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  人  際  關  係  經  歷  神  

聖經輔導系列講座 

西敏神學院道學碩士。曾任中華基督
教長老會台北信友堂學生事工部主任
。目前在西敏神學院攻讀新約釋經學
博士，為基督使者協會特約講員。 

講員簡介：陸尊恩傳道  



人，如何改變 

迷失 

你要往哪裡去？ 

第一講 

40 分鐘 



愛麗絲來到一個岔路。 
"我該選哪一條路呢?"她問。 
"妳想要到哪裡去呢?“ 
露齒嘻笑的貓問。 
"我不知道。"愛麗絲回答。 
"那麼，"那貓說， 
"無所謂妳選哪一條路。" 



上一次，你照鏡子，是為了什麼？ 



許多人到了生離死
別的時候，才剎那
間看清楚人生的優
先次序為何…… 



因為神看顧你， 
你不需要用自己的辦法去強求別人愛你。 



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 
 
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聖經‧馬太福音6章32節） 



神關心你。你是按著神的形象造的。 



神與這個世界不同。祂要你變得像祂。 



除了神， 
沒有人 
 
能作你靈魂的避風港。 



活在神的眼光中， 
你將得到自由。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
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
如同自己。” 
          
   聖經，路加福音10章27節 



耶和華  
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 ，  
我的救主，我的神，  
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聖經，詩篇18篇2節 



人是我服事的對象，不是我依賴的對象 





人，如何改變 

真愛 

什麼是真愛？ 

第二講 

40 分鐘 



“我還要做什麼，才算是愛妳，妳到底要什麼？” 
“我怎麼能夠確定，你是真的愛我？” 



我們營造真愛的感覺，卻離真愛更遠。 



她問我說：“你愛我嗎？” 





用努力換來的愛，並不是真愛。 
真愛，是無價的禮物。 



收回好處 
羞辱 
眼淚 
創造罪疚感 
退出 

冷戰 
吼叫 
發怒 
威脅 
警告 

說謊 
批評 
模糊化 
強迫 
咄咄逼人 

誇大 
奉承 
失望 
隱瞞 
傷害自己 

操控的策略 
(如何控制別人，以滿足我們的慾望) 



不信任對方 
不信任自己 
累積罪疚感 
持續的爭執 
無效的和解 

失去熱情 
擔心背叛 
擔心反擊 
憂鬱挫折 
沮喪絕望 

性格的扭曲 
關係的扭曲 
沒辦法原諒 
受傷的感覺 
越來越負面 

對方的報復 
對方的隱瞞 
對方的暴力 
對方的忽略 
更深的操控 

操控別人的結果 
(用操控建立的關係會有的反效果) 





你決定以真誠待人，是因為你是一個真誠的人。
你願意付出善意，是因為你是一個充滿善意的人。
你付出愛是一種恩典，你得到愛，也是恩典。 



操控，破壞信任，帶來敵意。 



跨越敵意，主動與對方和好，就是真愛的表現。 



無神論者， 
公開地表達 
對神的敵意。 

至於其他人， 
則處在與神 
長期的冷戰 
之中。 



雖然神一直都與
我們同在， 
但神與我們之間
的關係是破裂的， 
因為我們的罪惡，
使祂向我們掩面。 



神犧牲了自己的愛子， 
作了完美的挽回祭， 
這才是宇宙中 
那終極的、完美的愛。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

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

就是愛了。 

    （聖經‧約翰壹書4章10節 ） 

神將自己的愛給我們，是無價的… 



公義 慈愛 

什麼是恩典？ 
這就是恩典！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

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聖經‧羅馬書5章8節） 



當我們忘記神的愛時， 
讓我們抬頭仰望十字架， 
在那裡有神永恆愛情的 
不滅記號。 



你看見了嗎？這就是神如何愛我們的方式！ 

• 先照顧別方的需要 
• 願意受苦 
• 可以受傷 
• 即便對方有敵意，仍保持善意 
• 允許對方犯錯 
• 為對方的錯誤付上代價 
• 願意重複地原諒 
• 白白地給予，不求回報 
• 降卑自己，高舉對方 
• 為對方的成就高興 
• 不強調自己的犧牲、奉獻 
• 完全地誠實，不扭曲誇大 



