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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瞭解教會弟兄姐妹精神心理的問題與醫治輔導的需要 
 

前題討論 
 

• 教會有沒有遇到任何精神疾病患者或行為思維異常的弟兄姐妹的困擾?  
• 一般你們如何處理面對? 
• 面對這些情形, 處理的時候有什麼難處或困擾? 

 
為什麼我們要了解什麼是精神疾病? 
 
特別是在華人教會裡有這樣的一種特別需要?  
 

• 因為教會是一個有愛的地方, 因此特別對弱勢族群有吸引力.尤其是在華人社

區當中, 能夠尋求幫助的地方不多, 特別是語言的關係, 因此教會是一個尋求

幫助的地方  
• 認識精神狀態不穩定的族群, 預防意外事件的發生 
• 一個華人的特別問題 – 留學生症候群. 特別是大陸留學生(尤其當留學生年

齡年輕化), 及台灣的小留學生及遊學生.中國個人和家庭在美國的生活壓力

一般比美國人大很多(尤其是非法移民及勞力輸出族群)  
• 異文化的衝突, 生活習慣的適應和衝突, 家庭教養問題 
• 缺少 Family Support 
• 一般中國人也比較缺乏對精神疾病正確的認識, 容易忽視,諱疾忌醫, 懼怕被

Label 及未知前途的後果, 往往延誤醫治的時機.•有些人甚至非常抵擋承認自

己有這方面的問題, 如果周圍的親人朋友對這類型疾病沒有觀念, 沒能催促

患者面對問題, 以致於拖到事態非常嚴重,不可收拾.•一般中國人的觀念不信

任西醫, 寧願走中醫, 草藥偏方, 不願服用西藥(尤其是長期服用).然而中醫在

精神疾病方面比較缺乏明確直接的治療手段. 
 

因此華人教會在精神疾病的關懷輔導甚至醫治上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這裡包括:  
 

• 對患者個人需要的輔導, 協助與關懷. 
• 對患者家人, 家庭及照顧者的需要的輔導, 協助與關懷 
• •精神疾病本身不只是生理的疾病也是屬靈的爭戰, 因此必須清楚明白生理醫

治與屬靈醫治的界線, 而且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才能結合成全人的醫治, 也才

能對患者的醫治有更深的果效.•教會也需要教育教會長執及小組同工了解精

神疾病的原因, 特性, 與屬靈爭戰的不同, 幫助弟兄姊妹學習如何以了解, 愛
心, 及正確方法來幫助患者及家庭. 並去除畏懼感, 厭惡感, 逃避感.教會也需

要教育教會裏的弟兄姊妹了解精神疾病的原因, 特性, 與屬靈爭戰的不同, 學
習如何以了解, 愛心, 及正確方法來幫助患者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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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生裡上看精神疾病是什麼? 
 
-  精神疾病是疾病的一種，它是一種影響患者的精神活動之疾病。 
-  患者的精神活動異常，包括思維、情感、意志、行為、知覺、認知等各方

面。 
-  由於患者的思想出現了問題，他的言語和行為遂有不正常的表現。 
-  大腦是一切精神活動所在的器官。精神病可看為大腦機能活動在各種致病因

素的影響下發生紊亂。 
-  精神疾病有別於其他身體的疾病，它不可以單靠檢查身體、抽血化驗或照 X-

光、掃描等來診斷。 
-  醫生診斷精神疾病，主要是根據病人口述自己的感覺和想法、觀察病人的行

為、以及家人提供有關病者在思想行為上的轉變來判斷。當病症趨於明顯

時，診斷並不困難。 
-  精神疾病只是一個統稱，其中包括了很多不同的疾病。 
 
 
引致精神病的因素 
 
精神因素 
社會壓力與環境傷害 
個性心理特徵 
腦部結構或細胞不正常 
內分泌失調 
遺傳因素 
軀體壓力 
腦部功能及神經系統的分泌失調 
 
輔導, 醫治與協助的選項 
       
1. 藥物治療 
2. 心理諮商 
3. 混合認知行為治療 
4. ECT (導電痙攣療法) 
5. 腦部磁場療法 
6. 團體療法(Group Therapy) 
7. 留院治療 
8. 自我療法 
9. 屬靈醫治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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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列王記上看神對精神性疾病醫治的教導及全人醫治的觀念 

 
- 屬靈問題還是生理問題? 
- 基督徒就不會或不應該有憂鬱症嗎? 
- 醫病或趕鬼?生理醫治 vs 心理醫治 vs 屬靈醫治?  
- 什麼是全人醫治? 
 
