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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将辅导的事工称为「灵魂的工作」，主
要建基于圣经将人的光景、苦况指向人根本的
问题-「心」的悖逆，以至于人选择偏离神以
外的道路，以犯罪的模式回应问题，满足自我
的内心。圣经辅导的进路在于以圣经来解释问
题，并且按圣经的真理来回应问题。我们相信
圣经具有权威性、切身性及充分性，告诉我们
辅导的目标，定义人的问题，透过圣经辅导，
使人经历福音改变的大能，将人心导向真理，
使人依靠上帝的话与圣灵的工作，生命持续不
断地改变更新。

我们的使命：

·推广「圣经辅导」，使辅导的工作回归圣经
的原则

·委身圣经无误无谬，完全且足够的真理

我们的目标：

·建立以神为本、合乎圣经的辅导

·服侍委身圣经辅导使命的教会

·「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是圣经辅导最终的
目标

·推广并促进基督徒委身圣经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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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神的夕阳

神是最伟大的看护者

从圣经看「饶恕」与照顾者的关系

神眷顾我

相聚在天家

学员园地

消息与代祷

正道培训服务中心

圣经辅导室

服务范围：

·提供教会以圣经辅导为原则的研讨会、
培训、专题讲座、读书会、成长团体等
活动

·出版与圣经辅导相关的刊物、影音光碟
书籍、教材等

·提供个人、夫妇、家庭或小组合乎圣经
原则的辅导

·培训拥有辅导恩赐的基督徒

·小组辅导专题讨论

我们的成员：

· 主任委员：林约瑟

· 执行秘书：王福娟

· 委员：钱慕恒、吴盈盈、杨丽真

联络方式：bc.rightpath@gmail.com

马来西亚圣经辅导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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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
季刊

最近阅读一本好书，作者是已故神学

家	J.I. Packer（1926-2020）的著作，书名是《

荣耀神的夕阳》（Finishing Our Course with 

Joy）。在书名下有一行小字，这行小字的意

思：按神的引领来看待我们逐日衰老的年

日。阅读这本书，深感作者洞察神顾念我们

年迈的岁月，且当趁着年少，就殷勤跟随神

的脚踪。因年老不是偶遇，更非突然从天而

降，而是随日月递变，年岁逐日渐长，即便没

有病痛，身体的功能与体力也能提供讯号，

告诉你我，我们已渐渐步入老年了。因此，

阅读这本书，就如推荐文的牧师的勉励：用

圣经真理装备我们，以上头来的热情，追随

主，面对晚年。

“在面临终点的年日中，我们正在最后

一圈奔完全程。长距离赛跑的跑者，就像骑

马赛事的骑师，总是会保留某些事物在最后

一圈的冲刺。”这是本书第一章：当我们渐

渐变老页首序言，描述我们一生走到最终的

旅程，委身基督，在见主面前，如长距离的

跑者，或骑马赛事的骑师，眼看终点就在眼

前，竭尽所能冲向终点，完成整个比赛。

中国古诗词里有一句名句“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一方面诗词里赞赏一日结

束前夕阳波澜灿烂，景色极其美好，但也感

叹这美好的景色，瞬间就会过去，黑夜就笼

罩大地，没有人能留住夕阳，就停留在那一

刻的美好。这好像人的一生，有不同阶段的

荣
耀
神

的耀
神夕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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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幻，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时光永远停留

在最美好的一刻。

基督徒的晚年，即便每个人的境况有	

所差异，但却可以在差异里荣耀神，因神就

是荣耀的本体。神应许我们，依靠祂，荣耀

祂，在我们年纪渐入晚年，在人生的下半

场，喜乐达成使命。作者在书里刻画出老年

人会体弱力衰，也用一些图片，以及传道书

十二1-5，表达了年纪老迈以后的必然结果：

失落、软弱、退后，最后迈向死亡。我们都

无法避免这一生的生来死去。因此，我们当

如何看待我们的晚年呢？作者说依靠神，仰

望祂，在客观的处境里，优雅地老去，有意

义且在神恩典地掌握中充实自己，展现出对

神，对人、对事、对物，成熟的领悟与美好

的品格：坚定、有弹性、不易屈服，有相称适

宜的举止，有丰富的资源，支持并传给下一

代。

这本书结合教义与实践，老少咸宜。年

轻年少应该阅读，帮助我们带上上帝属灵的

眼镜，合宜看待家中的长辈与年迈肢体，观

察他们的智慧，并履行孝道，按所能的给予

看顾，照养，陪伴至老死。年纪渐长的，更适

宜阅读，因为我们会察觉越发接近人生的终

点，就越发重要，因我们离 向神交账的日

子更靠近，更期待与神面对面，更把握在世

属灵的最后的追求。人生跑道的最后一圈	

冲刺，是一个确实的冲刺，靠主并为主全力

以赴。（书中的内容，有其一篇幅是写给从

职场上退休的基督徒，这一篇的标题是“错

路”，我们难免会被世界的教导左右我们退

休后的心 与生活，因此，作者幽默对这方

面作出回应与教导。欢迎阅读！）

基督徒的晚年是荣耀神的夕阳。年迈，

正是另一种机会，依靠从真理而来老练的

意志，完成主的使命，成为邻舍与世界的帮

助。唯有基督徒，因为信靠从基督而来永生

应许的盼望，我们确知将来必永远与主同在

的归属。因此，从永恒看待死亡，无论是对

我们所爱的人，或自己在病痛时等待，并不

是说我们不可以哀伤：耶稣在拉撒路坟前也

哭了，而跟随祂的人若以嬉笑面对死亡，是

极不合宜的。愿神安慰我们的哀伤，泪水当

中我们之所以有盼望，因在神永恒的家园，

在彼岸等候的众圣徒，我们必再相聚。这种

安慰源于基督复活所带来的永恒盼望，没有

人能夺去。（约十六22）

因神的护理掌权，唯有在主里面，我们

可以好好活，并满有盼望的死。

王福娟
正道辅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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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杨丽真
2013年毕业于台北改革宗神学院圣经辅导硕士

古晋恩典浸信教会传道

教会辅导室主任

照样，我有空虚的岁月，也有劳苦的黑夜为我派定。

我躺下的时候，就说：我什么时候起来？然而，长夜漫漫，

我辗转反侧，直到黎明。 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土块为衣裳，

我的皮肤裂开又流脓。

（约伯记七3-4）

人在床上被痛苦惩治，他的骨头不住地痛苦挣扎，

以致他的生命厌恶食物，他的胃口也厌恶美食，他的肌肉消瘦以

致看不见，以前看不见的骨头，现在都凸出来。

他的性命接近深坑，他的生命靠近灭命的天使。

（约伯记三三19-22）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约翰福音十一3）

因为你的胃不好，而且身体常常软弱，

不要单单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提前书五23）

特罗非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提摩太前书四20）

: 最伟大的

辅导
季刊

正道培训中心    第13期    8月    2021年

看护者

6



1 莱尔，《与神同行》，再版，赵中辉译，（台北，改革宗，2009），114页

2 莱尔，《与神同行》，再版，赵中辉译，（台北，改革宗，2009），114页。

圣经实实在在向我们陈明，自从人类堕落后，我们是真实地活在疾病和死亡的世界中。

罪是世上一切疾病、痛苦及死亡的根源，没有罪就没有疾病。我们知道患病是人生在世上不

可避免的；有时是我们自己患病，需要他人的照顾；有时则是我们所爱之人患病了，需要我们

的照顾。

《西敏小要理问答》

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答：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如西敏小要理问答一的答案：「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我们是否曾想过在患病时刻，最荣耀神的是什么事？那就是我们安静地躺卧在神的手中，

