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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魔鬼（英文为 DEMON）这个词语来源于希腊词汇 

“DAIMON”，在整个的新约圣经当中，这个希腊词汇或

者被翻译成邪灵（DEVIL），或者被翻译成魔鬼

（DEMON）。 

 

新约教导我们，那些邪灵有时是导致犯罪、疾病、病

痛和心理失常等的直接原因。 

 

新约还教导我们，赶鬼、驱魔在新约的教会当中占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 (参见太 10:1,7,8; 路 10:1,17-20; 

可 16:12-20.)  

 

让我们在开始这门课程的时候，先来看看我们的仇敌

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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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你的仇敌认识你的仇敌认识你的仇敌认识你的仇敌 

 

 

1.1 他的堕落他的堕落他的堕落他的堕落 

 

撒旦和他的邪恶军队的堕落，发生在以亚当为始祖的

人类受造之前。所以，在圣经中对这一时间没有任何

详细的描述，只是非常隐晦、间接地提到。然而，在

圣经中有这样一些例子，当先知们受圣灵感动论到地

上的某个统治者时，他们会突然喷发出一些话语，这

些话语毫无疑问是指向这个统治者背后看不见的势

力——撒旦。下面就是这些例子当中的两个： 

 
(a)

 

结 28:1-19    这里的先知预言主要是关于推罗王的，

但是，所使用的语言只可能是用在撒旦身上的，他是

推罗王背后那看不见的势力。特别注意第 13-15节。 

 
(b)

 

赛 14:4-23   这里，先知是在谈论巴比伦王，并且预

言将要临到他身上的审判。但是，当我们读到第 12-

15时，我们发现这里明显地提到了路西弗，堕落的天

使长，也就是撒旦。 

 

事实上，通过这些先知，主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些地

上的统治者背后，确实存在着一股势力。是撒旦在通

过这些人彰显他自己的灵，导致这些人抬高他们自

己，与神相对抗。但是至终，这些人以及他们背后的

撒旦都将神正义的力量所推翻。 

 

有一些学者认为，在亚当受造之前，有种受造之物，

撒旦是这种受造之物的统治者。这种受造之物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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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这些学者认为是在创世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

之间的时期。耶 4:23-26所说的 ，似乎就是由于神对

在亚当之前的受造之物的审判，导致了全地变得荒

芜。可以特别注意一下耶 4:23、创 1:2和赛 45:18，

从这几节经文可以看出，神所创造的这个地球原本是

可以居住的，并不是空虚混沌的。 

另外有一个学派的学者认为，地球之所以变得空虚混

沌，是因为神的愤怒和对撒旦的审判。当撒旦和他的

堕落天使被赶出天堂的时候，审判也临到了人类的身

上(耶 4:23-27)，因为撒旦已经成为了人类的统治者。  

 

他们认为，所有的化石和恐龙都属于这个过去的世代

的受造之物。神创造这个地球不是没有目的的，地球

本不是空虚混沌的。在创世记一章二节之前的千百万

年（至于是多少年，他们会认为由科学说了算），地

球却变得空虚混沌。 

 

所以，他们认为，创 1:2所描述的情形，应当是在地

球的原始创造之后，地球受到一次审判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当今也有很多的学者非常强调，地球的

寿命只有 6,000年。 

 

1.2 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他的名字 

 

(a) 路西弗：

 

“明亮之星” 

赛 14:12   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里所讲的是在撒旦

堕落之前的情形，在他堕落并且成为黑暗王国的统治

者之前，他身处于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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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撒旦：

 

“对手，反对者，仇敌” 

代上 21:1;  伯 1:6;  亚 3:1,2。在整个的圣经当中，有

许多地方提到撒旦，要么是指魔鬼本人，要么是指在

他控制之下的众多邪灵，甚至还可能是指那些被他利

用的人，他利用这些人来对抗神和神的子民，比如在

太 16:23。 

 

(c) 魔鬼：

 

“控告者，诽谤者” 

太 4:1; 徒 10:38; 弗 6:11; 来 2:14 。是制一个具有人

格的魔鬼，他是邪恶的根源，他具有一种特别的能

力，能够欺骗、陷害和引诱。 

 

(d) 蛇：    

 

表明他的“狡猾和诡诈”  

创 3:1-14;  民 21:6-9;  约 3:14;  启 12:9,14,15;  启

20:2.  这里，设所表明的是，撒旦是罪的起源，他的

那种狡猾和诡诈是属地的智慧，象太 10:16和雅 3:15

所说的。 

 

(e) 龙：    

 

表明他邪恶的狂暴。 

 

启 12:3-17;  13:2,4,11;  16:13;  20:2.  用龙来指撒旦

时，总是会与受撒旦控制的那些在地上非常强大的政

权相联系，表明其富有侵略性，没有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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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别西卜

 

“鬼王” 

 

太 10:25;  12:24,27.  从“巴力西卜” (王下 1:2)演变

而来，是外邦人的神，是邪灵的统帅。 

 

(g)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弗 2:2   这个称谓是用来表明，撒旦是黑暗王国的统

治者，这个王国存在于环绕地球的空气当中。 

 