列王記上 
19:1 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殺眾先知的事都告訴耶洗別。 
19:2 耶洗別就差遣人去見以利亞，告訴他說：「明日約在這時候，我若不使你的

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願神明重重地降罰與我。」 
19:3 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將僕人留在那裡， 
19:4 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騰【小樹名，松類；下同】樹下，

就坐在那裡求死，說：「耶和華啊，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

祖。」 
19:5 他就躺在羅騰樹下，睡著了。有一個天使拍他，說：「起來吃吧！」 
19:6 他觀看，見頭旁有一瓶水與炭火燒的餅，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 
19:7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 
19:8 他就起來吃了喝了，仗著這飲食的力，走了四十晝夜，到了 神的山，就是

何烈山。 
19:9 他在那裡進了一個洞，就住在洞中。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以利亞啊，你

在這裡做甚麼？」 
19:10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 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

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19:11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從那裡經過，在他

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 
19:12 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 
19:13 以利亞聽見，就用外衣蒙上臉，出來站在洞口。有聲音向他說：「以利亞

啊，你在這裡做甚麼？」 
19:14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 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

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19:15 耶和華對他說：「你回去，從曠野往大馬士革去。到了那裡，就要膏哈薛作

亞蘭王， 
19:16 又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並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

先知接續你。 
19:17 將來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戶所殺；躲避耶戶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殺。 
19: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

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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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以憂鬱症為例 
 
從這段經文, 讓我們從以利亞的個案,看看憂鬱的成因與影響, 並從耶和華神如何輔

導醫治以利亞, 學習如何幫助那些身在憂鬱的人. 以及對憂鬱症,神教導我們應有的

心態. 
 
憂鬱症的表現心理上的症狀: 
    
   情緒問題 
   記憶問題 
   孤單感 
   負面思想與失敗感 
   求死的念頭-自殺意念 
   感性控制理性 
   退縮 /失去興趣 
 
憂鬱症的表現生理上的症狀: 
 
1.  IBS                    
2.  嗜眠或失眠 Insomnia 
3.  緊張性頭痛 Tension Headache           
4.  胃酸反衝 GERD 
5.  TMJ Pain         
6.  Fibromyalgia             
7.  背痛 Back Pain 
8.  减重或増重 Weight Gain or Weight Loss 
9.  胸痛 Chest Pain                          
10. Restless Leg Syndrome 
11. 經期不穩 Irregular Period 
12. 心悸 Palpitation 
 
輔導和幫助憂鬱症的七大原則神怎樣輔導以利亞 
 
生理性的治療 
    a. Hydration 
    b. Nutrition 
    c.  Rest 
    d. 藥物治療 
    e. 運動治療 
 
心理的輔導 
     2.體諒和接納 
     3.切勿否定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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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讓他抒發內心的感受          
          a.  禱告的醫治功能 
          b.  小組的功能 
 
 
屬靈的醫治 
5.認清和倚靠真正掌權的神 
   a.  認識神的存在 
   b.  清楚認識神創造我們 
   c.  認識神的話語 
6.給予使命感 
7. 教會的支持與同工 
8. 要常常喜樂 
 
從這些教導討論教會小組當如何做? 
 
教會小組, 家人, 弟兄姐妹, 長執應該如何幫助精神性疾病患者(憂鬱症患者) 

