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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被撒旦捆绑的人得救

你必须是重生、受洗的基督徒

你必须明确你在基督里的位置。你必须知道你在耶稣里面，你跟
他一同坐在天上。 
4?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5?当我们死在过
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6?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7?要将他极丰富
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
代看。
以弗所书 2:47

你必须明确你跟基督同做后嗣。
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
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16?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17?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做后嗣。如果我
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18?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
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罗马书 8:1518

你必须明确你与神的性情有份（新译本译为“可以分享神的本性”）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
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 4?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
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
有份。 5?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
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6?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
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7?有了虔敬，又
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8?你
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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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 1:38

你必须明确你是神的义。 
15?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
死而复活的主活。 16?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
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17?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8?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19?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
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20?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
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6：1?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哥林多后书 5:1521,6:1

你必须明确耶稣除灭了魔鬼的作为。 
7?小子们哪，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8?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9?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
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约翰一书 3:79

12?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13?又
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14?儿女
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
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15?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希伯来书 2:1215

13?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
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14?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
们、有碍于我们的字据，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15?既将一切执
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歌罗西书 2:1315

你要明确你能赶鬼（马可福音 16：1718），撒旦和他的邪灵必须
伏在你权下（路加福音 10: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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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18?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
好了。”
马可福音 16：1718

18?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19?我
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
有什么能害你们。 20?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
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路加福音 10:1820

你有没有迷途的深爱之人,他们不愿跟神有一点关系?

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因为很多人都问我，
“为何我不能带我爱的人信主？他们怎么就看不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成
就的事情是多么美好？ 他们死后不想进天堂吗？人怎么会愿意按魔
鬼的方式在世上活着，死后还要去地狱呢？”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花了很多年，几百个小时研读神的话语才
找到答案。从那时起，这些发现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得救。

如果仔细研读，你会学到如何帮助你身边的人得救。

请注意：

我知道很多迷失的人得救的真实故事。这些人曾经不愿跟神有一点
关系，他们言语污秽、常年作恶，他们的前路是地狱。你想知道这
是为何？如果你把你所爱之人的名字放到下文的空白处，开始行出
神的话语所说的，你也会开始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不久就会
来到耶稣面前。

这个人的名字叫________。如果你曾尝试过对_________传讲耶稣，
可他/她都不愿意让你在他们身边提到耶稣的名字，你可以去经文里
寻找这个人为什么不愿知道任何关于耶稣之事的原因，也可以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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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里寻找处理方法。我知道圣经里说主想要世人得救。圣经是神的
旨意，我们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 3:16

所以如果________对在世上过丰盛得胜的生活、死后去天堂不感兴
趣，你就知道他们里面肯定有不对劲。哪里不对呢？到经文里找答
案吧。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1?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 
2?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
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于各人的良心。 
（仔细看，答案就在后面的经文里）
3?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4?   此等不信之
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
督本是神的像。 
5?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
们的仆人。

因此，现在我们就从经文里知道他们对得救不感兴趣的原因了。撒
旦——这个世界系统的神，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力或权柄能使撒旦离开这个人，
这个人就能得救呢？

我们再回到经文里找答案。神的话语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
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约翰一书 3:8

这节经文说耶稣除灭了魔鬼的作为。我们再看一节经文。
圣经里说，凡事定准要靠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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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马太福音 8:16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
定准。
哥林多后书 13：1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
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希伯来书 2：1415

13?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
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14?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
们、有碍于我们的字据，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15?既将一切执
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歌罗西书 2:1315

现在来看看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罪已被赦免，撒
旦再也没有什么权力控告我们。我们再回到经文找答案。
19?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20?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
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路加福音 10:1920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有胜过仇敌的权柄，他必须降服于我们。我们该
怎么做？我们再看经文。
3?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 4?我们争战的
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5?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      6?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
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哥林多后书 10:36
这些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经文。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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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16:19
祂在马太福音 18:18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信息，在第 19节赋予了我们
更多的能力。

18?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
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19?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
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
们成全。 20?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如果撒旦可以被基督徒捆绑、圣灵能被释放在某人身上，我
们就为像保罗说的征战做好准备了。

现在，设想你在基督里面、跟祂一同坐在天上，就像主耶稣看我们
那样。你在基督里面，在这里祂保护你远离仇敌侵扰。往下看看脚
下的撒旦。现在开始赞美救主，因祂为你——神的孩子所做的一切
赞美祂。就这样赞美敬拜一阵子。当你感觉自己仿佛真的看见自己
在基督里、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可以开始征战的祷告了。

征战的祷告

       天父啊，我赞美你圣洁的名。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你已
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我心怀感激。我很高兴能够直接来到你的宝座
前，按着你的心意向你求我所求的。我已经知道你想要世人得救，
我知道你会垂听这个祷告，并应允它。

       首先，天父，你说如果有人迷失被蒙蔽，那是因为他们被这世
界的神（撒旦）弄瞎了心眼。你告诉过我，我要凭着信心，使用你
的话语，捆绑撒旦并且把他从我朋友的生命中赶出去。

       撒旦，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不再干涉________.我命令
你把你怀疑和不信的灵从________那里挪去。我命令你把一切蒙蔽
他/她的心眼，使他/她不能知道、明白和得着耶稣和天国的好消息
的邪灵都带走。我打破邪灵一切从天上流向地上的交流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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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邪灵已经离开了，天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请你使圣灵行
在_______上面，使他/ 她知罪，并且吸引他/她归向你的国。天父啊，
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请你差派工人去收割，把他带到你的国里。
你在马太福音 9:38里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
他的庄稼。” 你在路加福音 10:2里又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
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所以天父，我请你差遣合宜的工人，如果我可以，请差遣我。
如果不是我，请差遣工人去收庄稼，把______带进你的天国。我现
在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你和你的国，把他/她的灵、魂、体都索要
回来。我要提前感谢你垂听并应允我的祷告。我知道你必听我祷告
因为我是照着你的旨意祈求。我知道我的祷告必要成就，因为圣经
里写着如果照着你的旨意求，我们无论求什么，你必赐给我们。

14?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
 无惧的心。

约翰一书 5:14

       你在也确认：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
 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哥林多后书 1:20）

       天父，感谢你的救恩临到__________.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为了保证你处理掉每一个邪灵，在两周里每天祷告一次这篇祷告。

接下来的某一天，你所为之祷告的这些人就会想知道如何成为基督
徒。你可以带他们来看罗马书 10:811
8? “ ”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
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10?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
认就可以得救  。 11?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这时你就能很荣幸地带领__________进入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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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志祷告

天父，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我的罪而死。我相信你从死里使
他复活，他现在活着，也永远活着。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现在我用口承认我得救了。我心里相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
我请你用圣灵充满我，使我有为你而活的能力。天父，感谢你使我
得救并且用圣灵充满我。奉耶稣基督得名，阿们。

他们就成了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因为圣经里写道：
?  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 5:17
（新造的人是指你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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