(h) 这个世界的神 
林后 4:4， 加 1:4.  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到他第二次降

临之间的时代被称为“这罪恶的世代”。 

 

(i)  这世界的王        

(kosmos, or world order) 

约 12:31;  14:30;  16:11.  这个名字表明，撒旦是神

的国之外的国度的统治者。 

 

1.3 他的邪恶军队他的邪恶军队他的邪恶军队他的邪恶军队 

 

对于撒旦的邪恶军队从何而来，有不同的观点，一些

是主要的几种： 

 

(a) 有人认为他们是一种人的灵，这种人存在与亚当
被造之前，撒旦是他们的统治者。这种观点认

为，当这种人在神的审判之下灭亡以后，他们的

失去了身体，但仍然居住在地球和空气当中，撒

旦继续指挥着他们，试图夺回对地球的统治。 

 

没有任何的圣经依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种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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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人认为是那些与撒旦一起堕落的天使。这种观
点认为有曾经有三个天使长，加百列、米加勒和

路西弗，每个天使长掌管三分之一的天使，当路

西弗堕落时，三分之一的天使与他一同堕落了这

件事情似乎在启 12:4,7-9中隐隐约约地提到。 

 

(c) 有人认为是 (a)和(b)的结合，  这种观点解释了
为什么在邪灵当中，不同的邪灵有不同层次的权

柄和智慧。 

 

1.4 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 

 

(a) 执政的：

希腊文为 “arkee”，可翻译成“第一的”、“首

先的”、“统治”、“当官的”或“执政掌权

的”。大多数情况下，当被翻译成“执政的”

时，总是指撒旦领导之下位份最高的邪灵。撒旦

王国里的一个王子似乎会有许多“掌权的”在他

以下。Eph弗 1:21;  3:10;  6:12;  西 2:10,15. 

 

(b) 掌权的：

希腊文为 “exousia”，意思是“权柄”。meaning 

“authority”.  这种权柄只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才

有效，绝不能在神的民之上。很明显，它比执政

的要低一个等级。参见 (a)中的经文。 

 

(c) 鬼：    

希腊文为“daimon”，或 “daimonion”。 

 太 9:33-34;  可 1:34;  16:17;  路 8:2;  9:1;  雅

2:19等。被翻译成为“鬼”，“鬼魔”。  

 

(d) 邪灵：  

希腊文为“pneuma”。当指圣灵、人的灵和邪灵的

时候，使用的都是这同一个词语。太 8:16;  徒

16:16; 提前 4: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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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弗 6:12。这个词语似乎是为了说明撒旦的邪恶

军队抵挡神的光，使这个世代成为了“这个邪恶

的世代”。 

 

 (f) 黑暗的权势：

权势的希腊文为“exousia”。 

西 1:13。撒旦的权势只存在与黑暗的世界当中，

当我们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时，我们就不再在他的

权势之下。   

 

(g) 降灾的使者：邪恶的天使 

诗 78:49。这些堕落的天使带来了邪恶、疾病和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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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胜过了撒旦基督胜过了撒旦基督胜过了撒旦基督胜过了撒旦 

 

 

2.1 基督自己的得胜基督自己的得胜基督自己的得胜基督自己的得胜 

 

太 4:1-11;  路 4:1-13。在旷野当中，撒旦从耶稣生命

中的三个领域对他进行了试探——灵、魂和体。可

1:12说：“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这说明旷

野的试探是出于天父对他儿子的计划与旨意。 

 

耶稣必须自己首先得胜撒旦，才能够为我们、代表我

们得胜撒旦。甚至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魔鬼、邪灵

就已经承认了耶稣自己胜过他们的权柄。路 4:33-36 

 

基督也把他自己的权柄权柄权柄权柄给予了他所拣选的门徒。太

10:1; 路 10:17-20。 

 

2.2 基督代表我们得胜基督代表我们得胜基督代表我们得胜基督代表我们得胜 

 

旷野受试探中的得胜是基督自己的得胜，而在十字架

上的得胜，则是基督代表我们得胜。西 2:15 

 

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时，他在五个领

域打败了撒旦：When Jesus died and rose again, He 

defeated Satan in five realms: 

 

(a) 作为罪的创始人的撒旦，已经被基督所征服。约
壹 3:8; 林后 5:21。 

 

(b) 作为疾病的创始人的撒旦，已经被基督所征服。
赛 53:4;  太 8:16,17;  徒 10:38;  林前 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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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死亡的领域里，基督已经战胜了撒旦。来 2:14; 

启 1:18。 

 

(d) 作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的撒旦，已经被耶稣所征
服。太 4:8-10;  弗 1:20-23。 

 

(e) 在整个的宇宙的范围内，耶稣已已经征服了撒
旦。弗 4:8-10; 腓 2:9-11 

 

基督的复活与升天将撒旦以及他的邪恶军队赶出了天基督的复活与升天将撒旦以及他的邪恶军队赶出了天基督的复活与升天将撒旦以及他的邪恶军队赶出了天基督的复活与升天将撒旦以及他的邪恶军队赶出了天

堂堂堂堂。。。。 

 