1. 針對憂鬱症要有正確的認知與了解，鼓勵就醫或進行 心理治療，並與醫師

充分的合作。鼓勵並監控服藥 
2. 提供情感的支持。這其中包含了諒解，耐心，感情及鼓勵。遵守與患者的約

定及小心的聆聽，不要輕視他們所表達的感覺，但須指出事實及提供信心。

如果出現極端或無理的負面想法，可以提供不同的看法，供其叄考。  
      3.   經常關懷探訪 

4. 鼓勵安靜禱告, 讀經, 交託.  避免激烈認罪悔改, 刺激歇斯底里哭泣. 
      5.   不要輕忽談到有關自殺的言論  

6.  邀請患者一同參加小組聚會, 散步、郊遊、看電影、一同活動，若被拒絕，

還是須溫和的堅持你們對他們的邀請，但是盡量避免逼憂鬱症患者太快作出

太多的決定。憂鬱症患者須多轉移注意力及交際，但過多的要求會造成他們

的失敗感。  
7. 諒解憂鬱症患者情緒無法控制的時候，例如發脾氣等行為，或是出現需要人

陪伴的脆弱行為。 
8. 不要急著給任何意見：陪伴者不要急於把自已的意見或價值觀  強加於憂鬱

症患者的身上，應該仔細傾聽患者的看法。  
9. 不要隨意強迫憂鬱症患者：儘量讓他照著自已的想法去做。 
10.  不要用負面的舉例或運用激將法來刺激、處理憂鬱症患者的情緒。 
11. 不可沒有耐心：失去陪伴的耐心，往往會將陪伴者的情緒不小心的宣洩出

來，容易影響憂鬱症患者的情緒，或使其再度受傷。 
12. 健康的飲食, 充分的營養和水分, 充分的睡眠 
13. 預防可能發生憂鬱症的一些狀況: Grief, 壓力, 重大挫折, 重大疾病, 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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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耶穌基督學習如何處理弟兄姐妹的壓力症候群 

 
賽 53: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 神

擊打苦待了。  
約 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或

譯：背負）世人罪孽的！  
 
什麼是壓力?  
 
壓力的來源 

A. 人際關係上的不平衡 
             1. 工作場合的人際關係 
             2. 夫妻婚姻的關係 
             3. 父母兒女的關係 
             4. 教會弟兄姊妹,及同工的關係 
             5. 朋友,同胞手足的關係 
 
與神和好是我們關係和諧的根源    
        
      B . 個人身體健康上的不平衡 
        a. 生理方面的疾病 
             1. 心臟病 
             2. 癌症 
             3. 中風 
             4. 糖尿病 
             5. 各種荷爾蒙症 
             6. 其他 
 
         b. 心理方面的疾病 
              1. 憂鬱症 
              2. 焦慮症 
              3. 躁鬱症 Bipolar 
              4. 老人失智症 Alzheimer 
              5. 其他精神性疾病  
               6. 創傷後症候群 (PTSD) 
          

C.  環境的壓力 
               1. 不安全感: 動亂,戰爭,離鄉. 
               2. 壓迫感: 居住環境,噪音,污染 
               3. 氣候: 寒冷 vs 炎熱 
               4. 文化衝突與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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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財務,生活的困難: 也就是生存,食物 etc.  
 
 
 

Holmes 壓力度量尺 
 
備註: 一個人如果一年當中壓力超過三百點,他就可能會恨慘,可能會崩潰. 
 

生命中發生的事件 壓力點數 生命中發生的事件 壓力點數 
配偶過世 100 懷孕 40 

離婚 73 性生活困擾 39 

分居 65 家中多了個新成員 39 

牢獄 63 工作轉換 39 

家人過世 63 財務情況改變 38 

個人受傷或重病 53 親密朋友過世 37 

結婚 50 子女離家 29 

失業 47 與姻親家人不睦 29 

婚姻復合 45 妻子開始上班或離職 26 

退休 45 與上司有問題 23 

家人重病 44 搬家 20 
 

當你們壓力大的時候會有什麼現象? 
 
壓力的症候群 
 
 
生理上的症狀: 
 
  1.  IBS 
  2.  失眠 Insomnia 
  3.  緊張性頭痛 Tension Headache 
  4.  胃酸反衝 GERD 
  5.  TMJ Pain 
  6.  Fibromyalgia 
  7.  背痛 Back Pain 
  8.  减重或増重 Weight Gain or Weight Loss 
  9.  胸痛 Chest Pain 
  10. Restless Leg Syndrom 
  11. 經期不穩 Irregular Period 
  12. 心悸 Palp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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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症狀:  
   
  1. 注意力不集中 Loss Concentration 
  2. 記性不好 Memmory Loss 
  3. 情緒不穩 Unstable Emotion 
  4. 感性控制理性-恐懼,擔憂 
  5. 退縮 Withdraw 
  6. 失去興趣 No Interest 
 
找找看看聖經怎麼說? 怎麼教導的? 
 
