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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5月31日 安息日下午

面對失去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可 5 ： 22 － 24 ， 35 － 43 ；彼前 5 ： 6 － 7 ；創 37 ： 17 － 28 ；路 16 ： 13 ；羅 6 ：
16；林前15：26。
存心節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
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3：8）

就在亞當夏娃吃下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的那一刻，他們就體驗到生平第
一次的失去─即失去了無罪的狀態，成為罪人。取而代之的是自私、
衝突、責備、控制欲和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欲望。
人類墮落後不久，就親眼目睹了第一次生命的失喪，那時上帝用動物的
皮來遮蓋赤身露體的始祖亞當。在禁止他們接近生命樹以免吃了果子永
遠活著之後，他們又失去了完美的家園。多年後，他們就連自己的兒子
亞伯也失掉了，他的性命就喪生在自己兄弟該隱的手中。後來，他們之
中的一個失去了自己的伴侶，還留在世上的那個最終也失去了自己的生
命。當初的那個決定導致了多少失喪。
是的，我們都知道失去的現實和痛苦，而且大多數人會覺得，當這種失
去發生在家人身上的時候，才最讓我們痛徹心扉。因為我們與家人有著
最親密的關係，所以在家庭中所遭遇的各樣失去，才會傷我們最深。
本週我們繼續關注家庭生活，將探討的主題聚焦於各種失去的時刻。
■研究本週學課，為6月1日安息日做準備。

星期日

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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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健康】

我們離開生命樹已經有幾千年之久
了，尤其是談到身體健康方面，我
們都會深有感觸。除非在年輕時就
因受傷而沒了性命，否則我們遲早
都會面對失去健康這個殘酷現實。
而且，失去健康已經夠讓人難過，
假如病痛所侵害的不止我們自己，
還有家人，那又會帶給我們更深的
傷痛。特別是做父母的，面對他們
生病的孩子，有多少人寧願自己來
代替孩子受罪。但不幸的是，我們
對此沒有選擇權。
下列敘述有何相似之處？ 可5：22－
24，35－43；太15：22－28；路4：
38－39；約4：46－54。

上面的例子都是一位家庭成員正懇
求耶穌幫助另一個家庭成員，無疑
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
我們一定都認識到受苦的原因，是
我們生活在一個墮落的世界上。當
罪惡進入世界，如影隨形的不止死
亡，還有慢性疼痛和惡疾。當面對
慢性疾病或絕症時，我們可能會
感到震驚、憤怒、絕望，甚至可能
想要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
帝！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

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詩
22：1）我們最好能像大衛那樣，
將自己的問題、憤怒和痛苦帶到上
帝面前。

從許多方面來說，疾病和痛苦會一
直是個謎，直到基督復臨將死亡擊
潰。在承受痛苦的同時，我們也能
從上帝的話語中汲取重要的真理。
當約伯忍受著難以言表的痛苦時，
他也經歷了上帝更深刻的同在。他
解釋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
親眼看見你。」（伯42：5）保羅
患有某種慢性疾病，但他處理此事
的方式告訴我們，痛苦能夠裝備我
們去安慰他人，它使我們對那些受
傷害的人滿懷同情，並且它使我們
更加有效地去做服事的工作（林後
1：3－5）─前提是，我們不允
許它將我們擊垮。
無論是我們還是家人患上疾病，有哪
些應許是我們可以宣告的？當我們正
患病受痛苦時，為何主耶穌在十架上
受痛苦的經歷對我們如此重要？當我
們的家被疾病的愁雲籠罩時，耶穌被
釘在十字架的事帶給我們哪些有關上
帝永恆之愛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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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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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信任（上）】

我們都是有罪、不完整的人，所以
有時會表現出自己根本不值得被別
人信任。有誰從未被自己所信任的
人背叛過呢？而且，喪失信任已經
很令人難過了，若我們背叛家人或
是被家人背叛，那種滋味更是苦不
堪言。
當我們覺得某段關係不值得再去努
力修復時，有時更簡單的方法就是
及時劃下停損點，然後抽身離開。
當然，若是牽涉到家庭成員，例如
配偶，事情就變得複雜得多。更透
徹地說，婚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
教會我們當信任被破壞時，應當如
何重建。
在一段關係中出現信任危機時，雙
方應當怎樣彌補，拯救彼此的信任
感與關係？
彼前5：6－7；約壹4：18；雅5：
16；太6：14－15。