这是多么地荣耀神。1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世上充满着各样挑战和痛苦足以把基督徒给打

垮而陷入灰心中，仇敌魔鬼在基督徒身体生病时，更是忙碌地操作，企图透过病痛，让基督

徒对所信靠的神产生 疑和质问。很常的时候，神的儿女因为突然病倒，被迫休息，深感沮

丧！因此，当基督徒患病时应当抓紧机会学习这宝贵的生命功课，无论是因疾病而忍受痛苦，

或是健康时劳苦工作，都是美事，都可以荣耀神。

为什么说患病时，安静地躺卧在神的手中，这是多么地荣耀神？莱尔（John Charles Ryle, 

1816-1900）在他的书《与神同行》（Walking With God）中提供他的意见，安静休息有时比努

力工作更能表现出神的恩典。比起我们健康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生病时更照顾我们。我们所

经历的试炼是由爱而来的，并非出于忿怒。主耶稣对患病肢体的同情远超过一切，尤其在他

们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体贴温柔的照顾。基督对疾病有很多的体会，祂知道病人的心。「祂

亲自除去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八17）主耶稣祂是「多受痛苦，熟悉病患

的人。」（以赛亚书五三3）2 因患病而受苦，让我们有机会来体会和学习救主受苦的心志。因

患病而感到软弱，使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无微不至的照顾，更加认识到祂是最伟大的看护者

（caregiver）。

诗篇廿三篇中，大卫以自己一生的经历，见证耶和华神对他自始至终的眷顾、保护、引

领、供应、安慰和赐福：

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

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

祂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祂引导我走义路。

圣经实实在在向我们陈明，自从人类堕落后，我们是真实地活在疾病和死亡的世界中。

罪是世上一切疾病、痛苦及死亡的根源，没有罪就没有疾病。我们知道患病是人生在世上不

可避免的；有时是我们自己患病，需要他人的照顾；有时则是我们所爱之人患病了，需要我们

「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我们是否曾想过在患病时刻，最荣耀神的是什么事？那就是我们安静地躺卧在神的手中，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世上充满着各样挑战和痛苦足以把基督徒给打

垮而陷入灰心中，仇敌魔鬼在基督徒身体生病时，更是忙碌地操作，企图透过病痛，让基督

徒对所信靠的神产生 疑和质问。很常的时候，神的儿女因为突然病倒，被迫休息，深感沮

丧！因此，当基督徒患病时应当抓紧机会学习这宝贵的生命功课，无论是因疾病而忍受痛苦，

John Charles Ryle, 

）中提供他的意见，安静休息有时比努

力工作更能表现出神的恩典。比起我们健康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生病时更照顾我们。我们所

辅导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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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神是伟大的看护者，祂供应我们的缺乏。（诗篇廿三1b）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袮与我同在；袮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袮为我摆设筵席；袮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溢。

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神是公义、信实、怜悯、慈悲、慈爱的神，

祂也是全能的天父，祂更是最伟大的看护者。

I.	 神是伟大的看护者，祂是我们的牧者。（诗篇廿三1a）

主耶稣宣称：我是好牧人。（约翰福音十11）神是以色列的牧者，全会众的牧者，同时也是

每个信徒的牧者。当我们被疾病所摧残地那么卑微时，正是这位牧者看顾、保抱、关心、

庇护、供养我们。神对我们关 与横切的程度胜过一切世上任何一位专职看护者。世上

再怎样的专职看护者都无法做到一星期7天，一天24小时待命服事一位病患者。但是神

辅导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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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神是伟大的看护者，祂供应我们的缺乏。（诗篇廿三1b）

患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人生计划无法

顺利进行，我们被迫停止一般的活动，包括无

法工作而影响生计陷入缺乏中。耶和华神既是

大牧者，是喂养我们的，凡是我们所需要的，祂

必定供应，正如诗人所说的「我必不会缺乏」。

信徒如同神在青草地上的羊，是何等蒙福喜乐。

「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诗篇廿三2a），无论

是健康时或患病时，我们今生的供应和满足都

来自神良善的手，我们日用的饮食都来自天上

的父。患病时比任何时刻都更需要安静的修养

环境，但是人唯有得到真正灵魂上的平安，才

能过宁静的生活。神使属祂的圣徒躺卧，无论

就是可以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祂眷顾、保守、细心呵护我们。

无论我们在何处何时病倒了，我们都在神的牧养之下。因此诗人声

称耶和华神是他的牧者，由此可见神对他极其关心。祂是诗人的

牧者，神也是我们的牧者和最伟大的看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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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境遇如何，神都让我们心中感到宁静和满足。「祂领我到安静的水边」3（诗篇廿三

2b），这是那可称颂的圣灵的作为和恩典，圣灵喜爱安静，在祂的作为中祂从不发出张扬

炫耀的声音。4神领我们到安静的水边，要叫饥渴的得滋润，疲乏的得能力。神不仅为祂

的儿女预备食物和安息，也使因患病而软弱的可以重新得力，满 平安和喜乐。

III.	神是伟大的看护者，祂苏醒我们的灵魂。（诗篇廿三3a）

疾病足以使一个强者变得像无助的孩童，使一个勇者变得柔弱不堪。疾病不单击垮我们

的身体，也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患病时，因身体的软弱我们的灵性很容易处在最低

潮。「祂使我的灵魂苏醒」（诗篇廿三3a），灵性低潮时祂能变为涨潮，同样祂也能马上复

苏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心灵常经忧患痛苦时，神以慈声爱语安慰我们；为罪所胜时祂洁

净，软弱时祂加添力量。我们患病时祂更加施怜悯关爱我们，使我们康复，我们灰心时

祂使我们振作，我们沮丧时祂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迷失的，我必寻找；被赶散的，我必

领回；受伤的，我必包扎；患病的，我必养壮。」（以西结书三四16）耶和华神，祂是医治我

们的（出埃及记十五26）。我们多次差点灰心沮丧，而正是这位好牧人，是祂保守我们

不致灰心。我们当中有谁缺乏恩典吗？让我们转向灵魂的牧者，求祂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吧！

IV.	神是伟大的看护者，祂引领我们的前路。（诗篇廿三3b）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从圣经认识因患病而受苦有何意义，往往在患病时，我们会很快产生

迷茫困惑，然後便是憂愁痛苦。感謝引导我们走义路的神，祂已经把生命之路指示了我

们，必使我们在祂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使徒行传二28）因着神白白的恩典，为祂自己名