馬太福音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5: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5: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

這樣逼迫他們。」  
 
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11: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

安息。 
11: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6:25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6:26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

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6:27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譯：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6:28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

線。 
6:29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

呢！ 
6:30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 神還給它這

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6:31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6: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6:3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

了。 
  
馬可福音 
1:35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 
1:36 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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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遇見了就對他說：「眾人都找你。」 
1:38 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裡傳道，

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 
10:29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

母、兒女、田地， 
10:30 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

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  
 
 
路加福音 
22:40 到了那地方，就對他們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22:41 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 
22:42 說：「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

就你的意思。」 
22:43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 
22:44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個人如何紓解壓力 
   在屬靈方面的操練: 
     1. 每日禱告,學習交託,保持愉快的心情 
     2. 順服帶來改變 
     3. 減少不必要的壓力 
     4. 改變看事情的眼光 
     5. 使自己的身心靈放輕鬆 
     6. 每天給自己一段安靜的時間 
     7. 靈修默想可以濾除壓力 
     8. 建立與神親密的關係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良好的工作關係 
        良好的家庭關係 
        一定要有幾個真正的朋友 
 
   在生理方面的操練 : 
      1. 有充分的睡眠和休息 
      2. 飲食方面: 
        a. 避免暴飲暴食,盡量不超過六分飽 
        b. 盡量維持少量多餐 
        c. 細嚼慢嚥 
        d. 多攝取高纖食物,因為便秘增加身體的壓力. 
        e. 避免攝取油膩,辛辣,過鹹,過甜,過酸的食物 
        f. 減少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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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減少肉類及高碳水化合物 
        h. 注重青菜和水果(先青菜後水果) 
        i. 充分喝水,少喝飲料 
        j. 避免不必要的進補 
        k. 避免宵夜或睡前兩小時的飲食 
        l.  不抽煙不喝酒 
  
享受你的飲食 
     a. 不邊看電視邊吃 
     b. 不邊看書邊吃 
     c. 不一邊工作一邊吃 
     d. 吃飯時不討論嚴肅問題,不爭辯 
     e. 吃飯時較適合談輕鬆話題 
     f. 吃飯時,聽音樂有好處 
   3.  溝通的藝術 
         多說話,多表達意見,有話要講出來 
         多與家人溝通,每天分享今天所發生的事情 
   4.  培養運動及良好嗜好 
          a. 下棋, 集郵, 收藏, 畫畫, 音樂, 跳舞, 唱歌 
          b. 爬山, 健行, 釣魚, 露營, 戶外活動,  
              自助輕便旅遊, 休假 
          c. 運動: 太極拳, 有氧舞蹈, 散步, 跑步,  
               球類運動, 游泳 
          d. 按摩, 水療, 泡 Jacuzzi 
 
情感意志的發揮  
          多去愛別人 
          多去關懷別人 
          多服事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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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兒童主日學與父母配搭輔導特殊的孩子 
 
 
羅馬書 7:18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

行出來由不得我。 
 
箴言 22: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聖經上怎麼教導我們如何教導孩子?請找出? 
 
 
華人教會在兒童主日學中所碰到的問題有哪些?  與美國教會裏的兒童主日學有沒

有不同?  兩者有何異同?  他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需要怎麼樣跟孩子的父母溝通跟配搭? 
 
 
教會怎麼樣對父母作兒童教育的教導工作? 
 
 
有沒有特殊兒童的問題? 教會怎麼做? 
 
 
在管教上應注意的原則 
       

 1. 教導孩子聖經的話語 
       2. 接納孩子 
       3. 調整自己：上帝請改變我   
       4. 增強孩子自信心 
       5. 彌補孩子先天的不足 
       6. 為孩子禱告, 把孩子交給神 
       7. 注意孩子的需要, 滿足孩子的需要 
       8. 彼此要充分的溝通, 互相支持禱告 
       9.在處理問題時，儘可能不要有太多的情緒反應 
     10. 教導帶領孩子向天父禱告, 幫助自己進步 
 
 
在管教上的ㄧ些技巧與作法 
 
1. 管教的態度和言語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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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了解他、接納他、容忍他、讚美他 
      b.  溫和的語言態度 
      c.  鼓勵要頻繁 
      d.  提醒與鼓勵 
      e.  學習原諒 

 f.   積極有效避免貼標籤與心理建設 
 
2. 幫助孩子的學習能力和注意力 
        
       a. 運用眼睛的「注視」 
       b. 協助集中注意力 
       c. 對已交代的事情可反覆提醒，但切勿過於嘮叨，以免產生反感 
       d. 分段學習 
       e. 減少環境刺激 
 