重建破碎的信任關係，就如同一次
旅行：你必須一步步來。無論誰是
加害者或受害者，重建之旅必定以
誠實認罪、承認傷害為開端。
倘若關係破裂的原因是姦淫，背叛

的一方必須認罪，療癒才能開始。
作為恢復過程的部分，背叛者的認
罪必須全然坦誠。不要再有任何隱
瞞的事情，否則的話，當事情敗露
（而且事情絕對會敗露）的時候，
就會摧毀重新建立的信任感。當信
任感被再次破壞時，想要重建就會
比頭一次更加艱難。
重建信任需要時間和耐心。傷害越
深，修復所需的時間也就越長。你
要明白，有些時候你會感覺向前進
了兩步，但隨即又退了三步；有時
候覺得明天會有一線希望，結果第
二天你又想逃離這一切。不過，許
多人都修補了他們破碎的關係，並
且建立了更深刻、更親密、更令人
感到滿意和幸福的婚姻。
有哪些治癒婚姻問題的原則，可用於
修補其他信任被破壞的情況？另一方
面，即便雙方已經達成一定的諒解，
在什麼情況下不再有、也不應該有的
信任？

星期二

5月28日

第9課／面對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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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信任（下）】

家庭暴力也會使信任破碎。讓人意
想不到的是，研究表明，家庭才是
社會中最暴力的地方。家庭暴力發
生在各種類型的家庭之中，其中也
包括基督徒家庭。在家庭中，由一
人或多人對另一個人發起的任何形
式的攻擊都屬於暴力─語言、身
體、情感、性，甚至是主動或被動
的忽視。

的治療可以有助於改變施虐者的行
為，但前提是他/她必須為自己的
行為負責，並且願意尋求幫助。對
於那些能向上帝敞開心扉的人，上
帝能充充足足成就這一切，幫助施
虐者停止虐待並為他們的態度和行
為悔改，利用各種補償，並以基督
之愛的特質去治癒自己的心，也要
愛其他人（參照弗3：20）。

《聖經》中提到家庭暴力，甚至在上
帝的子民中也存在。當你讀到這些內
容時，有何想法和感受？你覺得為什
麼這些事情要記載在《聖經》中？

試著體會深受暴力傷害之人的痛苦。
你想要聽到哪些表示受到接納、安慰
和希望的話？為什麼給他們安全感和
關懷接納，要比建議他們如何與施虐
者生活更為重要？

創37：17－28
撒下13：1－22
王下16：3；17：17；21：6

虐待行為是指一個人有意識地選擇
對另一個人實施操縱和控制。酗
酒、壓力、滿足性欲的需求、藉此
控制自己的憤怒、或控制受害者的
行為，這些解釋或藉口都不足以為
虐待行為開脫。受害者對於施虐者
的行為不負任何責任。施虐者對愛
進行扭曲和誤表，因為「愛是不
加害與人的」（羅13：10）。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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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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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自由】

這個世界上如今究竟有數千萬人，
還是數億人，正與某種形式的癮症
鬥爭？這只有上帝才知道。時至今
日，雖然在某些情況下，科學家們
已經可以掌握這種不受控制的欲望
和渴求癮症在大腦中的具體位置，
但他們仍然搞不懂究竟是什麼原因
導致人們成癮。
可惜，找到這些癮症的位置，和可
以讓我們擺脫成癮完全是兩碼事。

上癮這件事不僅是讓癮君子痛苦，
同樣也讓他周遭的每個人痛苦。家
中的任何人一旦落入了這種似乎無
法擺脫的權勢魔掌之中，其他家庭
成員─父母、配偶、子女，都會
因此遭受巨大的痛苦。

毒品、酒精、煙草、賭博、色情書
刊、性，甚至食物─對這些東西
上癮的原因是人們對其習慣且漸進
性的使用或濫用。即便你發覺這些
東西正在傷害你，你也沒有辦法停
下來。雖然你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但你卻成為這些上癮之物的奴隸，
這樣看來你確實是失去了自由。彼
得簡單解釋了成癮的定義及結果：
「他們應許人得以自由，自己卻作
敗壞的奴僕，因為人被誰制伏就是
誰的奴僕。」（彼後2：19）

哪些東西可以使人上癮？路16：13，
羅6：16；雅1：13－15；約壹2：
16。

犯罪和成癮不一定是一回事。雖然
有些事情常常會令人上癮，但在你
沒有沉迷其中的時候也可能導致犯
罪。在沒有成癮之前就借助上帝的
力量停止犯罪會容易得多。當然，
對於罪惡和上癮問題的唯一永久解
決方案是成為一顆新心。「凡屬基
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
的邪情私欲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加5：24）保羅也向羅馬人解釋
了向罪惡且成癮的本性死去，才
能向基督活著的含義（羅6：8－
13），而後補充說：「總要披戴主
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
縱私欲。」（羅13：14）
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他人，亦或是家
人，誰沒有過與癮症鬥爭的經歷呢？
你如何幫助人、即便對方是基督徒，
使他們了解自己需要專業的協助來擺
脫成癮問題，而此舉並不意味著在信
仰的軟弱？

