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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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課

禱告

組長。求神藉着祂的靈引導我們，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把這一課有關門徒訓練的教導交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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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達的態度﹞

敬拜（20 分鐘）

聆聽神的聲音

默想。
敬拜是藉着聆聽神的聲音，表達你對神的態度。
主題：聆聽神的聲音。
閱讀經文，讀出或用你自己的話解釋以下各點。
1. 嘗試聆聽神的聲音。
敬拜不只是唱詩歌和祈禱，還是聆聽神的聲音。
敬拜是刻意並有意識地安靜下來，為要聽見神的聲音。
• 閱讀或聆聽神的話語時要十分專注。
• 留意神的靈對你的良心、直覺、思想和心裏所說的話。
• 密切留意神在你生活，包括環境中的作為。
因此，敬拜是密切留意並嘗試明白神想對你說什麼。
2. 嘗試分辨真理。
聆聽的其中一個重要層面是分辨真實與虛謊。魔鬼和惡人會試圖向你的思想和心靈發射如火的毒箭（弗六：
16）。然而，神的靈只會向你說真理，絕對不會說任何違反聖經的話（約十六：13）！因此，時常試驗來自心
靈（主觀）的聲音，把它與聖經中神的話語（客觀的聲音）做比較，是很重要的。只有當你心靈裏的主觀聲
音，與聖經中神客觀的話語完全一致，你才可以確定那是神的聲音（約壹四：1-6）。
敬拜。
讓我們安靜聆聽組長讀出神的話語，以此作為對神的敬拜。
（組長慢慢讀出路六：20-45，段落之間稍作停頓，讓組員有機會聽到神在說什麼。）

3

分享（20 分鐘）

［靈修］
得一至四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得一至四）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

4

講授 （70 分鐘）

［基督徒的品格］
一顆饒恕人的心

門徒訓練其中一個重點是建立基督徒的品格。這一課我們學習饒恕得罪我們或傷害過我們的人的重要性。也請
參看門徒訓練手冊 4，附錄 17。“憤怒與自制”。
A. 什麼是苦毒？
未曾治癒的受傷情感會產生苦毒。這是一種憤怒的情緒，對真實的或猜想的惡待或不公正的藐視。苦毒是一種
心態，說：“我不想饒恕人。”苦毒是一顆不肯饒恕人的心。
苦毒時常折磨人的思想，扭曲人對事物的正確辨別能力和判斷力。苦毒是一個腫瘤，使你病得要死，精疲力
竭：苦毒不但影響你的人際關係和友誼，也影響你的情緒、身體健康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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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為什麼會變得苦毒？

討論。人為什麼會變得苦毒？在什麼情況下你會變得苦毒？下面是一些原因：
當你受到不公平對待。可能你的配偶不愛你，你的兒女拒絕你，你的朋友忘記你，你的老闆不賞識你、不提拔
你，你的老師不讚賞你的作業。政府官員卸責，不履行當盡的責任。法官作出錯誤的判決。醫生作出錯誤的診
斷。
當有人虐待你。或許有人侵犯你的權益，利用你的善心。他把你的服務或幫忙視為理所當然，或虐待你的身體
或濫用你的財物。
當你的信任被踐踏。你向一個你信任的朋友分享困難和所受的傷害後，那個人出賣你的信任，向其他人透露你
的困難和傷害。
當你被錯誤判斷。或許你已經盡力做到最好，但無法達到其他人的高期望或不合理的要求。你被誤解、被錯誤
判斷、被低估、被拒絕。
當你感到失望。或許其他人無法達到你對他的高期望。他沒有信守諾言，沒有做到你預期的質素。他不誠實。
當你悖逆神。有時候，神會帶你進入困難的處境，為要鍛煉你的品格，或擴展祂的國度。你可能怨恨神那樣對
待你，質疑祂的屬性和計劃。
當你注意到自己變得苦毒，你必須怎樣作出反應呢？你可以有不同的反應。你可以向自己或他人發洩你的情
緒。你可以尖叫、詛咒或攻擊一個不知就裏的人。你可以壓抑你的感受，變得抑鬱，甚至病倒。或者你可以濫
用酒精、毒品、性，犯罪或以危險的方式生活，使自己嚴重受到傷害。
C. 對不公正的錯誤反應：
對抗得罪你的人？