3. 必要的限制與管理法則 
 
        a. 給予必要的清楚的明白的限制與提示 
        b.  建立規則 
        c.  即時的回應 
 
4. 處罰的方式 
 
        a.  處罰之前先訓練孩子的動機 
        b. 鼓勵正面行為優先於處罰負面的行為  
        c. 處罰盡量是輕微  
        d. 只是針對某一個特別的負面行為  
        e. 不翻舊帳 
        f.  適度的處罰 
        g.  設計安靜角和情緒區 
 
5.善用獎勵的原則 
 
         a.  獎勵性的表達 
         b.  獎勵性的符號 
         c.  獎勵性的活動 
         d.  實物的獎勵 
 
6. 如何養成孩子的好習慣 
 
          a.  規律化的時間表 
          b.  建立空間次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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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將你期望他做的事「具體化」出來 
 
特殊兒童的輔導 
 
什麼是好動兒? (ADD, ADHD) 
 
過動兒主要有下列症狀: 
 
1.集中注意力的困難 
2.活動量過大 
3.衝動 
4.課業學習的困難 
5.人際關係不好 
6.情緒困擾 
7.抑鬱, 自信心低 
8.行為問題: 出現說謊或偷竊等不良行為, 奇裝異服, 毒品, 成癮 
 
 
什麼是自閉症? (Autism) 
 
自閉症的表現與行為特徵 
 
語言表達和溝通障礙： 
  

‐ 他們可能是沒有語言或遲滯 
‐ 特殊的語言用法，他們會認為非言語溝通，例如手語、文字、打字等等是更

自然的溝通方法。 
‐ 背誦出曾聽過的廣告詞、話、歌曲等 
‐ 「你」、 「我」、「他」分不清楚。即使隨著年齡增長語言溝通有些進

步，其對話也呈現機械式地將所背的回答出來。 
‐ 自閉症相對於其他能力有較佳的記憶性，但理解、抽象、推理能力有缺陷。  
‐ 對於自閉症兒童來說，了解別人的情緒比了解別人的語言更為困難。亦不會

注意別人的表情和情緒變化，更難從別人的言語、行為推斷別人的想法、意

願和意圖或理解別人的感受。  
‐ 自閉症患者，有出現感官整合困難。  

 
人際關係障礙: 
 

‐ 無法與他人建立人際關係 
‐ 自閉症兒童也常常喜歡獨自一人，而不喜歡和其他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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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來說，發展中的嬰孩具有社交能力，年紀小就懂得望人、就聲音方向轉

身、抓著別人的手指，甚至微笑。可是，自閉症患者喜歡避開望人，而且在

學習與人發展「施及受」的互動時有困難。就算只有幾個月大 
‐ 部分有自閉症的嬰孩會被視為非常好的嬰孩，因為不需要父母專注於他們而

選擇不哭, 有的則相反, 特別哭鬧 
‐ 自閉症兒童也常常喜歡獨自一人，而不喜歡和其他人一起。而在接受擁抱和

觸摸時，會缺少反應，甚至根本不想理會, 或會害怕.  長大一點後，他們很

少會從他人獲得快慰，又或對父母發怒無大反應 
‐ 模仿力較弱，缺乏合作性。 
‐ 某些自閉症在襁褓時即被發現玩自己的手 腳、發呆 
‐ 對人沒反應也不喜歡人抱。 
‐ 眼晴不看人，甚至躲避視線的接觸，不理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怕生人 
‐ 沒有明顯分離焦慮，即使遇到挫折也不會主動尋求慰藉，外出時自己走自己

的，甚至不會回頭找父母 
‐ 不和別人一起玩，頂多只是跑跑跳跳而己。  
‐ 想像力較弱，他們極少通過玩具進行象徵性的遊戲活動。 
‐ 玩耍與活動的特徵： 
‐ 出現重覆性行為或有固定特殊的玩法 
‐ 無法玩有規則的遊戲。 
‐ 另外也會出現咬，舔，撕，丟，聞東西，或是觸摸某些物品 
‐ 斜眼看物，凝視反光，霓紅燈或旋轉物。 