在伯 1:6-12和 2:1-7，我们看到撒旦能够来到神的面

前，他可以控告约伯，结果为了证明他对约伯的信心

是正确的，神必须允许撒旦攻击约伯。也就是说，在

撒旦的控告面前，约伯必须证明自己是义的。 

 

但是，当基督大大得胜并且升上高天的时候，撒旦就

被赶出了天堂，从此他的活动范围就限于地上。在路

10:18，耶稣以先知的口吻讲到，他看到撒旦被从天上

抛下来。同时参见约 12:31;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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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徒对撒旦的得胜信徒对撒旦的得胜信徒对撒旦的得胜信徒对撒旦的得胜 

 

 

在启 12:7-12，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基督复活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从第 10和第 11节我们看到，撒旦

曾经在神的面前控告弟兄，但基督复活以后他已经从

高天上被抛下。而且，现在现在现在现在 ，我们作为信徒，必须要

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来胜过撒旦。  

 

神拣选了我们这些人，血肉之体的人，但又是重生的

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拣

选我们作为战胜撒旦权势的器皿，拣选我们来彰显他

的恩典和智慧。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撼的事情。弗

3:10，林后 2:14。 

 

启 12:12告诉我们，黑暗王国的力量，来自于极大的

愤怒，以及不顾一切地、急切地要攻击神的子民的愿

望。 

 

通过以下五个基本点，每个信徒和每个地方教会都能

够胜过撒旦和他的权势。 

 

3.1与基督与基督与基督与基督 3联合联合联合联合 

 

首先，凭着信心，每个信徒都已经在基督的死、复活

和升天（到神的宝座）上与他联合。所以，当我们接

受与基督的联合时，我们就拥有了他的得胜。弗 2:4-

7，  西 2:10;  1:13。 

 

其次，作为重生的一个结果，已经作王的神的儿子，

他的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事

实。这是重生的实际结果，并且带给我们得胜。加

4:4-6;  西 1:27; 弗 3:16-20;  约壹 4:4 etc。 



Demonology 
 

Page 16 of 45 

 

 

3.2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 

 

撒旦的权势已经被神真理的话语所发出的光所打破。

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有智慧的知识，并且要凭着信

心活在这样的知识当中，运用这样的知识，并且用这

样的知识来劝慰那些我们所服饰的人，是他们也能够

做到这一点。约 8:32。 

 
 

 

3.3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耶稣的名 

 

既然我们是与我们得胜上的代表基督联合的，我们奉

耶稣的名名名名，就有一切的权柄，可以胜过撒旦和他的邪

灵。所以，黑暗的权势已经永远地，绝对地失败了，

这一点是每个信徒都享有的保证。奉耶稣的名，我们

可以斥责、命令、抵挡、胜过并且脱离撒旦和他的邪

灵。可 16:17，徒 16:18，腓 2:9-11 等等。 

 

3.4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 

 

魔鬼仇恨而有害怕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他们知道，

这无罪之人的血流出来，是要永远地毁灭他们在相信

耶稣的人身上的地位和权柄，他们知道，我们通过基

督的宝血，得到完全的救赎。林前 6:19,20，彼前

1:18,19; 启 12:11. 

 

3.5圣灵圣灵圣灵圣灵 

 

圣灵有能力、有恩赐，他可以给予我们足够的装备，

使我们与黑暗势力的能力以及诡计征战并且得胜。当

我们在服侍中需要面对邪灵的能力时，有一种特别的

圣灵恩赐是我们必须要切切地求的。这就是分辨诸灵

的能力，这种恩赐的意思，确确实实地包含了彻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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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邪灵的性质、力量和工作的能力。林前 12:10，

徒 16:16。 

 

这五点，每一点都可以讲很多，但是，前面所讲的足

以使每个信徒，特别是每个神的仆人有一个坚实的基

础，可以藉此建立起一道不可战胜的防线，可以抵挡

仇敌，经历荣耀的得胜，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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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赶鬼的服侍赶鬼的服侍赶鬼的服侍赶鬼的服侍 

 

我们现在进入到本课的一个更加实用的部分，也就是

赶鬼。因为撒旦已经把自己装扮成了光明的天使，所

以我们需要懂得神的话语，揭穿魔鬼的伪装并且对付

他。 

 

4.1 明白仇敌的工作明白仇敌的工作明白仇敌的工作明白仇敌的工作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对于撒旦仇敌的工作的各种形

式，旧约是如何描述的。参看申 18:10-12。 

 

(a) 占卜：                    试图看穿未来，算命。 

 

(b) 用法术：           用传达邪灵的反映的方式算命。 

 

(c) 观兆：用观察星象、茶叶、卡片、飞鸟等方式算

命。 

 

(d) 行邪术：招魂的把戏。 

 

(e) 用迷术：催眠的邪术。 

 

(f) 交鬼：用经火、赌咒等方式接魂，讨好邪灵。  

 

(g) 行巫术：主持降神会，并与灵界接触的人。  

 

 
 

(h) 过阴：召死人或假装唤醒死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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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在今天工作的各种形式仇敌在今天工作的各种形式仇敌在今天工作的各种形式仇敌在今天工作的各种形式 

