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2/21/2021 主日信息：擺脫撒旦的攪擾 - 李世宗弟兄】 

經文： 可 5:1-3,5-15,18 

經文可 5：1-3,5-15,18「 他們來到海那邊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穌一下船，就有一個被污鬼附著

的人從境至裡出來迎著他。那人常住在墳瑩裡，沒有人能個住他，就是用鐵鍊也不能;他畫夜常在

墳瑩裡和山中喊叫，又用石頭砍自己。他遠遠的看見耶穌，就跑過去拜他，大聲呼叫說：至高神

的兒子耶穌，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指著神懇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穌曾吩咐他說：污鬼

啊，從這人身上出來吧！耶穌問他說：你名叫什麼？回答說：我名叫群，因為我們多的緣故;鬼就

央求耶穌說：求你打發我們往豬群裡，附著豬去。耶穌准了他們，污鬼就出來，進入豬裡去。眾

人來到耶穌那裡看見那被鬼附著的人，就是從前被群鬼所附的，坐著，穿上衣服，心裡明白過

來。耶穌上船的時候，那從前被鬼附著的人懇求和耶穌同在。」 

前言 

人渴慕恢復正常生活； 

新冠疫情到現在已經一年，打翻人们生活方式，而此刻你最渴慕什麼？趕快接種疫苗，為了恢復

正常生活，疫情造成巨大損害，主要原因是病毒看不見，很難防範。但疫苗即將普及，疫情將逐

漸消失，這不過是暫時的。其實人類有另外看不見的敵人，使人生活不正常，但這卻不是暫時

的，一直深深攪擾人類的生活，  那就是魔鬼，或稱做撒旦。人的起初，撒旦藉蛇引誘始祖吃禁

果，人從此生來就有罪性，使人與人衝突不斷。直到今天，聖經說: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惡者就是撒旦。放眼天下，世局混亂，我們不難理解是撒旦在背後操弄，而全世界包括你和我，

也被撒旦危害。如果你不同意我說的，可能你不願談論撒旦覺得那是高舉撒旦或不相信撒旦存

在，或認為撒旦與你沒有關係，以致對撒旦的認識不適當，其實這正合撒旦所希望的。 

英國名神學家 CS Lewis說：撒旦最首要的目標，就是給你打麻醉劑，讓你對他不防備。為什麼？

因為他不希望你知道他正在危害你。 

美國的葛理翰牧師說：別以為撒旦是無害的。他聰明有能力，永不改變的目標是竭力擊敗神的計

劃，包括神對你人生的計劃。是什麽？第一、神要使用你，來榮耀祂；第二、神要賜福你，使你

的福杯滿溢；而撒旦正在盡力的破壞。 

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已經明白撒旦與你有關系。今天你我就是要認識並擺脫撒旦對你的危

害！  名家的話可以幫助我們，但是信息必須要根據經文。你也許聽過被鬼附，但沒見過，這個

故事好像天方夜譚，這段經文怎會跟你有關係呢？必定有關係！因為耶穌說：天地都要廢去但我

的話卻不廢去，聖經沒有過時、無用的話。我根據這一段的經文，要將今天的信息，包括三部

分； 

第一部份：撒旦帶給人危害 

這鬼附的人代表今天的人的生活真的受到撒旦的攪擾，而他的痛苦說明受攪擾的後果。如何擺脫

撒旦的攪擾？ 

  