 
行為障礙: 
 

‐ 自閉症患者喜歡不變的環境或工作，如環境有改變他們可能有負面反應。 
‐ 會堅持某些行事方式和程序，拒絕改變習慣和常規，並且不斷重複一些動作  
‐ 他們的興趣狹窄，可能會極度專注於某些物件，或對物件的某些部分或某些

特定形狀的物體特別感興趣  
‐ 在感官反應方面，患者會有過敏或過弱的表現。例如他們對某些聲音、顏

色、食物或光線，會產生焦躁不安或強烈的反應；對冷熱、痛楚反應過弱，

因而對危險的行為缺乏警覺及適當的反應。有時，他們會不斷轉動身體或用

異常方法探索物件，把自己沉醉於某種感官刺激中。 
‐ 由於溝通上有困難，加上未能適應轉變，患者較容易受情緒或環境因素刺

激，表現衝動或有傷害性的行為。  
‐ 部分患者可能會有異常的記憶力。 此外，他們在個人興趣和技能方面，例

如繪畫、拼圖、彈琴等，也可能有特別超卓的表現。 
‐ 患有自閉症的兒童會抗拒某種味道、顏色或未曾吃過的食物，因而形成嚴重

的偏食行為  
 
 
Asperger syndrome 
High Function Au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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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當教會遇見思維異常的弟兄姐妹 
 

 
什麼是思維異常? 
 
主要的是心智功能受到影響的現象包含思考的能力及對現實世界的感受跟瞭解的能

力，並進而影響他們的行為及情感。  但是他們一般的意識仍然清楚，智能基本正

常 
 
思維異常最常見的疾病就是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教會案例討論 
 
精神分裂病的特徵 
 
精神分裂病有四個Ａ的特徵，為其最原始核心的症狀。這四個Ａ代表四個層面障礙 
     

 聯想（Association）障礙 
     
    自閉（Autism） 
     
    情感（Affect）冷漠 
     
    情感矛盾（Ambivalence） 
 
 
精神分裂症表現 
     
早期 
 
充分期 
 
     1．思維障礙 
     2．情感障礙 
     3．意志行為障礙 
 
 後期 
 
精神分裂症的治療與輔導的觀念 
 
A. 全人醫治的觀念 
 

- 對精神分裂症的治療一開始是藥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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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情穩定之後,再來就是作支持性的心理治療 
- 同時再深一層做心靈治療，去了解他的生命當中的傷害、罪的問題或不饒恕

別人，藉著信仰我們幫助他解決這些可能壓制他生命的問題，幫助他在哪裡

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這就是身、心、靈的醫治 
 
 
B. 精神分裂越早發 治療的效果會越好 
 
精神分裂病的治療與輔導 
 
A. 屬靈醫治 I 

 
1. 教導患者禱告, 緩慢禱告, 學習將內心的憂慮向神訴說 
2.   從聖經神的話語的教導患者,學習完全交託,完全的倚靠 
3.   教導患者, 學習認識神造人都有它的特質和用處, 學習認識自己的長處, 

尊重自己, 增加自我的肯定. 
4.   引導患者認識自己的不足與缺乏, 承認並完全降服於神完全的權柄, 經常

的來到神面前禱告, 認罪悔改. 
5.   鼓勵患者踴躍參加小組聚會, 給予充分鼓勵與關懷,  
 

 
A. 屬靈醫治 II 
  

6.  從教會中建立[一對一個人關懷輔導團隊].  安排個案輔導, 聆聽患者的需

要, 提供必要的供應, 帶領 one-on-one 屬靈輔導, 幫助建立健康的屬靈生

活. 以及狀況追蹤. 與患者建立有影響力的親密輔導關係  
7.  訓練同工做急症教練團隊. 協助患者發生急性症狀的控制 (包括焦慮

anxiety attack, Psychosis, Hallucination, Paranoia).  
8.  成立禱告醫治團隊, 提供屬靈全人醫治, 包括[HEAR] - 過去傷害醫治

(Healing), 建立健康的屬靈生活(Establishment), 聖靈恩膏能力的澆灌

(Anointment), 生活關係恢復(Restoration).  
9.  與患者家人建立密切聯絡關係與關懷 

 
  B.  藥物治療 

 
  C.  心理治療 

 
  D.  復健治療 

 
  E.  精神分裂病的病人的社區復健 

              
1. 和社區多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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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工作耐力及好習慣的養成 
             
