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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毀心中的牆 

          劉梅蕾師母主講 
從我們生命開始，整個成長過程都需要愛與接納，但是， 

生長的環境、原生家庭、以及人際關係常常會帶給我們不 

同程度的傷害。  每次傷害的經歷存留在記憶裡，容易造 

成人格的扭曲，無形中築起心中的牆，與神與人有了防禦 

系統，甚至無法面對自己。  如何拆毀這隔斷的牆？倚靠 

聖靈與神話語的準繩，讓救恩之牆在我們生命中重新建造 

起來，與神與人和好，成為全新的你。 

 

      課程進度 

第一講 人的衡量, 神的準繩 

第二講 創傷的來源 

第三講 自我肯定 

第四講 選擇與決定 

第五講 嫉妒與比較 

第六講 赦免與饒恕 

第七講 罪與憂傷 

                 第八講 攻破堅固營壘 

 

 

 

 



 

 

拆毀心中的牆 

第一講                                         劉梅蕾師母 

 

一. 屬靈爭戰 (結 40:2-5 , 43:10-12, 45:5)  

Worship   在門讚美(賽 60:18) 

Announce  在牆上守望(賽 21：5-9) 

Rejoyce    在殿中喜樂 (賽 56:7) 

 

1. 三層面 

a. 個人－身、心、靈 

b. 教會－合一、釋放與綑綁的權柄 

c. 空中掌權的－城市、社區、城門  

 

2. 門, 牆, 殿(四圍有牆) 

a. 保護 (結 13:5，22:30) 

b. 拯救(賽 60:18, 26：1-2) 

c. 守望 (賽 62:6-7) 

 

二. 聖經中的牆 

A. 人的牆, 心中的牆 

制伏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 箴 25:28 

跳過  我藉著你衝入敵軍，藉著我的神跳過牆垣。詩 18:29 

守望 錫安民的心哀求主。錫安的城牆啊，願你流淚如河，晝夜不息； 

願你眼中的瞳人淚流不止。哀 2:18 

衡量 他量四面，四圍有牆，長五百肘，寬五百肘，為要分別聖地與俗地 

結 42:20 

         對我說話的，拿著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啟 21:15 

         又量了城牆，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啟 21:17 

    倒塌 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來 11:30 

     

重修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

堵，使我不滅絕這國，卻找不著一個。結 22:30  

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牆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開展。 

彌 7:11 

沒有上去堵擋破口，也沒有為以色列家重修牆垣，使他們當耶和華

的日子在陣上站立得住。結 13:5 

……來罷，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尼 2:17   



 修造城牆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尼 4:17 

察看 當夜我出了谷門，往野狗井去（野狗：或譯龍），到了糞廠門，察

看耶路撒冷的城牆，見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尼 2:13 

潔淨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和城門，並城牆。尼 12:30 

   救恩 當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我們有堅固的城。耶和華要將救

恩定為城牆，為外郭。賽 26:1       

 

B. 神眼中的牆 

      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賽 49:16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們牆壁後，從窗戶往裡觀看，從

窗櫺往裡窺探  歌 2:9 

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

了中間隔斷的牆  弗 2:14  

 

三. 人的衡量,神的準繩 

 神所指示的要用眼看, 用耳聽, 放在心上 40:3-5 

量殿的尺吋(因自己的罪孽和一切所行的慚愧) 結 43:10-12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牆是按準繩建築的，主手拿準繩站在其上。 

 耶和華對我說：阿摩司啊，你看見甚麼？我說：看見準繩。主說：我要吊起

準繩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寬恕他們。摩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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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劉梅蕾師母 

 

一. 我真是苦啊! 內在人(羅 7:18-25) 

1. 心理層面(天然的內在人) 

創傷---心理問題---治療---解決---饒恕---個人成長---美好人際關係 

      2. 屬靈層面(屬靈的內在人) 

背罪---犯罪---禱告---饒恕赦免---和好---靈裡成熟---彰顯神榮耀 

 

二. 對創傷(事件)的反應 

 情感: 痛苦 恐懼  憤怒 怨恨 苦毒 憂慮 抑鬱 無助感 麻木等     

+認知:自我形像低 不足感  幻想 悲觀 樂觀 不安全感 不公平感        

+意志: 果斷 動機 堅忍 聽從或反叛(渺視權威)等 

   =行為: 怕羞 侵略 沉溺 暴力 強破性行為 濫交(性方面)等 

 