第二部分：靠神能擺脫撤旦 



2 
 

當時很多人被鬼附，這個人的鬼被趕出是運氣好嗎？當然不是！在耶穌趕鬼的過程顯示靠神勝過

撒旦是有條件，那是什麼？為什麼要把鬼趕走？因為這人可以； 

第三部份：重得美好的生活 

他有那些改變，使他重得美好的生活？這些改變也可使我們徹底脫離撒旦的攪擾，我們今天也能

得到！ 

 第一部份：撒旦帶給人危害 

 一、撒旦攪擾每個人 

 可 5:2有一個被污鬼(Unclean Spirit)附著的人從墳塋裡出來迎著他。 

污鬼的定義使這故事與每個人連結起來 

• 兩種不潔的靈：撒旦、不潔的人的靈 

   unclean (akathartō)不潔、不純 

   spirit (pneúma)天使、人的靈 

1. 污鬼英文 Unclean Spirit，兩種不潔的靈 

2. unclean (akathartō ) 原文阿凱撒偷斯是不潔的意思 spirit (pneúma) 怒馬指天使，不潔的

天使是魔鬼，就是撒旦。  

3起初人被造成有靈的活人，人的靈是清潔的，人犯罪後人與神關係不對，人的靈變為不潔。因

此，污鬼 unclean spirit 就包括撒旦及人不潔的人的靈。我希望你已經全然成聖，全然的聖潔，

如果還沒有，你和我都有不潔的靈，祇是輕重之別，每人都包括在 unclean spirit原文的定義

裏。 

4.    人不潔的靈產生壞的心思、行為，並承擔惡果。如果這種不潔的靈嚴重地轄制人，使人受

到極大傷害，其實相當於另一種鬼附。所以，這鬼附的故事就與我們有關的信息。 

 5. 但這不表示，撒旦跟你沒直接關係。Unclean Spirit 有撒旦和人不潔的靈兩種意思，表示兩

者之間有一定的關係，這個關係就是：人不潔的靈，會引來撒旦。 

 6. 人常把失敗歸罪撒旦，人要自己負責，撒旦不是人失敗的藉口！但是撒旦卻參與、加深甚至

主導人的失敗。因為聖經彼前 5:8說: 「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

吞吃的人。」 

7.     人的靈不潔，就會使人變得軟弱和愚昧，撒旦可以進入這個破口，來欺騙、誘惑， 而聽

從撒旦的就變成了可吞吃的人，被撒旦所消滅。 

8. 撒旦主動、積極不放過任何人，你我都是他的目標。或多或少，或早或晚，或短暫或長久，我

們都被撒旦侵擾，撒且是你我真實的仇敵。這屬靈的爭戰，無人可以置之身外，但是戰場在那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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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耶穌在世經常趕鬼，耶穌升天後，趕鬼未曾停止，祇換了場地。耶穌升天，藉聖靈住在人心

裏，而人心正是魔鬼撒旦所要霸佔之處，人的心就成為了耶穌與鬼爭戰之處。 

所以聖經要我們今天的信徒，靠著神天天趕鬼。 雅 4:7 「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

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這不就是趕鬼嗎？我們必須時刻靠神趕鬼，我們看從這一個被鬼附的

人，他被鬼的折磨，我們就可以看見撒旦如何可以來危害我們。 

 二、人被攪擾的後果 

首先是離開真道；可 1:3「那人常住在墳塋裡。」 

1.鬼使那人住墳塋，他離開家人朋友，他更不能進入會堂，祂不能去學習聖經，他完全與神隔絕 

2. 撒旦也要我們離開神，保羅說： 

提前 4:1 「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離開真道也

就離開神，之後，人的心思就會被撒旦掌控：           

 可 5:9「我名叫群，因為我們多的緣故；」 

 猶太人取名字必須求問神，所以名字具有屬靈意義，代表他一生與神的關係，這是他的身份、特

質，是他心思的根本。耶穌問他說：你名叫什麼？他回答說：我名叫群，因為我們多的緣故；並

以我們來稱他跟眾鬼之間的關係。這個是鬼的心思，他已經失去原來他應該有的心思。而鬼能控

制今天基督徒的心思嗎？  

雅 3:14-15 “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紛爭，就不可自誇，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

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  

1.雅各書的受文者是基督徒。基督徒竟有苦毒、嫉妒的心思，雅各指出是屬鬼魔的，可見撒旦可

控制基督徒的心思。 

2. 保羅說：弗 6:11-12 「要抵擋魔鬼的詭計。」 撒旦是謊言之父，他的詭計就是誘惑、欺騙人

的心思，在那裏施詭計呢？就是在人的心。所以保羅又說：「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

是與那些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這爭戰就是不讓撒旦掌控人的心

思。掌控人的心思，就掌控了那個人的行為，而撒旦為的是要使那個人傷害自已。 

可 5:5  「他晝夜，又用石頭砍自己。」 

撒旦要取代神，達不到而恨神。人有神的形象、敬拜神，所以，撒旦恨人，撒旦最高興看見人受

苦，所以他必定盡一切的力量使得人傷害自已。保羅講過類似這鬼附的人傷害自已的例子： 

 提前 6:9-10「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沈

在敗壞和滅亡中。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這像不像用

石頭砍自己呢？ 

 1.人需要生活需要銭，但是這裡講的是貪財，貪財乃是出自人不潔的靈而來的貪婪、私慾，撒旦

就能切入，佈下網羅，結果是那個人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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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類似情形表現在其他方面如染上壞習慣，如汹酒、吸毒、流連色情網路。或心中累積苦