3. 讓病人瞭解自己的能力與弱點，以發揮家庭、社會功能。 

         
F.  家庭及親人可以如何幫助患者呢？ 
 

 1. 家人可以鼓勵病者按照醫生的吩咐服食藥物。 
 2. 鼓勵親人繼續服藥 
 3. 幫助病人減少有壓力的事故.   
 4. 平靜及鬆弛才最能幫助病人 
 5. 嘗試去讚賞及鼓勵，避免批評或爭論 
 6. 鼓勵患者慢慢達到獨立及自信 
 7. 給自己一些時間會幫助到每一個人 
 8. 全家人一起解決家庭中的問題  

         
G. 患者如何進行自我調適 

 
  1. 接受現實，樹立信心 
  2. 積極配合治療 
  3. 調動自己的潛能，積極交往和勞動，培養良好的性格和心理承受能力。           
  4. 積極調整自己的情緒  
  5. 尋求家人和社會的支持  

         
H. 精神病患者的家屬應如何面對壓力作調適呢？ 

  
        1.認識自己所面臨的壓力。  
        2.告訴自己面對現實、接受現實，越是逃避，壓力也就越大。  
        3.用理智的方式處理問題。  
        4.適當地發洩情緒。  
        5.尋求支持與協助。  
        6.安排減輕壓力的生活方式。  
        7.順其自然的態度。  
        8.練習肌肉鬆弛法  
 
 
 
 
 
 
 
 
 
 



  18 

七 、使被擄的得釋放成癮症候群 
 
成癮(addiction)是比較廣泛的用語，譬如："賭癮"、"網路成癮"、"愛情上癮"等
等，都可說為成癮。 
 
「癮」是一種嗜好，久之而成為習慣。 
 
所以「癮」就牽扯了動機、目的為導向的行為、正增強、負增強、情緒與認知

功能在內，非常複雜的情境了。因此來自沒有適當親密關係的原生家庭。父母

常吵架，家人不善於表達感情，當事人在成長過程中沒有被愛填滿，以致於尋

求可以讓自己麻木的東西。隨著每個人的天性與環境，會挑選的不同的成癮方

式，或抽煙、喝酒、花錢、打電動，甚至性愛。當然也有工作壓力大等其他因

素.  隨著成癮的形成 
 
當一但成癮嗜好遭遇中斷時, 在生理及心理均產生不適應症狀, 即是成癮症候群. 
 
路加福音 
4:18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

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4:19 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  
 
容易成癮的的族群包括有: 
     
     1.  憂鬱病患者, 躁鬱症患者, 好動兒 
     2.  依賴型、做作型、邊緣型或反社會型人格異常 
     3.  家族遺傳 
     4.  曾自殺或有酒精及其他藥物濫用史者 
     5.  易接觸藥物行業者（如醫療人員、藥物製造販賣者） 
     6.  娛樂界人士，罪犯 
     7.  生活長期波折不順者（如家庭破裂、失業、學業不順等）  
     8.  長期情緒低落焦慮恐懼者 
     9.  長期生理疾病者（尤其慢性失眠或疼痛） 
  
一. 化學性成癮症候群 
       
A .藥物成癮與毒癮 
       
B.酒精成癮 
       
C.  菸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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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忍耐力? 
 
對於某些藥物，慢性使用者發現他必須經常不斷地增加使用量，才能產生初次

使用特定藥量之相等效果。耐藥力並不發生於所有的藥物，且對不同的人也有

個別差異，對於嗎啡及海洛英，使用者很快就產生強烈的耐藥力。但某種藥物

之各種可能效果並不一定造成相等的耐藥力，如海洛英之安樂感效果有強烈的

耐藥力，但在瞳孔的收縮效果上，只有輕微的耐藥力。 
 
什麼是生理依賴性? 
 
所謂生理依賴性，即由於重複使用藥物，成癮者必須繼續不斷地使用該藥物，

才能使身體維持功能，而當藥物被剝奪後，成癮者即會發生戒斷症狀(如嘔吐、

腹部絞痛等病痛現象)。戒斷症狀是身體產生生理依賴之證據，其嚴重性，即生

理依賴程度之指標，當再度使用藥物時，戒斷症狀即消失。而戒斷症狀依使用

藥物之種類及數量而有所不同。  
 
什麼是心理依賴性? 
 