2. 對抗得罪你的人
1. 被得罪你的人傷害
你
得罪你的人
1. 錯誤的反應：對抗得罪你的人（傷害你的人）
遭受惡待的時候，你往往會從自然的（人的）橫向的角度去看那件事。你只看見得罪你的人不公正地對待你。
你的感情受到傷害；你感到憤怒；你對他心懷怨恨。因此，你對抗這個得罪你的人，你甚至侮辱他、傷害他。
你的動機是報復，以牙還牙，以惡報惡。這種做法是把被錯待本身看為最重要的事，把神和祂的旨意拒諸這件
事的門外。這個痛苦的事件支配了一切。
2. 因被錯待而產生苦毒會有什麼後果？

閱讀太六：15；來十二：5-6，10-11，14-15。“苦毒”是一種不想饒恕人或不能饒恕人的態度。
(1) 苦毒影響你與神的關係。你不能饒恕人，很多時候是因為你不想饒恕人！你不想饒恕人，因為你
想得罪你的人受到懲罰！但是，你怎樣對待得罪你的人，神也會怎樣對待你。當你拒絕神的恩典，不肯饒恕
人，不肯愛人，你與神的關係將會變得越來越疏離。你將會錯過在聖潔中成長和結果子的機會。
(2) 苦毒影響你與其他人的關係。你要麼抽離自己離開人群而失去朋友，要麼因破壞彼此的關係而使
自己變得孤獨。你的苦毒會“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來十二：15）。你變成製造麻煩的人。你指
責、詆毀得罪你的人，試圖使其他人站在你那邊去看那個問題。那些只聽你一面之詞的人，可能會把你的苦毒
和怨言到處散播。苦毒是很多破碎關係和教會分裂的根源。
(3) 苦毒影響你與你自己的關係。苦毒好像你思想、心靈和身體裏的毒藥，污染你整個人，扭曲你的
辨別力和判斷力，破壞你的性情，擾亂你的情緒，使你的心變得麻木不仁。苦毒使你變得刻薄、挑剔、不友
善、沒有吸引力、沮喪、沒有人愛。你變成一個非常孤獨的人！
© 2016 “空中門訓” 門徒訓練手冊 4

第 39 課：一顆饒恕人的心

2

D. 對不公正的正確反應：向神作出反應
神

聖經
3. 從神的話語中學習你應該做的事

2. 向神作出回應：
求神施恩讓你能夠作出正確的反應

4. 正確地向人作出回應

1. 被得罪你的人傷害
你

得罪你的人

當你被錯待，你可以刻意用基督徒應有的態度去看待事件，就是從超自然的、從上而下的、神的角度去看。你
看見正在發生的事件有神的手在作工，有神的旨意在其中，否則神不會容許事情發生！你向神作出回應，禱
告、盡情地向祂傾心吐意（詩三十八：1-22；詩六十二：8）。你仰望神，求神施恩，使你對得罪你的人作出
正確的反應。
然後你查考聖經，去找出神想你怎樣回應得罪你的人（太十八：21-35）。你期待從痛苦的經歷中得着益處。
注目於神和祂的旨意，事情造成的痛苦就會減輕，變得可以忍受。
這種觀點把被錯待的事件看作微不足道的事，最重要的是神和祂的旨意！這樣，你就能以自制、理性和令人愉
悅的方式去回應得罪你的人。
E. 約瑟的例子
1. 約瑟被惡待。

約瑟的家人惡待他（創三十七：1-36）。約瑟的兄長妒忌他、虐待他，最後把他賣為奴隸。他們向父親撒謊，
說約瑟被野獸吞吃了。約瑟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他是無辜的，卻受到家人不公正的對待！

