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服懼怕



懼怕的定義：
懼怕是一種感覺上令人痛苦的心理狀態
源由於實際或想像出來的情景，這種
的情緒感受會使人恐懼、緊張、煩惱、
害怕、擔憂等。



1.邪靈攪擾─讓你產生恐懼害怕
2.靈裡轄制─情緒受到紛擾不安害怕
3.被鬼附 ─懼怕的靈入侵
4.屬靈爭戰─進入靈界爭戰

＊內在引起的懼怕



約伯記 4:13-15
在思念夜中、異象之間,世人沉睡的
時候,恐懼、戰兢臨到我身,使我百
骨打戰.有靈從我面前經過,
我身上的毫毛直立.
約伯記23:15-17
所以我在他面前驚惶;我思念這事便
懼怕他.神使我喪膽;全能者使我驚惶
我的恐懼不是因為黑暗,也不是
因為幽暗蒙蔽我的臉.



約伯記18：11
四面的驚嚇要使他害怕,
並且追趕他的腳跟.



1.因環境變動帶來的懼怕.
2.因離婚、失業、經濟問題、車禍.
3.因親人死亡或病重.
4.因人、事、物，的影響產生懼怕.
（包含權柄,社交恐懼,對動物懼怕、、等).

5.因自己的病症.

外在事件帶來的懼怕



人在感到恐懼之下的自然反應，
腎上腺素大量釋放，身體機能進入
緊急狀態，心跳加速，血壓上升，
呼吸急促，肌肉緊繃，瞳孔放大，
眼睛大張，大腦釋放多巴胺，
胃部痙攣，嘔吐、、等。

懼怕對身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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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懼怕



一、勇敢地克服恐懼 :
要明白恐懼的背後,有些是一種邪靈的轄制,
必須要破除跨越.

二、揮別過去的傷痛：
過去的創傷,有可能是恐懼的來源,需要面對
它,並且需要釋放和饒恕.

三、依靠神得剛強：
要在聖靈裡禱告,宣告神的話,專心依靠主,
在禱告中擊敗令我們恐懼的邪靈.



經文宣告
提後1:7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

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詩篇34:4 我曾尋求耶和華,祂就應允我,

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
詩篇118:6 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以賽亞書12:2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
倚靠他,並不懼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
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以賽亞書 41:10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
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
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申命記3:22 你不要怕他們,因那為你爭戰

的是耶和華你的神.
羅馬書8: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
父！」
約翰福音 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
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
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箴言29：25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惟有
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

希伯來書 13:6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 主是幫助我的, 
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約翰一書 4:18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
除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
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醫治釋放懼怕的禱告



A.如何勝過死亡的恐懼？

除了啟示性安慰的話語外,
我們要透過大量的讀經,
有神的真理正確的信念,
從錯誤中得到是釋放,
當我們面對死亡的恐懼,
宣告神的話是非常有幫助的.



*勝過死亡的恐懼的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你在十字架上勝過死亡的
權勢,陰間的權柄都不能勝過你,我現在要
宣告,我不再害怕死亡,經上說愛裡沒有
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奉主耶穌的聖名,斥責那些來自地獄的
錯誤思想以及死亡的權勢都要退去,
與我無權無份無記念！
主賜我力量保守看顧我,
感謝主!阿們！



B.對憂鬱症帶來的懼怕：
憂鬱症的現象

 感覺悲傷、麻木、焦躁、無望、悲觀、焦慮、
 孤單或甚至漠不關心
 睡眠的改變（睡不著或者是睡很多）
 食欲的改變（吃很多或沒有胃口）
 無法專注,沒有精神
 對活動失去興趣和動機
 覺得無望或有罪惡感的念頭
 身體上的疼痛
 有傷害自己的念頭或行為
 自殺的念頭
 記憶或做決定的方式改變





*如何為憂鬱症禱告：
主耶穌啊！求你幫助我,醫治我的憂鬱症,
賜給我寧靜的心,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你,
求你向我顯明導致我愁苦煩悶的事件
和原因開放我的心眼,使我能真實面對
並將自己的情緒完全的釋放出來交給你,
讓你在我的情緒上作王掌權.
（把真實的感覺告訴耶穌）
奉耶穌基督的名我命令一切的憤怒、
焦慮、憂慮、不安、憂鬱、苦毒、
絕望、寂寞、恐懼、害怕、混亂和罪惡感,



以及攪擾的邪靈都要離開我出去,
到耶穌基督要你們去的地方,再也不能來
攪擾我、傷害我.
求主賜給我喜樂的心,因為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有主每天同在！
感恩禱告都是奉耶穌聖名！阿們！



C.如何釋放罪帶來的懼怕？
犯罪是屬魔鬼的.在我們生活當中有時
做了某件錯誤違法的事,如果不及時處理
的話,隱藏在裡面就成為轄制我們,使我們
害怕和恐懼.
另外一種罪疚感,英文叫“guilt”,
也就是自我定罪自我控告,
這也同樣是一種罪.



我們要怎麼來處理呢？
那就是在基督裡就不被定罪了.
羅馬書8:1-2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
就不被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
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的罪和死的律了.
當我們認完罪之後,要一個確信,所有的
罪債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經帶替我們
承擔了,罪的咒詛都要與耶穌同釘十字架
罪的權勢不再轄制我們,耶穌基督要成全
塑造我們有新的生命,釋放我們完全得
自由.



*釋放罪帶來的懼怕的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祢！因著祢在
十字架上的救恩使我們靈魂的拯救,
如今我更明白,也是我在罪中得完全
的釋放！
主保守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使我不再
被罪轄制,不再自我定罪,自我控告,
因為在基督裡我已經完全的自由了！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們！



D.如何勝過對權柄的恐懼？
有些人對權柄總是感到害怕,因為曾經
被權柄傷害過或者是被權柄轄制過.
我們要相信最大的權柄是神,神是慈愛的,
祂不會用權柄來轄制人,
所有的人都在神的權柄底下,
所以我們不必太在乎
權柄式的淫威.



*勝過對權柄的恐懼的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你,你的話語給我們勇氣
和力量,能夠勝過轄制我的恐懼,當我
懼怕的時候,我更要讚美你！因為你的
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讓我面對人
與權柄之間的關係,不會再被錯誤的
思想掌控,可以活在聖靈的自由裡.
感謝讚美主！
奉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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