 

仇敌这些形式的工作，今天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学校

里，让我们小心自己的儿女，躲避以下的这些东西： 

 

• 招魂说 

• 招魂术 

• 占卜板 

• 茶杯占卜术 

• 催眠术 

• 算命 

• 看手相 

• 占星术 

• 水晶球占卜术 

• 吸毒 

• 心灵感应说 

• 摇滚乐 

• 瑜珈 

• 超念哲学 

 

注意！吸毒：在加 5:20已经讲到了。这里讲到情欲的

事，包括了行巫术，RSV 版本的圣经翻译为“邪

术”  。希腊原文为“PHARMAKEIA”，有人认为就是

用药物行巫术的人，有人认为是指药物、药剂师或用

药物毒害人的。启 21:8;  22:15。 

 

4.2 各种形式的邪灵崇拜都是被禁止的各种形式的邪灵崇拜都是被禁止的各种形式的邪灵崇拜都是被禁止的各种形式的邪灵崇拜都是被禁止的 

 

参见利 19:31;  20:27; 出 22:18;  赛 8:19。同时参见

扫罗的经历——撒上 28:12-15;  代上 1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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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同形式的捆绑不同形式的捆绑不同形式的捆绑不同形式的捆绑 

 

• 受压制——参见徒 10:38;  这里受压制的字

面意思就是“被暴君统治”，这是我们每个信徒都经

历过的。弗 6:12， 雅 4:7，彼前 5:8-9。 

 

• 被鬼附——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人完全

被魔鬼所控制和支配，而是说，魔鬼占领了他的提或

魂的一部分，就像太 9:32-33和 12:22中的例子。 

 

4.4 基督徒有基督徒有基督徒有基督徒有可能被鬼附吗可能被鬼附吗可能被鬼附吗可能被鬼附吗？？？？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只有当他们没有完全顺服主时，

他们的身体或头脑才有可能被鬼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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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赶鬼所要做的准备工作赶鬼所要做的准备工作赶鬼所要做的准备工作赶鬼所要做的准备工作 

 

5.1做赶鬼的服侍的人必须具备的资格做赶鬼的服侍的人必须具备的资格做赶鬼的服侍的人必须具备的资格做赶鬼的服侍的人必须具备的资格 

 

(a) 我们需要权柄，而权柄是来自于： 
i) 重生的经历； 

ii) 对神的话语的透彻的了解。 

 

(b) 我们需要能力，而能力是来自于： 
i) 圣灵的洗； 

ii) 行在圣灵当中。 

 

(c) 我们需要信心，信心带给我们勇气、决心和持
守。 

 

(d) 我们需要对圣灵、对圣灵恩赐的运行十分敏感，
特别是对分辨诸灵的能力。 

 

(e)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征战的武器，在前面的内容中
我们已经讲到过。 

 

(f) 新信徒，或那些不成熟的信徒不应当来做这样的
服侍。如果有人自己都没有活在得胜当中，却在

这个方面乱来，这是非常危险的。徒 19:13-16 

 

(g) 除非有牧师的指导，任何人都不应当单独地做这
样的服侍。来 3:17，  雅 4:7。 

 

(h) 那些被鬼所附的人通常有很大的决心要尝试和做
赶鬼的服侍——这只会带来混乱和悲剧。他们通

常认为自己有特殊的恩赐，并且教会的长老们都

嫉妒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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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接受赶鬼的服侍的人需要做的准备接受赶鬼的服侍的人需要做的准备接受赶鬼的服侍的人需要做的准备接受赶鬼的服侍的人需要做的准备 

 

(a) 这样的服侍需要被服侍之人的合作。可 9:24“我

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b) 渴望释放的人他们自己必须愿意用神所提供的武
器来征战，这是非常重要的。太 12:43-45，路 

8:35，约 5:14。 

 

(c) 有些人只是有未被钉死的肉体情欲，我们要将这
个与需要赶鬼、释放的情形区别开来。太 24:28

鹰与秃鹰，邪灵。罪是属黑暗的。约 3:19,20，

弗 6:12，西 1:13。 

 

(d) 被服侍的人必须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 这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属灵的定律——彼

前 5:7-8，太 8:9;  23:12。 

• 撒旦是在悖逆当中统治的。——撒上 15:23。 

 

(e) 完全的诚实是非常重要的。耶稣是真理，而魔鬼
则是谎言。在神的面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

—来 4:13。被服侍的人必须预备好面对事实，承

认他们需要帮助，承认耶稣是唯一可以帮助他的

人。 

 
 

5.3 我们可能遇见的各种邪灵我们可能遇见的各种邪灵我们可能遇见的各种邪灵我们可能遇见的各种邪灵 

 

有各种各样的鬼，他们通常成群结队地在不同的领域

行动，控制一个人的生活。 

 

(a) 骄傲，嫉妒，猜忌。 
 

(b) 怨恨，仇恨，叛逆 那些最亲近和最亲密的人，比
如儿女对父母的恨，匪帮首领 Nicky Cruz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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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惧怕，  失望，  压力。提后 1:7。 