約瑟的主人錯待他（創三十九：1-20）。約瑟主人的妻子幾次試圖勾引他。由於約瑟一次又一次地拒絕她，她
就誣告約瑟，結果約瑟在沒有得到公正審判的情況下被關進監牢。約瑟全然正直，卻受到主人不公正的對待，
無辜受害！

約瑟的朋友錯待他（創四十：1-23）。約瑟坐牢期間曾經幫助兩個朋友，但是他們後來完全把他忘記了。約瑟
被遺忘，多年獨自在監牢裏！
2. 約瑟受苦一段長時間。
約瑟被賣到埃及為奴的時候十七歲（創三十七：2），到他最終獲得釋放、成為埃及宰相的時候三十歲（創四
十一：25-57）。約瑟有長達十三年的時間，在異國做奴隸和囚犯！這種情況發生，是因為他被其他人錯待！
3. 約瑟對受苦待的反應。
約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時，他轉向神作出反應。在一段豐收的時期，約瑟作為一人之下的宰相，為埃及儲藏了
非常大量的穀物（創四十一：47-49）。後來，該地區遭遇大旱災和饑荒，約瑟在迦南地的家人面對斷糧的威
脅，他父親差派約瑟的兄長到埃及買糧。就這樣，在約瑟兄長完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他們站在約瑟面前向
他求糧。約瑟認得他們，但他們不認得約瑟（創四十二：1-3，8）。
過來一段時間，約瑟向兄長表明身份，並叫他們不要害怕他。約瑟沒有作出橫向的反應，向兄長發怒和威脅他
們（圖一）。相反，他刻意向上、向神作出反應（圖二）。他說，不是他的兄長把他送到埃及，而是神預先把
他送到埃及，為要拯救他整個家族！約瑟先後三次強調這一點（創四十五：1-11）。
約瑟在這個糟糕的經歷中看到神的手在工作。在這一切困難的經歷中，約瑟沒有注目於他的難處，卻注目於神
和神對他生命的計劃！神教導他克勝惡待，而不是因情感受傷和苦毒而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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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約瑟對得罪他的人的反應。

閱讀創四十五：13-15，21-24；創五十：15-21。約瑟最終向人作出正確的回應，他饒恕了兄長。約瑟與兄弟團
圓的情景必定是一個感人的畫面：他們互相擁抱、親吻、大哭、互訴衷情。很可能還流下悔改和喜樂的眼淚。
約瑟沒有計算兄長們過去所做的惡事（林前十三：5）。
約瑟早在能夠與兄長和好之前，就已經饒恕了他們。約瑟容讓神把他心裏的苦毒除去。到父親去世後，約瑟的
兄長再次憂慮他現在會向他們報復。然而，約瑟安慰他們，重申他對他們的接納。神使用這件事拯救了整個民
族。
約瑟沒有苦毒，沒有報復，只展示他的仁慈和安慰。他情感的受傷在多年前已經被治愈了（創五十： 1521）！
約瑟的困難變成神可成就的事！
F. 聖經對試煉有什麼教導？
(1) 基督徒必須怎樣看試煉？

閱讀 羅八：28；腓一：12-14。當你受到惡待，你可以視之為神照着祂的至高旨意容許發生的事情，或是為了
你的好處，或是為了其他人的好處。
(2) 基督徒要怎樣回應試煉？

閱讀弗四：26-27，29，31-32。有時候，基督徒對於不公義和罪惡應該感到憤怒並發義怒。但是，基督徒不可
以用尖叫、咒罵或任何形式的暴力去宣洩自己的憤怒。基督徒可以發怒，但不可以因此“犯罪”（“罪”就是
達不到神的旨意）。
還有，怒氣不可以延續超過一日（弗四：26）。上床睡覺之前，怒氣就應該平息，並且應該與得罪他的人和
好。只有這樣做，基督徒才不會給魔鬼留地步。