的缘故，神从罪恶过犯走向灭亡的道路中把我们救赎出来，并引导我们走在圣洁的生命

之路上。为着我们那伟大的看护者和大牧者的荣耀我们应该成为圣洁的子民。义路就是

尽自己本分的道路，这诚然是愉快的道路；若非神带领我们进入这条道路并一路带领我

们，我们不可能走在这样的道路上。5 当神的儿女在患病时仍愿意为神活出圣洁的生命，

我们便会深刻体验到走在狭窄的义路中。只要我们坚信是神引领我们的前路，我们绝不

会失去对我们属天牧人眷顾的爱慕，蒙祂的保守，永不偏离；即便在病痛中，继续靠神的

引领在义路上往前行。

3《圣经，马太亨利研读版》，诗篇23，720页。

4	司布真：诗篇23篇注释。https://www.old-gospel.net/old/viewthread.php?tid=29&extra=&page=9

5《圣经，马太亨利研读版》，诗篇23，720页。

（诗篇廿三

），这是那可称颂的圣灵的作为和恩典，圣灵喜爱安静，在祂的作为中祂从不发出张扬

神领我们到安静的水边，要叫饥渴的得滋润，疲乏的得能力。神不仅为祂

疾病足以使一个强者变得像无助的孩童，使一个勇者变得柔弱不堪。疾病不单击垮我们

的身体，也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患病时，因身体的软弱我们的灵性很容易处在最低

），灵性低潮时祂能变为涨潮，同样祂也能马上复

苏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心灵常经忧患痛苦时，神以慈声爱语安慰我们；为罪所胜时祂洁

净，软弱时祂加添力量。我们患病时祂更加施怜悯关爱我们，使我们康复，我们灰心时

「迷失的，我必寻找；被赶散的，我必

）耶和华神，祂是医治我

）。我们多次差点灰心沮丧，而正是这位好牧人，是祂保守我们

不致灰心。我们当中有谁缺乏恩典吗？让我们转向灵魂的牧者，求祂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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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神是伟大的看护者，祂是我们的安慰。（诗篇廿三4）

若是患上慢性疾病，无论是患者或是看护者都必须忍受长期的困倦、痛

苦和折磨。

我们往往在健康的时候，从未严肃思考生命和死亡，好像从不警觉自己会

面对疾病和死亡，对死亡也丝毫未准备。长期的疾病能改变我们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神透过疾病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寻求基督。

即使我们在弥留之际，肉体和心肠渐渐衰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我们

心里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诗篇七三26）在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耶和华我们的好牧者与我们同在；祂的杖和竿都

指引和安慰我们。（诗篇23:4）神从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祂是我们

随时的帮助。（诗篇四六1）神与我们同在，有了神，我们就有了所渴求的

一切：我们有完全的安慰，绝对的平安，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将自己

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诗篇三一5）就是交在那信实的造化主手里，这是

藉着灵魂救赎者之手所成就的。（彼得前书四19）

患病时是美好的契机，默想十六世纪的海德堡要理问答：

一问：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回答：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

基督。

	 祂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的

权势；因此，祂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

祂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祂藉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

信，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地为祂而活。

VI.	神是伟大的看护者，祂为我们舍命，祂爱我们到底。（诗篇廿三6）

无论是健康的羊，或是患病的羊，重要的是我们是主的羊。神是最伟大的

看护者，神护理之手保护、牧养我们直到如今；不但如此，神差派祂的爱

子耶稣亲自来作我们的牧人，耶稣基督也宣称自己是好牧人，好牧人为

羊舍命。（约翰福音十11）基督是世上最伟大的看护者，是无人能比，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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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的；耶稣基督是世界上最能监督灵魂的，无人像祂如此擅长，如此忠心，如此温柔，

没有像祂这样看护、喂养、带领灵魂，像祂这样保护和医治灵魂的。祂爱我们就爱我们

到底，祂不惜为自己的羊冒生命危险，献上生命来买赎自己的羊。基督来，是要叫我们得

生命（约翰福音十10），罪犯得赦免，病人得医治，死人得复活。基督来，是要赐给人更

美好、更丰盛、更有益的生命。在基督里，哪怕各样疾病的威胁，我们不仅不是苟延残喘

地活着，而且我们活得舒适、充实，欢欢喜喜地活着。

我们不会永远健康，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外面的人渐渐朽坏」（哥林多后书四16）。

时间不多了，世界即将过去，在经历几次病痛，我们的生命就要结束；在参加几次葬礼后，就

轮到我们自己的葬礼了；在经过几次暴风以后，我们就平安抵达港口了。6 在基督面前会有满

足的喜乐，神要与我们同住，我们要作祂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要作我们的神；祂要

抹去我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启示录廿一3-4）

6 莱尔，《与神同行》，再版，赵中辉译，台北，改革宗，2009，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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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生病的经历。以我们普遍一

般较常见的感冒为例，感冒时我们会感到身

体容易疲惫、头疼、发烧、喉咙疼痛等不适

的症状。当生病时情绪也较容易：忧郁、发

怒、缺乏耐心等。凡经历过生病的人都知道

这种滋味并不好受，是痛苦的。若说它是一

种苦难，相信大家都会认同。生病确实是苦

难。

陈佩佩
2018毕业于台北改革宗神学院

圣经辅导硕士

现服侍于槟城佳音浸信教会，

深感“我是主羊”…

从圣经看「饶恕」与
照顾者的关系

当这患病是你的家人时，我们更可说，

一家人瞬间就陷入在苦难里。这样的苦难或

许是一波接着一波而来。病人或许得的是无

法治愈的病，相反病情还会是逐渐恶化。到

了病情最后的阶段，这将是一场残酷无情，

生与死的博弈之战。这种经历唯有病人最清

楚。在与病情搏斗期间，病人除了要遭受病

痛所带来的折磨之外，同时还得承受着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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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的压力。病人会将不满的情绪完全倾泄

在身旁的照顾者身上。						

或许你是那位照顾者。当眼前原是你

熟悉的家人，因患病而突然性格大变，变得

如此无理取闹和脾气暴躁时，你除了很错愕

同时也被对方的举止得罪了。身为基督徒的

你，满腹委屈和愤怒，与此同时你也清楚圣

经有关「饶恕」的教导。1 但此时你难免会心

中疑惑：「我该原谅对方吗？」								

亲爱的朋友，您知道「饶恕的真义」

吗？

饶恕的真义					

首先，「饶恕」的意思是指我们的罪已

1 请参考相关经文：尼九17；诗五十一，八十六5，一0三12，一三04；赛四十三25；太五23-26，六12，14-15，十八21-35；可十一25-26；

路六37，七36-50，十五章，，十七3-4，二十三34；约二十23；林后二7-11；弗四32，西三13；门15-21等。

被中保耶稣基督救赎，

祂使我们从罪中得着「释

放」，我们的罪债已被免

除。我们所欠的罪债已在

圣子基督代赎的工作上

完全一笔勾销了，因此饶

恕是上帝向我们施恩的

记号（诗篇三十二1-2；罗

四7；赛四十三25）。

在这带来了真实的

饶恕其实不是一种感觉，

而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

是一连串的决定，第一个

决定是求上帝先改变我

们的心。使我们效法基

督,	愿意饶恕那些迫害我们的人（路加福音

廿三34）。另外基督徒需谨慎，感觉并不是作

为我们饶恕人的准则，而上帝的命令才是我

们的准则。									

饶恕更是一种承诺。当你饶恕人的时

候，你就是承诺自己不再因为对方的过犯而

责备对方。意思是说，你不会让自己一直惦

记着他的冒犯。你拒绝去培育这个受伤的种

子，反而是立刻把它从你的心田里拔掉（弗

四31-32；西三5-13）。

西三13「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   

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正如基督已饶恕了我

们一样，我们如此行也是效法基督。因此，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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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的真义是「饶恕对方如同上帝饶恕你」。