三. 創傷的來源與進入 

    1. 罪/罪孽 (罪是現狀，罪孽是三、四代) 

       A. 罪的兩種層面 

A-1 自己所犯的罪(太 9:1-8，路 7:36-50，約 5:1-15)         

    A-2 罪惡感或羞恥感的背罪(原生家庭的影響) 

家庭(家族)的架構 

  核心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三代同堂家庭， 

  收養家庭，家庭內有非核心成員  

 

弟兄姐妹 

                    出生次序，性別，年齡差距，孩子的性格 

                    每個孩子在家庭歷史中的時間，為孩子預備的家庭節目    

 

B)罪孽(血源, 累代的根基) 

        祖宗的罪或迷信行為(拜偶像,行邪術等)帶來的咒詛 

 

2. 成長背景 

母腹期: 影響最深的人是父母(詩 51:5)     

童年時期：影響的人有父母、家人、學校、教會 

青少年期 

成年期：擇偶、婚姻、社會(工作, 政治，教會)  

 

四. 例: 雅各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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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劉梅蕾師母 

 

1. 你喜歡(欣賞)自己嗎？(可由相貌、個性、理智、情感、行為……來分析) 

2. 你認識自己的價值嗎？ 

3. 例：大衛 

 

自我肯定 

 

撒上 16: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

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詩 139:14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

道的。 

詩 139:15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羅 8:39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創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西 3: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歌 1:5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雖然黑，卻是秀美，如同基達的帳棚，好像所

羅門的幔子。 

代上 4:9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母親給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說：我生他

甚是痛苦。 

代上 4:10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 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

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但 1:15 過了十天，見他們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林前 12:23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他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

發得著俊美。 

林前 12:24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

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林前 1:27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羞愧。 

林前 1:28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

有的。 

弗 1: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

潔，無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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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劉梅蕾師母 

 

父母之行為 對兒女的影響 影響兒女對神的認識 神的應許 

無能去愛兒女 

 

不懂去愛，接受愛 

封閉 

不能經歷神的愛  

不保護兒女 

 

產生煩悶不安的情緒 

無安全感 

懷疑神的大能  

偏待兒女 

 

常有不公平之感(Why？)

產生自憐或驕傲（比較）

懷疑神偏愛他人， 

不敢親近神 

 

不接納兒女 

 

不能接納自己/他人 

自卑 

常有被神棄絕之感  

父母失信 

 

不能信任自己/他人 

 

不能信靠神  

父母過度吝嗇 

 

不敢求助 不信神豐盛的供應 

 

 

令兒女羞恥 

 

常存羞愧之感 

 

自疚不能接受神的饒恕  

滥用權威 

 

對權威者產生反感 對神反叛 

 

 

過份要求 

 

對己/對人過份要求 

完美主義導致心力疲倦 

神是嚴厲的  

父母虐待 

 

無助或自大的傾向 神要刑罰我  

選擇與決定---例: 路得記 

箴 9:1 智慧建造房屋，鑿成七根柱子， 

箴 14:1 智慧婦人建立家室；愚妄婦人親手拆毀。 

傳 7:8 事情的終局強如事情的起頭；存心忍耐的，勝過居心驕傲的。 

 

1. 離開與前往 

2. 信心中的認定 

3. 愛中的成全 

4. 屬靈的同伴 

5. 盼望中的投靠 

6. 看準時機 

7. 順服的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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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劉梅蕾師母 

 

嫉妒與比較 

 

箴 14:30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爛。 

加 5:21 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兇殺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雅 3:16 在何處有嫉妒、分爭，就在何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 

林前 3:3 你們仍是屬肉體的，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分爭，這豈不是屬乎肉體、

照著世人的樣子行麼？ 

加 5:26 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雅 3:14 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分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

道。 

箴 23:17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終日敬畏耶和華； 

林前 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雅 4:5 你們想經上所說是徒然的麼？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是戀愛至於

嫉妒麼？ 

 

例: 該隱/亞伯(創 4:4-7) 

    拉結/利亞(創 30:1) 

    約瑟/兄弟們(創 37,徒 7:9) 