 

(d) 沮丧，  重负的灵——赛 61:3,  自杀的灵。 
 

(e) 撒谎和欺骗。 
 

(f) 性的方面——性变态是来自于魔鬼的。 
 

(g) 成瘾的一些习惯——暴饮暴食，酗酒，抽烟，吸
毒。路 17:27——在挪亚的日子，他们又吃又

喝。路 17:28——在罗得的日子，他们又吃又

喝。路 17：30——主再来的日子也会这样，人

们又吃又喝。路 21:34 ——贪食醉酒。 

 

(h) 言语 ——亵渎，恶言，脏话——西 3:8，读内容  

肮脏的书——弗 4:29-31， 5:4。 

 

(i) 宗教的领域 ——诱惑人的灵——提前 4:1-2，真

理的灵与虚谎的灵——约壹 4:6。 

 
 

5.4 邪灵的人格邪灵的人格邪灵的人格邪灵的人格 

 

具有认知、意志和说话的能力，有感情。 

 

• 徒 19:15  

  “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

呢？” 

 

• 路 4:33-34

 “我知道你是谁。” 

 

• 可 5:1-14 

   他们从那人回答说：“我的名字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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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2:19 

   鬼魔也信，却是战惊。 

 

• 分裂型人格——两个人——一个邪灵。 
 



Demonology 
 

Page 27 of 45 

 

 

6. 赶鬼释放的途径赶鬼释放的途径赶鬼释放的途径赶鬼释放的途径 

 

6.1 赶鬼释放之前的四个步骤赶鬼释放之前的四个步骤赶鬼释放之前的四个步骤赶鬼释放之前的四个步骤 

 

(a) 向神承认所犯的罪，并且祷告恳求饶恕和洁
净。约壹 1:9， 

约壹 2:1-2，雅 5:16——大家都知道的罪要彼

此认罪。 

放下一切的怨恨，仇恨，嫉妒和猜忌。 

 来 12:15 

苦毒的根源。 

 可 11:24-25

当你祷告的时候，要饶恕人。 

 太 6:9-15，路 11:2-4    主的祷告。 

 在得释放之前必须要饶恕。不要看重感觉，这

是一个决定，只要用你的口说出来。 

罗 10:9-10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饶

恕——口里承认。 

 

(b) 做服侍的人接下来要作一个“赦罪的宣告”—
—参见太 16:15-19，太 18:15-20，约 20:23。 

 

(c) 斥责、脱离撒旦权势的宣告——罗 10:10，启

12:11和约 14:30 。 

 

(d) 释放的祷告。 
 

6.2 赶鬼释放的四个实际步骤赶鬼释放的四个实际步骤赶鬼释放的四个实际步骤赶鬼释放的四个实际步骤 

 

(a) 识别邪灵。这可能需要“分辨诸灵”的恩赐的
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好在赶鬼释放时最好

有一名助手在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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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到邪灵的名字并且斥责他。 
 

(c) 命令邪灵离开。 
 

(d) 驱赶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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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住你释放的成果保住你释放的成果保住你释放的成果保住你释放的成果 

每个基督徒，特别是那些曾经被鬼附，后来的释放的

基督徒，都需要建立起安全防护的城墙和城门。 

 

路 11:24-26——我（鬼）要回到我原来居住的房子里

面去。我们需要与主耶稣基督保持一个经常的交通。 

以下是六个秘诀： 

 

7.1 活在圣经活在圣经活在圣经活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语当中 

用心牢记一些经文，看看对你的状况，神的话语是如

何讲的。 

• 约壹 3:8; 来 2:14-16   耶稣来为要除灭撒旦作为。 
• 西 1:12-13  我们不再属于撒旦的国度了。 
• 路 10:17-19   主赐的权柄胜过了一切仇敌。 
• 太 10:1  主赐的权柄可以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疾病。 
• 约 14:10-14   我们要做比主更大的事情。 
• 西 2:15   撒旦已经被基督打败。 
• 启 12:11  靠着羔羊的血胜过了撒旦。 
• 腓 2:5-10  耶稣的名超乎万名之上。 
 

7.2 不断地赞美神不断地赞美神不断地赞美神不断地赞美神 

我们必须学会与主同行，与他说话。 

• 弗 6:18   在圣灵里面祷告。 

• 帖前 5:17 不住地祷告。 

• 犹 20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 路 18:1  人要恒切祷告，不可灰心。 

• 诗 150:6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 诗 149:6   口中称赞神为大，手里有两刃的刀。 

7.3 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你的思想 

林后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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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培养与肢体和他人的正确的关系培养与肢体和他人的正确的关系培养与肢体和他人的正确的关系培养与肢体和他人的正确的关系 

腓 4:8-9;  来 10:25;  林前 12:12-27 
 

7.5服从管教服从管教服从管教服从管教 

永远都要记住，悖逆是撒旦的作为。太 8:9，腓 2:5-

11，来 13:17。 
 

7.6 经常地参加教会的聚会 来 10:24-25 
 

最后最后最后最后：：：： 
 

约伯被四面的屏障围住了——神让他处在这样的位置

上。伯 1:9-10。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周围筑起一道屏

障，只要我们对基督的宝血有信心，读神的话语，并

且依靠圣灵的能力。 

 