以下是给于照顾者四个建议：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

恤」（太五7）。怜恤是指包括饶恕有罪的人与

同情贫穷困苦的人。这个福也以上下文密不

可分。「温柔的人」亦即是「怜恤人的人」，因

为温柔的意思，就是让人知道我们是罪人，

而怜恤人的人就是同情别人的遭遇，因他们

也是罪人。

当我们存有怜悯之心，就表示我们愿

意尝试走进那正处极度痛苦中的人，服侍我

们被病痛缠绕的家人。当我们愿意服侍那些

可能比我们更接近死亡的人时，让我们记得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设身处地，我们可以

问自己，“在这样的时刻，他们需要什么？”

第二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恩慈是圣灵所结

的果子（加五22），而爱的定义也包含恩慈

（林前十三4）。「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

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

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

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

象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路加福音六35-36）

。我们恩慈对待对方，是因为我们要学像耶

稣，而不是对方配得我们恩慈相待。恩慈并

不是取决于对方的善或恶，对或错。恩慈是

圣灵的果子，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这是爱的

礼物，它更不是好行为的奖赏。祈求神赐予

恩慈，来服侍在病榻中的家人。

当你要饶恕人的时候，你要付上很大

的代价。这代价就是要承受对方的得罪！但

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主耶稣饶恕你所花的代

价，你所付的代价，就算不上什么。这就是为

什么这位审判全地的上帝，恨恶那不肯饶恕

的罪。在那位不肯饶恕的仆人的比喻中，耶

稣说这主角是「恶」的，主人饶恕了他那难

以计量的债之后，他却不愿意放过那较小的

债（马太福音十八32-34）。换言之，饶恕需付

出代价，基督徒就需要有舍己的预备。主基

督教导要有为主随时牺牲的预备，主基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来跟从我」（可八34）。因主基督已成为

我们最佳效法的榜样（彼前二21-25）。照顾

人需要舍己，披戴基督，与患病的家人共进

退。

饶恕是求主的宝血先洗净遮盖我们的

罪，主阿！我是否有骄傲和自私的心呢？我

生气是因为我存有骄傲的 度，你会想：	

“嘿！我服侍您已经是很不错了？”

第四：饶恕是需要我们以谦卑的态度为
冒犯者来代祷

第三：饶恕是需要付出代价和舍己的
        精神

第一：饶恕是存有怜悯的心

第二：饶恕是需要我们以恩慈服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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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赦免我们这骄傲，狂妄自大的罪

人！

倘若我们看见圣子基督谦卑的为门徒

洗脚。祂又是如何早已知道那出卖祂的门徒

犹大，却仍然愿意谦卑的祂的敌人犹大洗

脚时，我们将感到无比的羞愧更是到了无地

自容的地步	（约十三10-11）。

亲爱的弟兄姐妹，饶恕不是为了要惩罚

或报复对方，恰恰相反，饶恕的最终的目的

是为要贏得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他从罪的捆

绑中挽回來，使他再次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

系。求神帮助我们，照顾家中生病的人，愿

神福音的大能，坚固他软弱中的儿女，使人

同得福音的好处。

总结：饶恕之美

最后，祷告是我们最有力的资源，因祷

告带有信心与盼望。这是熟悉真恩典的上

帝儿女所拥有的。认识恩典确实叫人如释重

负；恩典胜于所有偏差的看法；恩典远比人

所承袭的错误动机与观点更有能力（太五

43-48；利十九17-18；箴言二十五21-22；罗十

二9-21）。因此「饶恕之钥」在于只有当我们

愿意谦卑承认自己是堕落的人，承袭了被罪

影响的行为和 度，你才能原谅人。

当上帝恩典的力量在我们内心动工，你

经历了完全的饶恕，你就会愿意照样地饶恕

人。饶恕是一个过程，它不是自发性的，也不

容易做到，但籍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是

可能的。	

唯有思想你在基督里享有的饶恕，你才

有能力持续地饶恕别人。当你为那些深深伤

害你和令你失望的人代祷时，你要不断地拒

绝消极的想法。你要带着盼望去原谅人，期

待到了时候，施恩的圣灵会籍着你的祈祷改

变他。	请注意「改变」是上帝的大能作为、

是圣子的救赎和圣灵的动工。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满有饶恕和恩典

的生活。即使我们的表现不甚理想，然而，

我们对不饶恕人的生活方式，也不该习以为

常。求神帮助我们，照顾家中病痛的家属，

天父盼望我们看见饶恕之美——蒙天父饶

恕，也继续饶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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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珮珊

信主已近约十年的我，在2014年受洗。

接着在2015年步入教堂结婚。本以为婚后会

像平凡人一样有幸福的生活,但神却给与我

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对于世俗的人看我的遭

遇感到不幸、同情与伤心。对我而言，这些

遭遇是神在察验我和给我亲身经历祂得恩

典。在两年前，我得了焦虑症（因为之前失

去孩子的创伤）导致我每晚要靠药物入睡。

在那时候，我真的想放弃生命！但是我仍然

依靠主，每晚读经、祷告神。感谢主的保守，

在半年后我病有好转，并不需再服药。过了

不久本以为自己已经痊愈，但又旧病复发，

需要服安眠药。就在这时候，我觉得人生很

累，没有盼望。也感觉神已经弃绝我了，对我

掩面不看，我心里极其焦虑忧郁。我又再掉

入了试探，为世俗的事而挂虑。这包括害怕

不能回复以往舒适健康的生活，担心不能再

孕，也为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等需要来忧

虑。我想要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

在我最彷徨无助的时候，是这位慈爱

的神用祂的话语帮助了我，使我明白祂一直

的同在，祂眷顾我。也在这时候，我阅读了一

本属灵书籍	-	Knowing God’s Peace	，从中

得学习。这本书不仅让我更了解神的话，也

坚固了我对神的信心。以下我列出了这本书

的重点，和书中三大部分的教导，让我更了

解自己的心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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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忧虑？它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

转向世俗的事与物，如金钱、事业、舒适和

富裕的生活等。忧虑也会让我们慢慢的步入

情绪的失控和远离神。其实，在我们的生命

中最重要的是认识神。因这世界的事都要过

去（约壹二17）。我们应该思想，死后我们的

灵魂是否得救？是否罪可得到神的饶恕和赦

免？思想和信靠神才是最重的！

不断忧虑只会加重生活的压力、惊慌、

惧怕，以自我为中心的面对问题。久而久之，

我们就忘了神所赐下的救恩和每一天的恩

典。虽然遇到苦难，会带来生活的压力。但

是要脱离这一些忧虑的捆绑，我们必要靠这

一位能让死人复活的神而不是靠自己去得

胜（哥后一8-10）。圣经里记载，大卫王和使

徒保罗也遭患难和逼迫。但是他们仍旧依

靠这全能的神。相信神必定会拯救。这让我

看见神会带领我胜过忧虑带来的惧怕。祂

给予我永生的盼望。我现在所拥有的都是神

给我们的恩典。神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直

到永远（诗七四26）。我也提醒自己，靠着给	

神的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腓力比四12- 

13）。那我还忧虑和惧怕什么呢？

我们每天难免会有担心，甚至焦虑的情

绪。但是我们应该把时间和精神专注于神的

话。主耶稣是我的好牧人，我的救主。在走

过死阴幽谷，我不惧怕，因有祢与我同在。

祢的杖，祢竿安慰我（诗廿三4）。在黑暗失

眠漫长的夜里，我听见主耶稣的声音。祂必

带我走出这惧怕的困境。祂必不撇下我，因

神看我们的生命好比天上的鸟，地上的花

更为贵重。我们所求的，神已知道也为我们

安排好了。我们不必再为明天忧虑。（太六

25-33）。

想起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凡劳苦重

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必使你们的安息”