毒、緊抓仇恨、過度的憂慮、莫名的恐懼，不該做的做出來，該做的做不出來，活得悲慘，是傷

害自己。但是却像这个被鬼附的人无力擺脫。 

  

可 5:3-4 、9 「那人常住在墳塋裡，沒有人能捆住他，」 

  

1.人要幫助他，把他捆住，要帶他脫離墳塋，但卻做不到。 

 

2. 墳塋是 Tombs，是很多的墳，這個人就是從一個墳換到另個墳，他不能離開墳塋區，而時間拖

了很久，他無力改變。祇有耶穌能改變！ 

  

 第二部分：靠神能勝過撤旦 

 

因為神大於鬼； 

 「群」 是羅馬軍隊的單位，3000-6000人，鬼這麼多，而耶穌祇是一人。鬼敵不过耶穌。那為

什麼那麼多被鬼附的？因為他們没有遇見耶穌。鬼被趕出去有兩個條件： 

    

一、神來找人 

 可 5:2、6「耶穌一下船，就有一個被污鬼附著的人從墳塋裡出來迎著他。他遠遠的看見耶穌，

就跑過去拜他，」 

          

格拉森有很多豬，猶太人視豬為不潔，且住很多外邦人，猶太人不願交往，耶穌為何去格拉森？

耶穌前一天晚上耶穌吩咐門徒說: 我們渡到那邊去吧。上岸時，那鬼附的人能看見耶穌，表示已

經天亮，且渡海過程半夜起了風暴，耶稣平靜風和浪，可見整夜渡海是漫長而又危險的。当耶穌

離開格拉森，並未去別的地方，而是又渡到原來出發之地，祂是專程而去而非路過格拉森，是專

程來找這一个又髒又臭，被人所厭惡、遺棄的，被鬼附的，耶穌竟特地去醫治他，来把他的鬼赶

出去，耶稣是多麼很愛這人。 

  

二、人來找神 

這個被鬼附的人不是住在墳塋里嗎，他為何跑出來了？而鬼不是怕神嗎，為何來迎著耶穌呢？被

鬼附的仍然有人的感覺，很痛苦，想要擺脫。是這人要來找耶穌。  迎著他不是偶然遇見，原文

是兩個字：去和見，go and meet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遠遠的你能看見什麼？你最在意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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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遠遠的看見，可見他專心尋找。就跑過去拜他，遠遠的就跑過去，跑多遠、跑多久、跑多

累，可見他是多麼的渴慕遇見耶穌。 

  

1.一位台灣牧師兒子 18歲染上網路遊戲，每天 16小時，學校成績變壞、經常被當 

 

2. 染上抽煙每天 2包、喝酒每天一打啤酒，沈迷賭博。個性變了目中無人，常與家人衝突。這情

況持續 15年，人被毀了。 

 

3. 有天醉熏熏被家人帶去敎會佈道會。當晚做惡夢被到處追殺，被追到驚醒手腳懸空中，正是他

被追到的那個姿勢。他嘔吐、心臟不適，幾乎不能呼吸，覺得有股勢力在警告威脅他不要再去敎

會，他非常的害怕。這個時候他心中却聽到一個聲音說: 孩子，我在這裏，别担心。這是神來找

人。這聲音帶給他希望，他決定不懼威脅隔天再去参加聚會，這是人來找神。 

 

4. 聚會開始詩歌響起，他就不停流淚。當牧師為他禱告時，他竟不斷大聲吼叫，全身發熱抖動，

有股力量從他心裡往上衝，突然消失。原來他曾被鬼附了，而已經離開了他。 

 

5. 從此他戒掉網路遊戲、抽煙、喝酒賭博，成為正常人。現在經常做見證幫助網路成癮者。 

  

弟兄姊妹，人的問題不能解決，不是因為神不愛人、神的能力不夠，是因人没有與神連結。  你

是否活在撒旦黑暗權勢下，想要擺脫，但覺得神沒來找你嗎？不，神一次再一次找你，祇是你沒

有聽見祂的呼喚。 

耶穌不祇來找這個被鬼附的人，耶穌找每一個人，祂說：「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為

此，祂付上了代價，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祂復活，祂成為救恩，衹要接受的就能夠得著，耶穌