你看見了嗎？這就是神如何愛我們的方式！ 

• 即便對方有錯，不輕易發怒 
• 即便發怒，不持續發怒 
• 勇於告知對方的錯誤 
• 保護對方免於試探與危險 
• 在對方不悔改時，感到憂傷 
• 在對方悔改時，感到喜樂 
• 忽略對方過去的失敗 
• 承擔再次選擇相信的風險 
• 與對方一起受苦 
• 長久的委身，不停止付出愛 
• 不設定愛的條件 
• 關心對方長久的福祉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4章19節） 



人，如何改變 

傷痕 

我們為何傷害別人與自己？ 

第三講 

45 分鐘 



不是沒有盼望，而是無法饒恕，又無力改變自己。 



活在傷痕中的你，不應該對這一切無動於衷。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
我們的軟弱。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
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所
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
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
隨時的幫助。” 
          
   (聖經，希伯來書4章15-16節) 



你內心的罪惡傷害你的靈魂，比別人加給你的傷害更深。 



“因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裡，發
出惡念、苟合、偷盜、兇殺、姦淫、
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
謗讟、驕傲、狂妄，這一切的惡，
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 
 
         
   (聖經，馬可福音7章21-23節) 



定睛望耶穌，他展現了尊貴人性的最大極限。 



壓抑與補贖，並不能讓你過得更好。 



我們的內心如此糾結， 
是否所有的問題都必須一一疏理？ 



你與耶穌同釘十字架，一同從死裡復活， 
耶穌賜你全新的生命，神根本不必整理你的過去。 



這些醫治老我的處方，無法改變生命： 

> 說出來 
> 忘記 
> 淡化 
> 改變觀點 
 

> 找人陪 
> 享受 
> 精神藥物 
> 自殺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5章17節） 



  主耶穌愛我  為我釘十架 
  祂為我受死  賜我新生命 
  如今我活著  已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 

 
我已經與主基督  同釘在十字架 
  我的罪身滅絕  不再受罪轄制 
  如今我活著  已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 

基督在我裡面活     詞/曲  郭明惠 
   



人，如何改變 

新生 

如何活出神所賜的新生命？ 

第四講 

45 分鐘 



你為什麼，想變成另外一個人？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
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聖經，羅馬書12章2節) 



下列哪一個問題最嚴重？ 

> 手淫＋沉迷網路色情 
> 外遇＋習慣性的說謊 
> 無法控制的食慾＋沉迷電視、漫畫＋事後的  
   催吐、摧毀影碟 
> 無法存錢＋貪財＋容易被騙財 
> 同性戀＋不穩定的交往關係 
> 拜偶像＋算命＋瘋星座＋算風水 
> 驕傲＋難以溝通＋好競爭＋愛論斷別人 
> 最近靈命不太好，與神有一點疏遠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
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
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作甚麼。人若不常在我
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
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聖經，約翰福音15章5-6節) 



神有豐盛的恩典與憐憫，回轉到祂的懷抱裡， 
你不必活在罪中。 



你不能用你“修”來的正果討神的喜悅， 
神只喜悅你用信心倚靠基督賜你的新生命。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
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
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
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聖經，加拉太書2章20節) 



背十字架的真諦，不是犧牲，不是修行， 
而是為了擁抱基督復活所賜給我們的新生命。 



  主耶穌愛我  為我釘十架 
  祂為我受死  賜我新生命 
  如今我活著  已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 

 
我已經與主基督  同釘在十字架 
  我的罪身滅絕  不再受罪轄制 
  如今我活著  已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 

基督在我裡面活     詞/曲  郭明惠 
   



人，如何改變 

憂懼 

如何面對壓力、處理情緒？ 

第五講 

45 分鐘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
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
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 
         
   (聖經，羅馬書8章32節) 



一個皮球與一個玻璃杯， 
從樓上掉下來。皮球彈起來，
玻璃瓶卻碎了。是誰的錯？ 



兩個不同的男人， 
在面對羞辱與壓力時， 
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反應。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聖經‧箴言4章23節）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
耀。”(哥林多後書4章16-17節) 