（太十一28）。“安息”对于我这个严重失

眠的人，真的好不容易做到。几乎每一个

晚上，当我一闭上双眼想安然入睡时，惧怕

的声音仿佛不让我的身体休息。我流泪向

神祷告，求神眷顾我，帮助我胜过惧怕。我

反复的思考主耶稣所说的“安息”。那就是

把所有的重担“完全”交托给神，祂会把平

安赐给我，我的心里再也不需要忧虑和胆怯

（约十四27）。我每一晚学习祷告和默想神

的话，依靠圣灵的带领，向神倾心吐意。我

心里得安慰，也深深感受到主所赐給我的

平安。经过几个月后，我的睡眠慢慢的有改

进。感谢主！感谢祢的看顾。

Defining Anxiety
Day 1-9: Turning to God 

in Our Anxiety

Day 10-14: 

信徒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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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忧虑对抗的期间，一 始会 疑

和埋怨神，为什么要把我丢弃在这种困境？

为什么不医治我？为什么对小孩或正常人都

可以做到的事：睡觉，我却不能？这种种试

探的问题在每一晚都围绕着我。我心里挣扎

了一段时间，很想放弃我的信仰！但因着圣

灵的带领，我又回到神的话， 始深入的思

想祂的话。我也从这本书找到了答案，理解

自己的处境。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教导我们如何对抗

忧郁症。那就是要“靠主喜乐”（腓三1，四		

4）。要拥有喜乐的心，必须要信靠神，以谦

卑的心向神祷告。学习把我的重担交托主，

思想在每一天神给我的恩典。就这样不停

的操练，我慢慢感受到主赐给我们的平安，

心里得安慰也有真实的喜乐。除此以外，在

祷告中我也不忘感谢神给我的供应，并在试

炼中让我的灵命得以成长。“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罗五3-5）。这节经文里，不仅让我亲身体

会到在患难中神的“爱”，也让我学习“忍

耐”,并且渐进成圣，脱离忧虑的捆绑。	

这世界的一切都是神掌权。我要谦卑和

顺服神，	将心里的忧虑卸给神，因神应许，

祂必顾念我们（彼前五6-7）。圣经也提醒了

我们要“谨守”和“警醒”（彼前五8-9）,	也

要慎防魔鬼的诡计如：常常忧虑不安，情绪

的失控，过分的担忧等等。所以我要谨守神

的话，求神坚固我的信心，抵挡这些试探。

完全的信靠神，专心的仰望祂是基督徒

一生的学习，并且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

你的神（太廿二37）。如果没有神的话做我

们的根基，活着一切都是虚空！在我们成圣

的道路中，无论顺境或逆境也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凡是谢恩（帖前五16-18）。要学

习主基督的样式，心里柔和谦卑。那我们心

里就得享主里的平安，脱离罪的捆绑（太十

一28-30）。这都是我们一生中必须要操练

的。每当我再遇到困境时，神的话就是我的

盾牌。

感谢神对我的眷顾。谢谢阿爸天父，愿

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Amen！

Fighting Anxiety
Day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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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的心向神祷告。学习把我的重担交托主，

思想在每一天神给我的恩典。就这样不停

的操练，我慢慢感受到主赐给我们的平安，

心里得安慰也有真实的喜乐。除此以外，在

祷告中我也不忘感谢神给我的供应，并在试

炼中让我的灵命得以成长。“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罗五3-5）。这节经文里，不仅让我亲身体

会到在患难中神的“爱”，也让我学习“忍

耐”,并且渐进成圣，脱离忧虑的捆绑。	

这世界的一切都是神掌权。我要谦卑和

顺服神，	将心里的忧虑卸给神，因神应许，

祂必顾念我们（彼前五6-7）。圣经也提醒了

我们要“谨守”和“警醒”（彼前五8-9）,	也

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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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在
天家                   

我的妈妈生前身体一向很硬朗，虽然她

已70岁，还是如一般的妇人，为我们一家大

小的生活起居忙碌。家中虽雇有印尼女佣，

但每天的吃喝饮食，是妈妈为我们张罗准

备。妈妈可以自己驾驶，上菜市不需要人陪

伴，买了东西，手中总是大小包的，一连要走

好几回，才把东西提到车上去。回到家中，就

由女佣帮忙洗切，妈妈亲自下厨，一天三、两

餐都自己动手，从来不假手于他人。下午若

是有闲空时，就陪孙儿睡午觉，不然她往往

有忙不完的家事。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八人，

妈妈都懂得我们的口味，那一个吃甜的、那

一个吃咸的，她都拿捏得准。不只是这样，

我们的脾气，妈妈更是了然。

今年10月，妈妈之前服了一些中药，身

体感到不适。起初以为是药物带来了的果

Sylvia

效，并没有善加处理。怎知道在服完该处

方，情形却每况愈下，妈妈感觉到她的心脏

跳动不规律，而且走起路来气喘如牛，身体

异常的疲倦。妈妈在十月中接受美国药房的

专科医生的检验，医生证实右边的肾脏长了

毒瘤，而且毒瘤的根茎还沿着大血管，蔓延

至接近心脏处。妈妈本来要接受心脏手术，

处理大血管的根茎，进而切除毒瘤，但后来

却选择服食草药，从饮食方面来控制癌细胞

的蔓延。

妈妈一向来是低血压，患上此顽疾，便

成了医院的常客，我们兄弟姐妹看在眼里，

心情非常的沉重。但在妈妈的面前，我们要

保持一贯的笑容，安慰、鼓励妈妈，家中的

哥哥姐姐更与妈妈共进退，陪妈妈一起改

变饮食，吃毫无油盐甜酸的食物。妈妈留院

相聚在相聚在
天家                   天家                   天家                   天家                   天家                   