    摩西/可拉黨(詩 106:16) 

    約書亞/兩個少年人(民 11:29) 

    掃羅/大衛(撒上 18:6-9) 

    耶穌受審(太 27:18,可 15:10) 

保羅/猶太人(徒 17:5,13:45) 

   

代求與祝福 

1. 以站在死人活人之間的代求贖罪,重修牆垣(民 16:46-48) 

2. 以祝福建立起真理的保護牆,隔絕仇敵的謊言(羅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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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劉梅蕾師母 

 

赦免與饒恕：不要讓聖靈擔憂－弗 4:30-32 

 

人際關係的侵犯  

a)身體 

b)話語 

c)性 

 1)一般性的 

電視、電影、錄影帶、網路上看到的性畫面，可能在小孩的心靈中造成創傷。 

 

2)嚴重性的  

小時候被強暴、或有亂倫的關係。這種性侵犯對一個人的人格發展、及將來

的婚姻生活，都會造成許多的創傷。 

 

3)淫亂, 姦淫, 近親性關係, 同性戀, 手淫等等  

(羅 1:24-28; 林前 6:9-10, 18; 林後 7:1; 西 3:5-7; 帖前 4:3-6，出:20:17b) 

 

環境(意外的事件) 的創傷  

車禍、地震、火災、在意外中失去親人，或失去工作，或失去肢體、器官、 

成為殘廢的人，或目睹這些意外、兇暴、自殺的事件，這些畫面重複地在這人

裡面上演，產生恐懼及害怕。 

 

省察一下,是否有任何人是需要饒恕與赦免的? 包括你自己嗎? 

□ 是否有一人至今仍使你憤怒,無法原諒? 

□ 是否總想到是他們造成我這個樣子的? 

□ 是否發現你反對某人是因他使你想起另一個人？  

 

饒恕的步驟: 

1. 求神向你顯明你生命中未饒恕的人(約 14:26, 16:13) 

2. 把受傷的真實感受告訴神(詩 62:8) 

3. 清楚且具體的宣告饒恕的事項(約 20:23) 

4. 求神饒恕傷害自己的人(路 23:34) 

5. 求神饒恕自己不饒恕人和懷恨的罪(約壹 1:9) 

6. 不再埋怨神允許對方傷害自己(箴 19:3)並為受傷害來感謝神(帖前 5:18) 

7. 求聖靈充滿受傷害的地方(路 11:24-26 

8. 為對方祝福(太 5:44; 伯 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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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劉梅蕾師母 

罪與憂傷  

 

結 43:10 人子啊，你要將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愧，也

要他們量殿的尺寸。 

詩 66:18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 

詩 51:17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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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罪禱告的進行： 

1. 求聖靈光照  

2. 誠實認罪：主啊！求你赦免我犯了……的罪。（具體說出犯罪事實） 

3. 宣告厭棄，將罪及老我交給主釘十架。 

4. 求主寶血潔淨 

5. 求聖靈來充滿我原來犯罪的那部份成為更新的心、更新的靈、更新的生命如

同主的心、主的靈、主的生命….。 

6. 積極宣告正面得勝：例：感謝主賜聖靈的力量使我的生命恢復成為聖潔、尊

貴、蒙愛、誠實、光明、得勝….與主同復活的生命。 

 

認 罪 禱 告 文 

＊主啊！我相信耶穌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 

＊主啊！我承認我是一個罪人，求主赦免我。 

＊聖靈，請光照我的罪，(等候) 

＊主啊！我犯了……罪（一件一件具體的認出犯罪的事實）。 

＊求主赦免我……罪，（具體說出罪名），除去我一切的罪孽。(可用約壹 1:9,) 

＊求主寶血完全潔淨我，釋放我，救贖我，改變我，更新我。 

＊奉主名我絕犯罪的老我和一切的罪惡，交給主與主同釘死十字架。 

＊奉主名靠羔羊寶血，我宣告斷除、棄絕一切罪惡的權勢、行為和咒詛全面離開

我。 

        ＊主啊！我要悔改歸像耶穌，求主幫助我結出悔改生命的果子。 

＊主啊！求祢使我與主的性情有份（相對的讚美主性情：聖潔、誠實、捨己、良

善……）一生效法主的榜樣，跟隨主到底。的主 

＊求主現在進入我的心中來充滿我，作我靈魂、生命、行為、性情的主，管理我、

牧養我、引領我、祝福我一生。 

＊感謝神，使我信耶穌成為聖潔、尊貴、蒙福、蒙愛……的兒女。 

＊現在我把自己獻給神作聖潔的活祭、作義的器具、作神的殿、求聖靈現在充滿



我。 

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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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劉梅蕾師母 