神的愛不會因環境改變。 
我們靠著神的愛而活， 
是憑信心，不是憑眼見。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4:23 

壓力 

偶像 

（私慾） 

漸漸
枯乾 

環境 



環境 

壓力 

溪水旁 

（恩典） 

按時候
結果子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詩1:3 



神為苦難負起全責，別忘記，祂也是黑夜的主宰。 



苦難只是一條小徑，終點是神的美意。 



神的恩典夠你用的。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為完全。 



用信心與主同行，活在恩典中，對環境保持好的回應， 
讓主掌握全局，就是成功的一天！ 



人，如何改變 

親密 

如何去愛不可愛的人？ 

第六講 

45 分鐘 



封閉自我，不只是孤獨，你將失去人性。 



其實你可以受傷。耶穌也曾為愛你受傷。 



耶穌邀請你，與祂同受苦難。 



先愛人，才溝通。 

先相愛，才相知。 

Talk to each other,  
Don’t  
Talk about each other.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
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
來，這人就有禍了。" （聖經‧傳道書4章9-10節） 



"因此，人要離開
父母，與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
體。“ 
 
(聖經，創世記2章
24節) 
 
關於婚姻的一切
智慧，都從"二人
成為一體"開始。 
 



出於憐憫的愛，是他不配得的恩典， 
讓他無法回報。因為施比受更有福。 



金和銀我都沒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給你，
就是把耶穌基督白白的恩典給你。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
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聖經，以弗所書4章1-3節) 



用基督的愛， 
一起衝破 
生命的黑暗。 



使者聖經輔導新書 



問題解答  
Q & A 

與我聯繫  
Email: 

tlu@afcinc.org 



人，如何改變 

邀約 

明白神對你人生的旨意 

第七講 

45 分鐘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10章10節) 



當彼得用信心定睛於耶穌時，他經歷了這個世界所沒有的能力。 

Walking on Faith by Benjamin McPherson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祂兒子裡面。人有了神
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
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約翰一書5章11-13節) 



耶穌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
說的。”(約翰福音7章37-39節) 



聖靈來，將耶穌基督的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實、
溫柔、節制等一切屬神的性情賜給我們。 



這個世界，將因為你生命的改變，而與你一起經歷到神超然的恩典。 



神要使用你的生命，讓人認識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並藉著你建造祂永恆的國度。 



在那裡，不再有死亡、咒詛、悲哀、哭號、疼痛（啟21:4）， 
那將是一個永恆的家鄉。 



耶穌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1章8節) 





人，如何改變 

人，如何改變 

如何幫助彼此改變 

第八講 

35 分鐘 



生命改變的法則一： 你是按著神的形象造的，要敬畏神，
不要盲從這個世界。 

生命改變的法則二： 耶穌為你的罪上了十字架，顯明神對
你的愛，你不必活在罪中，你可以回轉歸向神恩典的懷抱。 

生命改變的法則三： 耶穌從死裡復活，你與祂連結，你也
與祂一起死裡復活；祂賜新生命給你；在基督裡，你就是
新造的人。 

生命改變法則四：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再你
裡面活著；當你與基督親密相連，就被祂的聖靈充滿。 

迎接改變 



生命改變的法則五： 將生命交給耶穌，神掌管一切，無論
發生何事，神的愛永不變，主的恩典夠你用，你只要用信
心倚靠祂回應環境的挑戰，就是成功。 

生命改變的法則六： 與耶穌一起受苦去愛人，你將與祂一
起得到榮耀。 

生命改變的法則七： 奉獻你的一生為主而活，讓主藉著你
建造祂的永恆國度，你將與祂一同作王。 

迎接改變 



“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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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3章7-8節) 



耶穌帶領門徒的時候，很少和門徒們個別獨處， 
而是創造了一個以耶穌為中心的門徒群體。 



我們若不能愛看得見的弟兄，就不能愛看不見的
上帝（約壹4:20）。 



正常的門徒生活，不能被偶然發生的團體節目、
特殊聚會、節期儀式所取代。 



- 敬拜 - 

- 讀經 - 

- 分享 - 

- 禱告 - 

- 關懷 - 

健康的門徒生活 





問題解答  
Q & A 

與我聯繫  
Email: 

tlu@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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