信徒
生活

19



及在家休养期间，精神好的时候，我做得最

多的是祷告及讲故事，几乎也讲完了约翰福

音。除此之外，又从传道书12：1的信息，跟

妈妈分享，要妈妈思想上帝的救恩，在衰败

的日子还为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

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来探访妈妈时，也一再传

福音，都祷告妈妈在最后的一刻，要像十字

架上的强盗，认罪求告救主。

妈妈还未患病前，每一次跟她分享福

音，有时我们母女俩免不了不欢而散。我知

道很多次她是为了敷衍我，跟我去听道或探

访教会中的长辈。其中苏阿姨是知道我家中

的情形的，所以，她就曾语重心长地说妈妈

的忍耐是源至于上帝，只有造人的主，才能

看到人们的需要。妈妈的容忍，以至于一个

本该破碎的家，得以保全，儿女能够在学业

上进深，长大成人，没有成为了家人挂心的

包袱及社会的负担。一般世俗的封建思想只

能叫人烙在封建的捆绑中，无法自拔。妈妈

听了苏阿姨的一番话后，虽然没有 口表示

赞成，但是眼眶里有眼泪，脸上的表情柔和

下来了。后来，也常常托我问候苏阿姨。

妈妈的个性非常的柔和。妈妈是外公

的长女，从小虽然很喜欢上学，但有碍于是

女儿，到头来还是属于别人的，所以外公只

让她上了几年的小学。妈妈非常用心学习，

六年的小学，妈妈是以跳级的方式，三年

的时间就念完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上学的机

会，留在家里做家务。直到适婚的年龄，就

以媒酌之言，嫁给父亲。作为长媳妇，父亲

的兄弟姐妹共九人，妈妈每天总是忙家事。

所谓顺得哥来失嫂意，妈妈在这个大家庭

里，从来就不多话，她就有如两头烧的蜡

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从来不为自己着

想。我读箴言书31:15，就深感里头的描写正

是妈妈的写照。在我们的大家庭里，妈妈也

是每天天还未亮前，就起来准备家务。我的

记忆中最清晰的是妈妈先

煮了米粥，把一碗碗热腾腾

的粥盛在碗里纳凉，

等我们家中的孩子

们稍后起床梳

记忆中最清晰的是妈妈先

煮了米粥，把一碗碗热腾腾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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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后，上学前，吃了粥才上学去。妈妈年老患

病，是我们这个家把她给累坏了。

妈妈也非常的勤奋，她虽然只有小学

的学历，但她的字体娟秀。她非常看重我们

子女的教育。我们小时候，她是恩威兼施，

从来没有让我们在功课上松懈下来。更注

重我们的品行，当我们跟其他的堂兄弟姐

妹吵架，妈妈总是把我们拉到一旁，不管对

错，总是严加管教责备，从来不让我们有辩

驳的机会，有时候更以藤条恭候呢！她又乐

善好施，在我们居住的小渔村，凡和她交往

过的，不论是富贵贫贱，都晓得妈妈的恩惠

勤俭。当我本身在领受了主耶稣救赎的恩典

后，一直要把这福气跟妈妈分享，但却居于

妈妈一生活在旧封建礼教的思想下，她对这

个大家庭的责任，亲朋戚友对她的尊敬，又

看到我在信主后对祭祖祭物的婉拒，我猜

想这都成为了她不愿意接受主的原因。如今

我回想，我只能感谢上帝，在我因个人的小

信，以为妈妈会与基督的救赎隔绝，永远落

入那丧命的火湖里，上帝却施行了浩大的恩

典。妈妈病痛期间，跟她分享福音，她的神

上一点也不敷衍，除了凝听福音故事，也

愿意接受祷告。留院期间，我看她躺在病床

上，因肚里积水，难以入眠，就吟唱赞美的

诗歌“除祢以外”，短短的一首诗歌，我却声

音哽咽，屡次停顿，等我一抬起头来，妈妈

已安然进入梦乡。

我一生受妈妈的影响很大，总觉得我

的妈妈最伟大。我小时候娇生惯养，性情非

常的胆小怕事，动不动的就很容易掉眼泪。

但妈妈却很果敢的做决定，在我踏入中学

前，她把我送往离家略一小时半车程的城市

读书，让我寄宿在祖母的家里。以前的交通

并不方便，若没有什么要事，假期前根本没

有什么机会回家。我心中对新的学习环境根

本就十分抗拒，要我离 那可爱的小乡下，

更是百分之百的不愿意。但居于母命难违，

只好前往。如今我回想，我不至于在年幼辍

学，全赖上帝赐于我一个好妈妈，妈妈虽然

活在封建礼教思想下，却从来没有以礼教来

挟制我，完全让我选择自己的志向与兴趣。

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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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初患病时曾经昏厥过一次，她也

曾表示这一病，大概是要跟我们分手道别

离。她在我们的面前，从来没有大肆哭泣埋

怨，只是我却看见她躺在病床上，眼角留系

着泪珠，可以想象妈妈在病痛时还是不要

我们担心害怕，所以她没有在我们的眼前痛

哭。但虽有儿女陪伴，内心却也孤单、无助。

我看她的病情一直没有减轻，心中非常悲

痛，但见到病床上的妈妈，就不知道说什么

好。我想起了我生病时，很害怕一个人留在

病床上，妈妈总是衣不解带、无微不至地照

顾我。若是我又呕又吐，就得蹲下来，为我

拍背。现在妈妈生病了，而且这病会致命，

我舍不得我的妈妈。所以，有时候就爬上病

床，睡在妈妈的身旁，拥着妈妈入睡，有时

候就拉了椅子，脸俯在妈妈的脚跟，一手轻

拍她的小腿，就像小时候妈妈拍我入眠一

样。妈妈在病危中，神智一直很清醒，我那

时候最着急的，还是属于她灵魂得救的方

面，因为妈妈就像将残的灯火、被病压伤的

芦苇。圣经上不也有这样的描述基督的爱－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

不折断”吗？若不要与妈妈在永世里分离，

这一种盼望，相聚在天家的盼望，源自于基

督的救赎，我对妈妈说过这样子的告白，对

家人亦然。盼望在基督里，而且带到永生里

去。

妈妈临终前的那个晚上，我回到家中，

我看她时儿沉睡，时儿清醒。 里的枕头好

像是她唯一的依靠，清醒时的神情，就望着

前方，没有一丝毫的害怕。喊她几声妈妈，

她就看了我两眼，什么话也没有说。二姐拿

了药来，她只说了两句话：“不吃了，还要吃

吗？”。后来二姐还拿来了苹果汁，我就爬上

床去，手中拿着盛了果汁的小汤匙，我跟妈

妈说“阿门，好吗？”（我们的暗号）。妈妈什

么也没说，嘴唇只是动了动，就喝了我手中

的果汁。我记得妈妈还表示她要小解，我们

几姐妹还手脚笨拙地把妈妈扶下床，然后又

扶又抬的让妈妈躺回床上去。这时候，妈妈

对我们笑了笑，好像是笑我们的笨手笨脚。

大约就在一个钟头后，只是翻了一个身，妈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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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就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妈妈咽下最后一口