星期四

5月30日

第9課／面對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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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生命】

作為人類，我們知道死亡的真相。
我們在書上讀到死亡，我們親眼看
見死亡，也許我們自己也曾近距離
地接近死亡。
閱讀林前15：26。經文如何描述死
亡？為何採取這種方式描述？

那些曾經痛失所愛之人的人，誰不
曾看清死亡是多麼無法抗拒的仇
敵？不過，逝去的人似乎似乎卻能
嘗到它的「好處」，認為當他們在
主裡歇了勞苦，彷彿在一瞬間，他
們就能從死裡復活，承受永生。
「對於相信的人，死是小事……對
於基督徒，死不過是睡眠，是片時
的靜默和黑暗而已。他的生命與基
督一同藏在上帝裡；因『基督是我
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
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懷愛倫，《歷代願望》，原文
第787頁。
其實，在親友死亡後真正痛不欲生
的是活著的人，尤其是死者的朋友
或家人。這種哀慟是對於生命逝去
的自然反應。當我們的心愛之物或
所愛之人離我們而去時，我們就會
感受到這種情感上的痛苦。
哀慟的過程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現也

不盡相同，但總括來說，大多數人
都會經歷某些階段。對於所愛之人
的死亡，第一個反應、也是最普遍
的反應是震驚和否認，即便是在已
經預見到死亡的情況下。震驚是一
種情感的保護機制，防止人們因失
去而遭受突然猛烈的打擊。這種情
緒可能會持續兩到三個月。你也許
會經歷一段回憶的時間，即使手裡
忙著日常事務，也會不斷地被思念
打斷，想起逝去之人的音容笑貌。
在你與他人的交談中也總是會提到
他們。這段時間可能會持續半年到
一年。
絕望和沮喪的階段是長久的悲傷，
這對哀慟者來說，可能是最痛苦最
持久的一段時光，由此人們漸漸會
接受失去親友的現實。在此階段
中，你會表現出許多情緒，例如憤
怒、內疚、後悔、悲傷和焦慮。悲
傷的目的不是要消除你所有的痛苦
或抹殺與之相關的記憶。在最後恢
復的階段，你開始重新對生活提起
興趣，至此，每天的生活都能如常
運轉。
從下列經文中，你能找出哪些能夠
安慰人心的教訓？羅8：31－39；啟
21：4； 林前15：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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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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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許多人因成癮問題而備受折磨。他
們成為自己欲望的奴隸，以他們的
金錢、工作、健康，甚至自由作為
代價。但是耶穌使我們從罪中得釋
放，從各樣的成癮中得解脫，「所
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
們就真自由了。」（約8：36）。
耶穌也應許祂會常與我們同在（太
28：20，賽43：2），所以我們不
會孤軍奮戰。我們必須牢記，這場
戰爭實際上是主自己的戰爭（撒
上17：47），而且祂應許必會得勝
（彼前1：3－9）。今天你就可以
踏上這條勝過任何成癮的道路，獲
得你想擁有、也是上帝想要賦予你
的自由。這並不是說你無需抗爭，
也不是說你永遠不會跌倒。但只要
你持定主不放棄，祂也不會放棄
你。而且要記得，尋求專業的幫助
是正確的。主既然能夠使用醫生來
解決你的健康問題，祂也可以使用
專業的諮詢師來幫助你解決成癮的
問題。
「當困難和試煉包圍我們時，我們
應當逃到上帝那裡，放心指望從祂
得幫助，祂有大能施行拯救。我們
若想要從上帝領受福氣，就必須向
祂祈求。祈禱是責任和本分，但我
們難道沒有忽略了讚美嗎？我們需
要培養感恩的心。我們豈不應當更
經常地向那位賜予我們一切福氣的
主獻上感恩嗎？我們應當經常默想

並數算上帝的憐憫，讚美榮耀祂
的聖名，即使在我們憂傷痛苦的時
候。」─懷愛倫，《信息選粹》
二，原文第268頁。
討論問題

1在 信 任 喪 失 和 破 碎 關 係 的 治 癒
中，饒恕能產生什麼作用？ 太6：
12－15；18：21－22。「愛……不
計算人的惡。」（林前13：5）
2當我們經歷悲傷和痛苦時，默想和
數算主的恩典對我們有何益處？
3從整體上來說，你的教會採取哪些
實際方法來幫助那些因失去而備受折
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