 

攻破堅固營壘 

 

一. 神的靈與神的殿 

    林前 3: 16-17; 6:19-20; 林後 10:3-5 

 

二. 脫離黑暗的權勢(西 1:13-14，約壹 3:8-9，4:4)  

    A.罪與罪孽的權勢 

    B.偶像的權勢 

 C.舊人的權勢(弗 4:20-24，西 3:5-10，加 6:16-26) 

 

三. 認識撒但的特性 

    墜落的天使(啟 12:9) 

    控告者(啟 12:10) 

    說謊之人的父(約 8:44) 

    試探人的(路 4:9-13; 太 6:13) 

敵基督與迷惑人的(約壹 4:3; 太 24:24) 

    幽暗世界的管轄者(弗 6:12) 

    到處尋找可吞喫的人(彼前 5:8) 

    尋找棲息之所(路 8:31-34; 11:24) 

 

四. 何謂鬼附? (通常是有層度性的由 0-10，4 以上就很嚴重)   

    a. 被鬼擁有(Demond Possession) 

        意指被鬼佔有, 被鬼控制 

  b. 被鬼影響(Demonized) 

       意指被鬼影響, 被折磨,壓抑,綑綁 

 

四. 鬼附的現象 

1.出現新的性格, 面部的表情, 音調和行為. 鬼多用第一人身說話, 

  稱受害者為第三者 

2.當時擁有超乎常人所有的知識與能力, 如知道未來, 傳心術 

3.超然的體力 

4.古怪的生理問題, 獸性之狀態, 特別的惡臭 

     5.道德性格的改變, 如粗暴和污穢的說話 

 



五. 如何知道鬼附的情況? 

1.透過自然方式的觀察(是否經常聽到另一個聲音?) 

當神的同在彰顯時(聚會,讚美,禱告,讀聖經),邪靈顯露出的情況,會由肢體

顯出來,如打哈欠,嘔吐,耳朵 瞳孔,放屁,手尖,腳尖出來,或氣由肛腹上來,或

甚至由頭頂出來) 

2.辨別諸靈的恩賜(約壹 4:1-6) 

  例: 我 xxx 的靈承認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 

    以此方式辨別, 若有阻力說不出時, 就知那人裡面的靈有難處說不出 . 

3.有知識言語的恩賜 

    例:通常有圖畫,印象,話語,或身體某部不舒服 

4.一般屬靈的敏感及經驗 

 

六. 如何作釋放的禱告? (聖靈與十字架－加 5:24-25,弗 2:13-18)) 

1.歡迎神的同在 (約壹 3:8) 

2.穿上全副軍裝(弗 6:11-17) 

 3.求羔羊寶血的遮蓋(啟 12:11) 

4.親口接受主耶穌基督, 並作宣告 (啟 12:11) 

 ...宣告我完全屬於主耶穌基督, 我單單事奉祂.... 

 5.奉主的名斷開, 砍斷, 吩咐邪靈離開, 且要高舉十字架 

…奉主的名我棄絕(逐一說出邪靈的名), 奉主的名吩咐邪靈離開,  

因主在十字架上已得勝 

  *有時邪靈不肯出來, 是因有創傷的勾住,因此要歡迎聖靈光照那創傷, 

需配合心靈醫治的禱告 

6.奉主的名在邪靈出來時, 要牠去主耶穌要牠去的地方, 不可停留在那裡, 

要離開那人, 那地方, 那物體和那些為他禱告的人. 

 7.要奉主的名將營壘收覆回來 

   ...奉主的名我宣告 xxx 營壘要歸順基督, 求主的寶血塗抹遮蓋, 不讓

邪靈再進來, 我定意讓自己裡面只有主耶穌同在的堅固堡壘 

 8.要奉主的名祝福並歡迎聖靈充滿 

9.要將一切的榮耀歸給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