气后，我 车把哥哥接来家中，眼眶里都是

眼泪，心里很不舍得，但心里只有主的一句

话：“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虽是情绪波

动，但主的这句话，在整个路程中，陪伴我、

安慰我、鼓励我，不管前面的挑战如何，盼

望总在主里，真正的自由，不过是等候主再

来，在主的面前再相聚。

妈妈的丧礼是依照传统的华人礼仪入

殓。我在妈妈收棺后，接到小姨娘生的姐姐

打来的电话。她说妈妈临终前的那个下午，

她的教会的牧师来家中探病时，分享福音，

曾询问妈妈的心志，妈妈表示悔改认罪，愿

意接受主，基督活在她的心里面，牧师就带

领妈妈做认罪悔改，决志信主的祷告，当时

家中未信主的姐姐及外甥女在场。如此浩

大的恩典，临终前接受主，我只能俯伏在神

面前献上感谢颂扬，颂扬基督，接受妈妈的

灵魂，让她得以卸下了属世劳苦的重担，在

主里得享安息。世人的智慧无法透彻神的真

理，福音四书里有记载，县挂在十字架上的

主，虽是遍体凌伤，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到

世上的使命，尚且身体力行，传福音，以至于

强盗罪得蒙赦免，主的怜悯，强盗因信，得

享主所赐予的乐园。妈妈的丧礼虽是按照华

人礼仪，我只有遗憾惋惜，但对主的信靠却

更进加深，更有把握。因他所拣选的，一个

也不失落。即使是面对死亡，妈妈也始终因

信的缘故，战胜死亡。

亲爱的妈妈，等我也结束这在世当客

旅的日子，在上帝那美好的家园，我们必然

也会见面。那时候再也没有眼泪，那时候我

们要一起欢唱“除祢以外”这首诗歌，因为

你我都回到上帝的面前。您已打完了病痛这

美好的战役，如今卸下了今生的劳苦，回到

父那里去了。我们有这种盼望，因为“神是

溪水，我们是溪水边的树”，紧靠着溪水而

生存，也将回到天父的家园欢聚。亲爱的妈

妈，今生永别了，但我们永聚在天家！

																									（续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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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弟兄姐妹，妈妈患上癌症，我成为了癌症病人的家属，我深深地感受到她

的孤单、无助、恐惧，度日如年。她在病患期间，我也曾经因个人的软弱，责问上帝。但

上帝不更改的应许，上帝的真实，又叫我因自己的小信、软弱，认罪悔改，盼望在主里得

以刚强。妈妈的葬礼后，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要如何把上帝拯救的真理带给在病痛

中，面对死亡，但还未接受福音的人。诗篇廿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给我们的心灵上

得到很多的安慰。今天你我的回应，应该是把上帝的安慰，带给许多也盼望得到安慰的

人，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你曾经是癌症病人，你曾经是癌症病人的家属，你我是靠

上帝走过这死荫的幽谷，盼望我们甘心情愿地分享我们的心声，让更多还未信主的病人

及家属，认识真理，藉着圣灵的感动引导，接受基督。如果你有这个负担，上帝也要你在

这方面服侍，你可以预备你自己，做以下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祢让我经历生命中的病痛，让我懂得依靠祢，渡过这死荫的

幽谷。帮助我甘心情愿回应祢，把祢的恩慈怜悯带给更多还未认识祢，也在病痛中的人。

我晓得我自己的软弱，祈求祢怜悯，使我在祢里面得以刚强。诚心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求，阿门！”

Dec 29, 2003

后记：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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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母亲，母亲离 时我初信，稳定在教会聚会，团契，参加成人主日学。

在母亲离 后，我在一星期内前往新工作报到。投入忙碌的工作前，就整理心

情，写下以上这篇文章。我父亲更早于母亲过世，母亲过世时，心灵即刻的感触

就是这一回我是孤儿了，即便已成年，有工作赚取的能力，有信仰确信的生活，

但失去母亲，母亲已经离 的感受，也很真实。如今重新阅读，深深体会，神赐

予父母所带来的福乐，让我得抚育与教导，长大成人。我每当回想，忆起父母的

美善，他们也不完美，但却尽力摆上一生，来看顾保守一个家，感谢神给予父

母。思念父母的恩情，更领会神设立家庭伦理，使家可以运作的美意。这失去双

亲孤儿的心 ，如今回想，在上帝自己的时间里，上帝告诉我，我有一个永在、

掌权、永不改变的父，透过基督的救恩拯救我，赦免我的罪，应许我，祂永不撇

下我为孤儿，生命得以在祂里面丰富、灿烂，因我的失去，在基督的十字架得成

全。天父是我永在的父，除了血浓于水的家人，神还给我一个属灵的家。在这个

属灵的家庭，有年长的属灵长辈，有同辈的肢体，有在我之下年幼也需要抚育的

晚辈，同为救赎群体，领受主恩言，在基督大爱的激励，在教会敬拜、团契、事奉

生活里，操练彼此与互相，我有血肉关系的家人，也有教会里属灵的家人。这是

一个稳妥的着力点，抓紧神，蒙神保守而妥当。感谢、荣耀、赞美全然归于祂！	

July 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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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室于2021 Mar 6-May 29 始线上阅读。我们阅读玛丽·米勒所著《

迈向自由》（Rose Marie Miller, From Fear to Freedom）这是一本见证集，书中

的作者见证，神如何引领她走出个人的自义，以及原生家庭的问题，走出生命

的阴霾，归信基督，得着属神儿女的真自由。

以下是这一次读书会一些学员们的回应，与你分享，唯独将荣耀归给预

备救恩的上帝。

线上辣椒妇人读书会简讯……

辅导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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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阅读《迈向自由》，作者	 Rose	 Marie生命的见

证，神如何翻转她的生命，我看见自己也曾经如此小信，靠

自己，没有完全信靠耶稣，没有完全仰望交托，也没有完全

降服于神的旨意。最后头破血流，生活一团糟。

神的恩典，祂没有撇弃我。祂给了我无限的爱和耐心，

让我有机会回转，信靠祂，过得胜的生活，并且应许属祂的

人，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

作者在书中其中一章，提及原生家庭的问题，因上一

代没有面对的罪，影响作者成长以及婚后的生活，也按照

有罪的心思来应对生活中紧张的人际关系。直到她回转主

的面前，经历耶稣的饶恕，得力量去饶恕并接纳过往让自

己受伤难过的人事物。我看自己的生命，感谢神，因耶稣的

救赎，我和女儿蒙拯救，不被过往原生家庭的问题捆绑。

经过了婚姻风暴得以重生，新的生活，老我与基督同死同

埋葬，新造的生命与基督同复活，恢复与天父的关系，得着

作神儿女的福份，面对自己的软弱,主使我刚强壮胆。

书中作者提及“接受别人的祝福时也同时成为别人的

祝福”。盼望我能成为主的器皿，为主作美好的见证，过讨

主喜悦的生活，谨记主的吩咐，广传福音。学习主的样式，

谦卑自己，活出属天子民的美好见证。

美娟

成为别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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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恩典，让我有机会参加我等候许久的读书会。

一起读完迈向自由这本书，给我未來的的路程有很大的幫助。

从师母Rose Marie的故事里，我看见了我以往孤儿的心 ，也领悟了

因信称义的意义。以往只知道那是我蒙得救途境的恩典，今天是我生命中

的提醒与引导，我会有感恩的心去原谅，接纳他人。在Rose Marie的故事

里也看見了自己的自以为义。感覺主，从作者的分享她以往的挣扎，神也

让我我看见了自己的盲点，看见了自已对生活的掌控自主。感謝主让我再

一次经历祂同在的恩典，责备中有滿滿的怜恤。

期待下一个学习的路程。

阅读这本书，我有以下的学习：

属灵的孤儿，孤儿心 的心是以自己为中心；做神的儿女是以神为中

心，向神敞 心门。

因信称义。藉着信，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罪得赦免，神接纳我

为他的女儿。

成圣生活。按照圣经的教导，依靠圣灵的带领，不断更新，成为圣

洁。

学习饶恕。饶恕是恩典，饶恕是过程。蒙天父饶恕，也依靠神，要饶恕

人。

Vyonne

安齐

神儿女的自由

迈向自由...
活出神儿女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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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十章更上一层楼-属灵的争战中，我了解到我们原

来的敌人并不是真正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自己和撒

旦。称义是要靠信心而得，靠权柄祷告，为特定的罪捆绑而

祈求。

我深知首先我得承认不信的罪，要宣告基督在失丧之

人身上的主权，也需同心为特定的罪祈求。我们要以祷告

抵抗魔鬼，并献上感谢赞美神!