就住在人的心裡。弟兄姐妹們你要得到耶穌嗎？你渴望耶穌來幫助你擺脫綑綁嗎? 你尋找嗎？聖

經應許，尋找就必尋見。你要努力的來尋求！ 

  

耶穌曾經吩咐鬼從這人出去，這次趕鬼如何能確定鬼不會再回來？今天人受到撒旦攪擾，豈不是

也來來去去，難以隔斷？然而這人不會再次被鬼附，這鬼附的離開鬼後，他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改

變。 

  

路 5:15 「從前被群鬼所附的，坐著，穿上衣服，心裡明白過來，」 根據這一節的聖經，我們看

見第三部分，他重得美好的生活，包括正常的信仰；正常的心思；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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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份：重得美好的生活 

  

一、 正常的信仰 

路 5:15 、19“就是從前被群鬼所附的，坐著…懇求和耶穌同在。鬼要那人住在墳瑩，離開人離

開神，鬼離開後，他回到神面前。他坐著是聽耶穌講神的話和敎訓。”  

  

而耶穌要離開格拉森時，他要求和耶穌同在，他想要跟耶穌繼續一起生活、這是跟從神。 

 

所以耶穌說： 約 10:27 、28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 我又賜給

他們永生。」 聽從神、跟隨神，是信仰中最重要的事，因為這帶來了正常的心思。 

  

二、 正常的心思 

 鬼使那人忘記自己名字，有鬼的心思，鬼離開後，他的心思意念恢復正常。可 5:15“從前被群

鬼所附的，坐著，心裡明白過來英” (英文是 in his right mind)。 

  

• 正確的心思      希臘原文 Right mind 

 

Sopron: 削盆  是由 sózó phrén 兩字組成 

 

phrén佛倫 思想、意念 

  

指心藏與腰之間腹隔膜，是控制呼吸功能。或指內臟，那是維持生命最重要的东西。他是指人心

最深處真正的心思意念，这乃是決定人的行為的。 

  

         sózó  搜週 醫治、恢復 

  

是從滅亡中拯救出來，這字和救主 savor是同一個字根，正確的心思是被神醫治拯救過來的心

思。反過來說，心思不正確，是人心思受撒旦影響，其實是沒有聽從神、跟隨神的後果。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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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不正確 in wrong mind，是不知不覺或知道卻不糾正，會對人造成多麼大的損害嗎？Boeing 

737 MAX的悲劇就是例子 

 

1.737型客機是有史以來最普及最成功的客機   

 

2.2017年推出第 4代 737Max，被各界看好，並且爭相訂購。 

 

3.2018-19五個月以內，有兩次的失事，被世界 59 航空公司禁飛，387架飛機像廢物棄置在世界

上的各機場裡面。 

 

4. 經過 20個月調查，找出問題並修正，2020 年 11月允許復飛。 

  

5. 但是，波音公司 436架這型飛機的訂單被取消，支付各種賠償，共損失 200 億美金，名譽、信

用損失更大，波音公司差點滅頂。 

  

6.  出了什麼問題？MCAS 飛航電腦設計錯誤，解錯信号、下錯指令，飛機會往下墜，機員不能糾

正。換句話說，這飛機頭腦有病，心思不正確 in wrong mind 

 

7. 這樣能飛嗎？300架到處飛了一年半。波音在出事前半年已經發現問題，但判斷不影響安全，

沒有做任何的糾正。這樣，飛機就不會出事嗎？時間到了，出事 2次，沒有任何人生還，共 346

人死亡。 

  

弟兄姐妹們，就像 737Max 是最先進的飛機，無論你多麼樣的好、多麼樣的努力，衹要你心思不正

確，結局必是失敗與毀滅！ 

當你心思不正確的時候，你在做重要決定時，怎麼能聽從聖靈而不順服肉體？當你面對仇敵、困

難，你怎能交託給神、依靠神剛強，而不憂慮膽和恐懼？當你被傷害，你又怎麼能夠包容原諒

而，而不是去心懷苦毒跟怨恨呢？ 

  

心思錯誤就是在傷害自己，難怪撒旦要掌控人的心思。這乃是從最根本去破壞，是最長遠的影

響，也是人所能夠承受最危險、最大的捆綁。當神拯救、醫治、恢復人的心思，人就能夠脫離捆

綁。過得勝蒙福的生活。所以耶穌使這個人恢復了正常的心思，並且帶來了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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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常的生活 

