上，而

忽略所處環境(包括婚姻、家庭、團體)，輔導學中

「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的處理法便是一例！

若能將認罪悔改、清楚得救等屬靈處方，與培

靈、輔導、家庭關顧、心靈醫治、行為療治、精神

治療、藥物治療等多種療法配合運用，多方導引，

多時關顧，多向度的瞭解及襄助，始能根治痛苦，

無後遺之憂，無重發之弊。若要真勝利、得根治，

並無神妙捷徑，除非神特別恩待憐憫，身歷神蹟奇

事。可見從信徒進步為門徒的路甚遠！由受惡魔捆

綁到真釋放、從敗退邪靈手中轉作長線真勝利，絕

非一蹴即至的易事！

6. 要檢討求進 —追求卓越

「屬靈爭戰事奉」中的受害者與服侍者，不該

在得釋、得勝時刻便滿於現狀，讓勝利沖昏頭腦，

疏忽不作檢討，疏懶不求上進。尤其是在戰敗後更

易氣餒，認命而不檢討敗因，閒懶而不求上進。豈

知好牧者不但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修剪

後多結果子 (約十1-18)，豐厚恩惠待領取(詩十六，

二十三)。檢討求進者有福了，追求卓越者必努力向

佳境邁進！

7. 要作精兵：施比受更為有福──受授

「屬靈爭戰事奉」中的受益者，不應長期依賴

受助，倒該自潔離卑賤作貴重器皿，從惡魔邪靈轄

制罪奴的身份地位，求進改變為基督精兵(提前二

20-22；提後四17)。筆者自1981年參與屬靈爭戰事

奉至今，親睹不少受害者經歷痛苦憂患後成精兵，

體驗痛楚後憐恤其他受害者的苦困，熱衷援助別的

同路人，明白「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真理(徒二十

35)，實行「多給誰⋯⋯多取⋯⋯多要」的精神(路

十二48)。這樣受授的傳承模式，領受恩情者感恩圖

報的恩典循環，構成彩虹的光環(如羅馬信徒與耶京

貧困聖徒的恩情關係，羅十五22-29；林後八1-15)

(有關「恩情神學」、「關係論」、羅馬書及路得記

「關係式解讀」請參後列專文)，映照神恩，福佑他

人，普及受邪靈困擾的痛苦人群！

結語

本文簡略介紹屬靈爭戰的真理及應用，並提出

「屬靈爭戰事奉」指南的七要項、十細則，其七字

訣為： 慎、備、斷、勝、恆、檢、精。在屬靈戰爭

的真理上，使信徒對屬靈爭戰事奉有基本認識，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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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信徒參與屬靈戰爭，裝備培訓成屬靈爭戰的特工

隊。若要堂會信眾均追求聖潔，渴求屬靈爭戰的勝

利，牧者領袖必須加倍努力教導他們有關屬靈爭戰

的真理，在生活事奉上有這方面的認識。參戰者得

著個別指導，受害者接受輔導，使信徒們得救又得

勝，既成長又成聖，得釋放後自潔又樂助別的受害

者。這是本文撰寫的目的，作者的期盼及真誠的禱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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