正确的神学是要与上帝和好，而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

救。我们会常常被周围的负面环境所影响，因我们看不到

神的同在。借此，撒旦会利用我们肉体的不信说服我们的

理性。唯有让正确的神学确实掌管我们内在的生命时，我

们才能得到帮助。我们要让上帝掌管我们，进入我们的生

命。当我们降服于基督和他的旨意中，我们就会认清正真

的仇敌-自我和撒旦。

上帝要我们去爱和饶恕我们的敌人，为他们祈祷，期

盼基督也拯救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虽然这是件不容易的

事，但我相信只要依靠上帝，我们就能战胜，就能享有上帝

的爱。

无论作甚么，都是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

作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

事奉的乃是主基督。（歌罗西书三23-24）

萍萍

正确的神学是要
与神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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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started this book I though that I don't think I am like her. I don't 

like order. I don't have orphan mentality. But now as I read on chapter 6 - 

Finding Forgiveness: The Moralist Meets Jesus Christ, is totally me. I want 

order in church surrounding from how people sit, act, song lead, how people 

should usher new people etc.

I didn't realise I had been trying to build a good record in church 

and among people through moralistic effort. Doing the right thing /active 

righteousness, depending on what's right, doing more, proactive, outward 

actions, moral efforts, a lot of presumption!

I thought this was Christian living, I thought this was fearing God. I 

thought this pleases God. 

What make me pleasing to God is not all these but the grace in Christ. 

Because of Christ, He is pleased with me. Not my moral actions. My 

presumption (reliance on self and outward morality) shifted my reliance on 

Chris righteousness to my own effort. 

And yet my recent crisis became God's means to force me to turn away 

from my circumstances, feelings, own strength toward God. 

Growing up since young in church I have learnt and adapted very well 

into moralistic actions doing what's expected and right. Growth in Christ is 

not rooted on moralistic will power. How wrong I had been! It is only possible 

to grow in Christ when I am transplanted by faith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into the soil of grace. 

Lord have mercy on me to truly deeply sense this and turn back to You. 

Show 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al faith and a demanding presumptive faith 

so that I can put my trust in Christ alone.

Jasmine

The Moralist Meets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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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Reflection on “From Fear to Freedom”

The story line from the author shows a reflection of me 

of which I found that I have lack in a way a  christian should 

be. Being self-confident in most of the things in my life have 

causes a distant between me and GOD especially on faith, 

forgiveness and trust in the Lord. After reading the whole 

book, I found that 1 thing which is bond together between us 

and HIM i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like father 

and child and this remind me that every single step or even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we do in our daily life we need to seek 

the Lord to guide and help us. Patient is also required being 

a Christian, Iam a person who totally the other person which 

impatient in everything. I learn that GOD  always test his 

children on patient of which is not short period but sometime 

long period. This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PATIENT + 

FAITH + TRUST = POSITIVE OUTCOME.

Forgiveness is something I as a human needs to learn 

which I am still learning. As keeping past unhappy memories 

does make a person to feel down and like having a burden 

on the shoulder, by letting it goes bit by bit and to forgive in 

Christ makes me feel a little ease and more open towards life.  

Conclusion = Trust in the Lord in all your heart for HE 

will lead the way.

Khim

Trust in The Lord
in All Your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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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eel grateful as I could join “Penang Ladies Study Group”, together we 

learnt about the book “From Fear to Freedom”. 

In our life, we sometimes unconsciously have the mindset of an orphan, 

such as believing that no one understands, feel being trapped by circumstances, 

handle pain and suffering by blaming others, refusing to learn from God, 

becoming defensive or angry, not the faith of a son or daughter. We can see 

sins in others and have the same sins in ourselves without recognizing it. 

We have more interest in immediate deliverance from pain than in what God 

wants to teach us through the pain.

Guilt always brings condemnation, but faith in Christ motivates us to 

pray boldly for the lost. 

From this book, I learnt that we need to be calm and focus to God, open 

to Him and sharing my deepest doubts.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John 15:5)  Pray simply and quietly for God to heal me.

God’s help comes through His words, people around us, and fellowship. 

God’s promise of grace offers so much hope, and how the blood of Jesus, shed 

on the cross, is powerful enough to change anyone. “Therefore, there is now 

no condemna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 Christ Jesus. ” (Rom 8:1)

Therefore, I should give thanks and continue my life under His guidance, 

because everything which is happened in our life is under God’s control. May 

God grant me the grace to humble my heart in a new and deeper surrender to 

His will.

Liana

Faith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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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神信实带领，疫情里同工们接受线上培训装备，感谢

神。

2.		为线上案例辅导，教牧咨询交托，神带来生命改变。

3.		为设计以及整理网路教学视频代祷，神赐恩赐、能力。

4.		为古晋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线上结业，求神预备。

5.		为【人如何改变】圣经辅导培训课程推广代祷，以线上

小组培训或教会团契的方式进行。

6.		为惠恩姐妹于今年9月-12月在辅导室（槟城）的实习仰

望，学以致用，神雕塑生命。

7.		为读书会（槟城、吉隆坡、古晋）代祷，透过阅读，生命

得建造，同得福音的好处。

8.		为定期出版圣经辅导期刊，每一年两期代祷。

9.		为同工们代祷，配合教会的需要，线上圣经辅导专题分

享，神加添恩典能力。

10.	您的奉献与参与是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您一起关 与

推动圣经辅导的工作，神赐福。

....消息与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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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室的使命是「推广」圣经辅导，期盼神预备愿意委身圣经辅导的教会，与我们联
络，合作开办「圣经辅导」或配合教会需要等短期与辅导相关的分享、教导与工作
坊。

「正道辅导室」欢迎教会、机构、团体等邀约，
举办各类合乎圣经教导的讲座。 

圣经辅导入门   基督徒婚前教育   从腓立比书学习辅导与关怀   辅导员的装备

圣经辅导专题

管教儿女管教心   青少年如何与父母相处   两性关系   教导儿童遵守主道

基督徒教养伦理   儿女教养中的律法与恩典

家庭与亲子专题

婚前辅导与婚姻辅导专题
婚姻的蓝图   步上红毯之前   基督徒性伦理    幸福家庭的根基   按上帝的设计结婚   

真爱要等待

其他
得胜忧郁与沮丧的情绪   单身的牧养   冲突处理   单亲辅导与关怀

认识我的情绪百宝箱   《真理与生命》查经   饶恕与接纳

家庭候诊室   言语的战役   同性情欲的辅导

圣经辅导三阶段培训   人如何改变

(广告设计图）

圣经辅导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