閱讀太十八：15-17；路十七：3-4。你必須責備得罪你的人，但是要用自制、理性和令人愉悅的方式來表達。
不要持續地對另一個人懷怒；否則，得罪你的人和你被錯待的事，就會變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影響你所
有的關係。你必須饒恕人。（有時候，這可能要花很長時間，而你可能要再三饒恕得罪你的人。）

閱讀 太五：38-42；路六：27-28；羅十二：17-21；彼前二：21-23。基督徒永遠不可以報復。舊約中的同態治
罪法則，如“以眼還眼”，不是用於個人的報復或報仇的行為。那是以色列的社會律法，表明一個事實，就是
罪行與刑罰應該完全相配（出二十一：12-36；利四：10-23；申十六：18-20；十九：14-21）。
在新約時期，是政府以及政府合法地任命的法官，有責任對社會中不公正的事執行刑罰（羅十三：1-7）。耶
穌基督來成全律法和先知（即整個舊約）（太五：17）。舊約以色列的司法和社會律法，已經由新約“神國的
文化”（參看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和比喻）取代了。基督徒不再自己去報復，而必須把自己交託給那按公義審
判人的神（彼前二：21-23）！因此，基督徒不是向得罪自己的人作出反應，而必須向神作出反應。
你怎樣用合乎聖經的方式去回應得罪你的人呢？求神施恩，使你能做下面的事情：
• 不要與惡人作對（太五：39）。
• 愛你的仇敵（得罪你的人）；恨你的，要待他好；咒詛你的，要為他祝福（路六：27-28）。
• 為以不公正惡待你的人禱告。
• 忍受冤屈的苦楚（彼前二：19）。
• 以善勝惡（羅十二：21）。
• 若是能行，要盡力與得罪你的人和睦（羅十二：18）。
基督徒不要把所有的精神和金錢都花費在報復的行動上，神吩咐我們要做得罪我們的人料想不到的事情。給他
們（愛、憐憫、饒恕等）過於他們所求的，以向他們行善來勝過他們的惡。這樣，你的仇敵可能會改變態度，
感到羞恥和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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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怎樣處理受傷的感覺？

閱讀 詩三十八：1-22；詩六十二：8。對於你的感受和想法，要對自己、對得罪你的人和對神完全坦誠。坦率
地向神表達你的憤怒、苦毒、痛苦和受傷的感覺。
有時候，神會即時醫治你受傷的感覺。但是，有時候醫治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你要繼續祈禱和饒恕。如果你在
發怒時犯了罪，只需要向神承認你的罪，並請求被你得罪的人饒恕你（雅五：16）。你也可以請另一個基督徒
來幫助你一起處理苦毒的問題（太十八：19）。
4. 試煉有什麼好處？

閱讀羅五：3-5；來十二：10-11；雅一：2-4。試煉使人生出忍耐和品格，使你的生命多結果子、大有影響力！
神使用試煉、困難甚至逼迫來首先改變你，然後使你成為一個改變別人的人。
G. 實用的練習
• 想一想，你有沒有對別人做過一些惡事，是到現在還未改正過來的。
• 主動去與當事人修好。
• 想一想，過去有誰對你做過不公的事情。如果你仍然對那件事心懷苦毒，要主動去把事情糾正過來。容許
神醫治你受傷的感覺，除去你痛苦的回憶。
• 下一次，如果有人錯待你，要立刻向神作出反應。讓神使用那件事來建立你的忍耐和品格，使你多結果
子、大有影響力。
• 教導其他基督徒聖經對苦毒和饒恕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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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8 分鐘）

［回應］
以禱告回應神的話語

在小組中輪流作簡短禱告，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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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傳講、教導或研習“一顆饒恕人的心”的教導。
向神禱告，決定你是否應該為未信者開設一個探索小組。
2.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撒上九、十、十二及十四章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3.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太四：1-11。主題：世上的試探。
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研經，記下筆記。
4.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5. 更新你關於使人作門徒的筆記簿。包括敬拜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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