 可 5:15「從前被群鬼所附的，穿上衣服，」 

  

鬼使那人傷害自己，過不正常的生活，鬼離開後，他穿上衣服，坐在耶穌腳前，想和耶穌同住，

表示他回歸人群，恢復正常生活，正常生活最重要的，是成為被神使用的人。耶穌離開格拉森

時，他求和耶穌繼續同住 

  

可 5:19 、20 「耶穌不許，卻對他說：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將主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

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傳揚耶穌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眾人

就都希奇。」 

  

低加波利是希臘人建的十座城。他向眾多且包括希臘人傳揚神的作為，他的生活多麼有有意義、

有價值。正常的信仰、正常的心思、正常的生活，是這個被鬼附的人，鬼離開以後他所重新得到

的。換句話說就是撒旦從這人也要從我們奪去的，   你有没有被奪去呢？你被奪去什麼呢？你被

夺去多久呢？ 

  

結語： 

今天信息藉被鬼附的經歷，說明人因不潔的靈使得撒旦介入而使人脫離神、心思被控制、傷害自

己、無法擺脫。要擺脫撒旦，有兩個條伴，是神來找人，而同等重要的也是人來找神。而擺脫撒

旦的攪擾帶給人生命徹底改變，其實這是神最主要的工作。約壹 3:8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

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是耶稣來到

世上，祂為我們釘死十字架復活，祂成為救恩，叫接受的人就能夠得著祂。使人與神恢復關係，

才能夠擺脫撒旦出黑暗入光明。能夠恢復正常的信仰、恢復正常的心思。有些人的經歷不一樣，

先恢復正常的心思，再恢復正常的信仰，這兩種途徑都會使人恢復正常的生活，使人被神使用，

蒙神的祝福。 

 

就好像 John Newton 經歷的生命改變 

1.1785英國牧師 John Newton 在英國國會演說，痛斥販賣黑奴不道德，導致 1807 年英國禁止販

賣黑奴。 

 

2. 他跟著名佈道家 John Wesely牧師學習聖經，他成為未受神學敎育而被按立為牧師的第一個

人，打破了英國敎會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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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成為名佈道家，有時一週講道 12次，他在鄉下小敎會牧會 16 年，敎會復興增呈 2000 人。

可是像他這樣被神重用的人，他竟然常對人說： 

  

4.      没有人像我這樣不配神的恩典，我以前何等淫亂、放蕩、頂撞神，活在撒旦掌控中。他

從前是怎樣的人？ 

 

 5. 他 17歲成為一個水手，他在他所工作的海輪上，他幫助船長專門做販賣黑奴的生意。他染上

吃喝嫖賭，成為無神論者，他活在罪惡中。 

 

6.    有一次从非洲回到伦敦的海上，他又向其他船员嘲笑圣经、亵渎神。 

  

7. 無意間看到一段話：人生短暫難測，今日可能凡事興旺，明日卻一無所有，有一天你所有的罪

將在神的光中來顯明。他心中很感觸。 

 

8. 當晚，船遇到暴風雨，船快要沈沒。他到甲板上，他遇到了一個水手，這個水手叫他去拿工具

來幫忙，他離開後 5秒鐘，大浪將那水手打入海中。若不是他離開了，必定一起葬身海底。 

 

9. 他突然明白，是神要那水手叫他離開，是神拯救了他，可是為何救他這樣敗壞、敵對神的人，

他突然醒悟過來，他心裡明白過來，原來神竟然還愛著他。 

 

10. 船上岸後，他就悔改信主，從此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 

 

11. 他一生寫了 280首聖詩，其中最有名的是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這首歌，在世界各地平均

每年有一千萬次在敎會內外被人使用來唱，來見證他生命改變的經歷: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他不是瞎眼的人，瞎眼今得看見就是，從前心思錯誤所以失喪，如今心裡明白過來，這是悔改，

使他脫離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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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弟姐妹，你離開神嗎？你沒有聽從神、沒有跟隨神，以至於你沒有正確的心思，你正在

走錯路，正在傷害自己嗎？   你被撒旦掌控，無力改變現狀嗎？ 

今天，神要使你心裏明白過來，要你脫離綑綁，此时此刻神來找你，你愿不願意也來找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