知道耶稣是谁：弗 1:17-23 

知道他说你是谁：                   罗 8:37 

知道他已经将怎样的权柄和能力给了你： 路 10:17-

19 

知道基督已经为了你永远地打败了魔鬼： 西 Col 2:15 

拿起主所给的权柄与能力，走出去释放其他被掳的

人：约 8:32-36 

 
 
 
 
 
 
 
 
 
 
 
 
 
 

 

� 赶鬼释放本身决不是一个人生活中所有问题
的答案，但是它却可以使一个人有了过得胜

生活的可能性。 

 

� 它只是一个开始。It is a beginning. 
 

� 在赶鬼释放后，活在得胜的、积极的信心当
中仍然是最根本的。只有这样，信徒才会在

恩典和属灵的力量上增长，从而保守他已经

获得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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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1. 记住，有些人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释放的，当

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并且不断地成长的时候，

他们没有经过专门的赶鬼释放的服侍就已经得

到释放了。 

 

2. 记住，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邪灵的能力

上面。 

 

3. 总的来说，赶鬼释放的服侍是最后的手段，不

能有什么问题就想到需要赶鬼释放。 

 

4. 记住，赶鬼释放的服侍并不能最终解决被鬼所

附或被压制之人的问题。赶鬼释放只是为信徒

在基督的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积极的生活打开

了一扇大门，对于得胜的、积极的生活而言，

正确的思想、行为和言语永远都是最根本的。 

 

5. 记住，要在神的话语上生根、成长，要被圣灵

充满，要最大限度地深入地与圣徒交通，这是

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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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赶鬼赶鬼赶鬼赶鬼 

（托尼史密斯讲稿） 

                                                             测试卷 

这是开卷考试，欢迎你使用圣经和笔记使用圣经和笔记使用圣经和笔记使用圣经和笔记。 

每一个问题一分，总分 100。 

请在答题纸上写好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 

请在两周内交上答题纸，以便记分后会还给你。 

请选择 A,B,C,D 或 E, 在你答题纸的方框里标上  

A 表示对,B表示错。 

 

关于圣经中提到的执政的关于圣经中提到的执政的关于圣经中提到的执政的关于圣经中提到的执政的、、、、掌权的掌权的掌权的掌权的：：：： 

1. 撒旦王国里的一个王子似乎会有许多“掌权

的”在他以下受差遣。（对/错） 

2. 撒旦王国里的一个王子没有许多“掌权的”在

他以下受差遣。（对/错） 

3. 希腊文 “arkee”, 翻译成“第一的，”“ 首先
的” （对/错） 

4. 希腊文 “arkee”, 翻译成“统治”。（对/错） 

5. 希腊文 “arkee”, 翻译成“仆人”。 （对/错） 

6. 希腊文 “arkee”，翻译成“当官的。”（对/错）  

7. 希腊文“arkee”, 翻译成“执政掌权的。” (对/错)  

8. 希腊文“arkee”, 翻译成“囚犯”。（对/错）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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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希腊文“arkee”, 翻译成“末后的”，“结束
的。”。（对/错） 

10. 希腊文“arkee”, 意指撒旦领导下位份最高的邪
灵。（对/错） 

11. 希腊文“arkee”, 意指撒旦领导下位份最低和头衔
并不重要的邪灵。（对/错） 

12. 执政的：希腊文为 “arkee”, 可翻译成“第一
的”、“首先的”、“统治”、“当官的”或

“执政掌权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当被翻译

成后者时，总是指撒旦领导之下位份最高的邪

灵。撒旦王国里的一个王子似乎会有许多“掌

权的”在他以下。弗 1：21；  3:10;  6:12;  西
2:10,15. (对/错)  

13. 希腊文 “exousia”, 翻译成毫无权柄的。（对/
错） 

14. 希腊文 “exousia”, 翻译成“权柄”。（对/错） 

15. 希腊文“exousia”, 这种权柄仅仅在神的子民身上
有效，对撒旦国度无效。（对/错） 

16. 希腊文“exousia”, 这种权柄仅仅在撒旦的国度里
才有效，偶而也在神的子民身上有效。（对/
错） 

17. 这种权柄有时仅仅在撒旦的国度里有效，有时

在神的子民身上有效。（对/错） 

18. 希腊文 “exousia”, 这种权柄只是在撒旦的国度里
面才有效，绝不能在神的民身上有效。（对/
错） 

19. 很显然，“exousia”比“执政的”要高一个等
级。（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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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很显然，“exousia”比“执政的”要低一个等
级。（对/错）  

 

21. 掌权的：希腊文 “exousia”, 意思是“权柄”。 
这种权柄只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才有效，绝不

能在神的民身上有效。很明显，它比执政的要

低一个等级。（对/错） 

 

试探试探试探试探  

22. 耶稣也象亚当一样，从两个领域经历试探。

（对/错） 

23. 亚当没有在任何领域遭遇试探，耶稣也一样。

（对/错） 

24. 亚当没有在任何三个领域里遭遇试探，夏娃却

是如此。（对/错） 

25. 在亚当生命的三个领域遭遇试探，耶稣也一

样。（对/错）  

26. 我们有圣灵保惠师，所以我们不会在“灵、

魂、体”这三个领域遭遇试探。（对/错） 

27. 就象亚当和耶稣一样，我们也在三个领域里遭

遇试探。（对/错） 

28. 我们在灵，魂，体三个领域遭遇试探。（对/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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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哪些经文指出亚当，耶稣，和我们所经历的试

探？ 

A.  创 3:6 , 路 4:3-12 , 诗 115:2 

B.  创 3:6  诗 115:2, 结 22: 4 

C.  约 3: 16, 雅 3: 2 启 12: 2  

D.  创 3:6 , 路 4:3-12 , 约一 2:15-17   

E.  路 4:3-12 , 诗 115:2, 结 22: 4 

30. 耶稣能够理解人所经历的试探。（对/错） 

 

撒旦的起源撒旦的起源撒旦的起源撒旦的起源 

31. 作为未堕落之前的路西弗，他是两大天使长之

一，米迦勒一起为神所造。（对/错） 

32. 路西弗，三大天使长之一，它和米迦勒，基路

伯一起被造。（对/错） 

33. 路西弗，三大天使长之一，它和米迦勒，基路

伯一起，在上帝以前就已存在。（对/错） 

34. 他极其渴望象上帝—特别贪恋权力/控制欲—特
别渴望拥有耶稣的权柄位置。（对/错）  

35. 有一说法认为他是天国带领敬拜的乐队领袖，

因此他极其渴望控制，毁坏音乐。（对/错） 

36. 有一说法认为他是音乐家之一，因此他渴望成

为乐队领袖。（对/错） 

37. 他不想象上帝一样，他仅仅羡慕权利/控制欲。
（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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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作为路西弗，他并非三大天使长之一，并非同

米迦勒，加百列一起被上帝所创造。他不想象

上帝，他不羡慕权利/控制欲— 不可能羡慕耶稣
的地位。有说法相信他是天国带领敬拜的乐队

领袖，因此他渴望控制毁坏音乐，在他堕落以

前，他并不漂亮。（对/错） 

39. 路西弗，他同米迦勒，加百列一起被上帝所创

造，三大天使长之一。他极其羡慕象上帝，特

别羡慕权利和控制欲- 可能羡慕耶稣的地位。有
说法相信他是音乐家领袖，因此他渴望控制和

毁坏音乐。在他堕落以前，他 是美丽的受造
物。（对/错） 

 

40. 哪个章节谈论到路西弗？ 

A. 来 11：13，赛 14：4-23 

B. 太 5：3，耶 50：2 

C. 结 28:1-19, 启 14: 6 

D. 诗 103: 12, 民 24; 5 

E. 结 28:1-19;  赛 14:4-23 

 

魔鬼的起源魔鬼的起源魔鬼的起源魔鬼的起源 

41. 堕落的天使，约三分之一，原在米迦勒控制下

的，同路西弗一起被赶出天堂。（对/错） 

42. 堕落的天使，约三分之一，原在加百列控制下

的，同路西弗一起被赶出天堂。(对/错) 



Demonology 
 

Page 38 of 45 

 

43. 堕落的天使，约三分之一，原在路西弗控制下

的。（对/错） 

44. 三大天使长，米迦勒，加百列，和路西弗，每

个天使长都掌管三分之一的天使。（对/错） 

45. 原本只有两大天使长，加百列，和路西弗，每

个天使长都掌管一半天使。（对/错） 

46. 原本三大天使长，基路伯，加百列，和路西

弗，不掌管天使。（对/错） 

47. 堕落的天使，在路西弗控制之下，约有一半天

使同他一起被赶出天堂。（对/错） 

48. 堕落的天使，原是在路西弗掌管下的三分之

一，同他一起被逐出天堂。（对/错） 

49. 有学者认为鬼魔是不可看见的灵，他们存在在

亚当受造之前，这种说法认为这种受造之物存

在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时期。在耶

利米书 4：23-27，可能指出，撒旦是这种受造
之物的统治者。（对/错） 

50. 有学者认为鬼魔是不可看见的灵，他们存在在

亚当受造之前，这种说法认为这种受造之物存

在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时期。在

约翰福音 4：23-27，可能指出，撒旦是这种受
造之物的统治者。（对/错） 

51. 堕落的天使，原是在路西弗掌管下的三分之

一，同他一起被逐出天堂，因此，有学者认为

鬼魔是不可看见的灵，他们存在在亚当受造之

前，这种说法认为这种受造之物存在在创世纪

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时期。在耶利米书 4：
23-27，可能指出，撒旦是这种受造之物的统治
者。他受审判，被逐出天堂。（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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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综合以上在 51里所说的问题，说明在鬼魔的等
级里，有不同层面的权柄和智慧。（对/错） 

各种形式邪灵附体的原因各种形式邪灵附体的原因各种形式邪灵附体的原因各种形式邪灵附体的原因 

53. 导致被邪灵捆绑的原因是 

A. 有规律地去教会，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B. 去踢足球。 

C. 罪，独行其事，悖逆，惧怕。 

D. 吃饭前不感恩。 

E. 顺服在教会权柄，在当中成长。 

 

54. 导致邪灵捆绑的原因是： 

A. 各种形式的交鬼，行巫术，过阴。 

B. 各种形式的占卜，算命。 

C.  各种形式的行邪术，用迷术。 

D.  各种形式的观兆，用法术。 

E.  各种形式的催眠术。 

 

55. 导致邪灵捆绑的另一原因是： 

A. 在圣灵里祷告。 

B. 读圣经。 

C. 来教会，敬拜耶稣。 

D. 同圣徒聚会，祷告。 

E. 敬拜鬼魔，及奥秘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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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导致邪灵捆绑的另一原因是 

A. 各种招魂说，招魂术，占卜板。 

B. 各种形式的算命。 

C. 各种形式的茶杯占卜术。 

D. 各种形式的看手相。 

E. 各种形式的占星术，水晶球占卜术。 

 

57. 导致邪灵捆绑的另一原因是 

A. 默想神的话语。 

B. 吸毒，心灵感应说，摇滚乐，瑜珈，超念冥
想。  

C. 吃药，医治疾病。 

D. 听敬拜基督音乐。 

E. 在基督里的信心。 

 

58. 导致邪灵捆绑的原因是 

A. 知道你被基督耶稣释放。 

B. 知道撒旦已被基督打败。 

C. 各种形式的“捆绑”——事或人。 

D. 知道靠着羔羊的宝血，你已胜过撒旦。 

E. 持续不断地赞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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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教授赶鬼课程最重要的三个条件是： 

A. 超过 40岁。 

B. 不管你信不信主，使用耶稣的名字。 

C. 我们需要权柄，能力，在基督里信心和神的
话语。 

D. 我们需要在我们工作中显要的位置。  

E. 需要和别人一样强壮。 

 

讲授赶鬼课程的教师应具备的另一些条件讲授赶鬼课程的教师应具备的另一些条件讲授赶鬼课程的教师应具备的另一些条件讲授赶鬼课程的教师应具备的另一些条件 

60. 权柄，来自重生的经历和对神话语透彻的了

解。（对/错） 

61. 能力，来自圣灵的洗，和行在圣灵当中。（对/
错）  

62. 我们不需要对圣灵有信心或敏感。（对/错） 

63. 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征战的武器。（对/错） 

64. 我们需要信心，信心带给我们勇气，决心和持

守。（对/错） 

65. 我们需要对圣灵十分敏感，让圣灵恩赐的运

行，特别是对分辨诸灵的能力。（对/错） 

66.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征战的武器。 (对/错) 

 

为魔鬼附体得释放后为魔鬼附体得释放后为魔鬼附体得释放后为魔鬼附体得释放后，，，，保守自由的方法是保守自由的方法是保守自由的方法是保守自由的方法是 

67. 不读圣经，不学神的话语。（对/错） 

68. 生活中活在圣经话语中，引用圣经作为灵粮。

（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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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对/错） 

70. 看色情电影。（对/错） 

71. 你得释放，不感谢主。（对/错） 

72. 顺服于神的管教，因为悖逆是魔鬼的作坊。

（对/错） 

73. 每年一次按常规去教会聚会。（对/错） 

74. 有规律地聚会，学习神的话语。（对/错） 

75. 培养与神以及属灵的伙伴正确的关系。（对/
错） 

 

活在圣经活在圣经活在圣经活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神的话语当中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神的话语当中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神的话语当中帮助我们知道我们 

76. 不再在撒旦的国度。（对/错） 

77. 没有能力和权柄战胜魔鬼。（对/错） 

78. 有能力胜过鬼魔，疾病。（对/错） 

79. 我们需要自己征战。（对/错） 

80. 靠着羔羊的血胜过撒旦。（对/错）  

 

我们征战的武器是我们征战的武器是我们征战的武器是我们征战的武器是 

81. 学习孔夫子，你能战胜自己。（对/错） 

82. 与牧师保持密切的关系。（对/错） 

83. 同基督联合。（对/错） 

84. 成为教会的一员。（对/错） 

85. 上帝的话。（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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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成为军队的一员。（对/错） 

87. 耶稣的名字。（对/错）  

88. 亵渎耶稣的名字（对/错） 

89. 耶稣的宝血。（对/错） 

90. 知道怎样打电话给警察局，请求帮助。        
（对/错） 

91. 否认今天圣灵在教会的存在。（对/错） 

92. 圣灵（对/错） 

93. 把我们的生命作为活祭献给耶稣。（对/错） 

94. 上帝的话和一根大教鞭。（对/错） 

 

争战争战争战争战 

95. 我们争战的对象是我们家里的成员。（对/错） 

96. 我们争战的对象是政府。（对/错） 

97. 我们争战的对象是敌人。（对/错） 

98. 我们的争战，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对/错） 

99. 我们的争战是当两个国家开始作战。（对/错） 

100. 我们的争战不是属灵的，而是肉体的。       
（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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