在大多數的藥物濫用者中，特別是藥物成癮者中，都會對藥物產生心理依賴，

不只喜歡從藥物所得到的感覺，而且是因為藥物使他可以逃避現實的焦慮及挫

折感，有了藥物，可使他覺得一切都很美好。即使生理依賴已因使用過藥物而

解除，他仍覺得需要持有藥物，以維持心理上的安全感。心理依賴可以獨立發

展，不管使用者是否已經產生生理依賴或耐藥力。因此，一個成癮者若已戒除

了生理依賴，而心理依賴未消除，仍極可能再度嚐試藥物而成癮。這也是藥物

成癮者經強制勒戒或治療後仍有偏高之再犯率的原因所在。 
 
什麼是戒斷現象? 
 
藥物長期使用一個月以上，突然停用時，數日內即會產生戒斷現象，短效性藥

物常較明顯也較嚴重。戒斷症狀包含：極度焦慮恐慌易怒、交感神經活躍而心

悸冒冷汗，覺得虛弱不適、噁心嘔吐，時有起坐性低血壓，嚴重失眠，走路步

態不穩、手臉顫抖、甚至癲癇發作或產生幻覺妄想等精神病症狀。因而停藥時

應循序漸進逐步減量再完全停用。  
 
 
一個藥物成癮者具有下列特徵： 
 
    1.  對藥物有強烈之意識上的需求。 
    2.  有復發的現象：即生理上之依賴性解除後，仍會再度使用該藥物。 
    3.  對藥物之心理上的依賴有恒常性，即具有全天候的需要感覺。 

 4.  對藥物之需要衝動超過身體上的需要，為了滿足習癖，須不斷增加藥物的 
          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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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當對某種藥物成癮後，使用者會繼續使用藥物，為了尋求藥物來源，維

持供給，不惜任何代價及犧牲。  
 
 
藥物成癮的因素: 
 
  (1) 社會因素和環境因素： 
 
     ① 可獲得性：吸毒者常有毒品供應網，並把接近的人拉進吸毒圈  
     ② 民俗文化：鴉片產地的農民，易用鴉片治病，往往造成濫用 
     ③ 吸毒者常存在家庭問題，如家庭破裂、家屬吸毒或酗酒等。 
 
  (2) 個體素質： 
 
     ①  人格缺陷：吸毒者常有某些人格缺陷，如過度敏感、內心孤獨、 不善       

交際、易衝動、對外界刺激耐受性差、適應不良、成癮性強、缺乏自信

與決策能力；行為往往不顧及人際關係、冷酷、 缺乏愛心和社會責任

感，有反社會傾向。 
     ②  與遺傳、代謝，神經生化、精神狀態等也有關係。 
   
  (3) 藥物因素：越能產生愉悅感覺的藥物，越易成癮 
 
 藥物成癮的戒斷: 
    
   營養補充療法 
 
   社會心理輔導輔助治療 
 
   信仰屬靈治療 
 
 

B.  酒精成癮 
 
 
表 1 血液酒精濃度與精神功能障礙的關係 

(每 100 毫升血液所含酒精的濃度） 

 20-30 mg/dl      注意力不能集中，思考能力下降 

 30-80 mg/dl      動作困難，認知功能下降 

 80-200 mg/dl     協調動作產生困難，判斷力失常，知覺功能扭曲與渾沌 

200-300 mg/dl    步伐失調，口齒不清，立體空間距離等判斷嚴重障礙 

> 300 mg/dl      意識昏迷，生命中樞被抑制，可能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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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依賴]的診斷準則 
 
一個人在連續十二個月當中，常常因為不良的飲酒型態，導致下列七個症狀中有三

個以上的呈現： 
 

(1) 耐受性的產生：有下列兩者之一的症狀，即 
     (i)酒量必須顯著的增加才能達到中毒的程度或預期酒醉的效果；  
     (ii)持續飲用同樣的酒量，但酒醉的效果顯著的降低； 
 
(2)戒斷症狀的產生，有下列兩者之一的症狀，即 
     (i)特定的酒精戒斷症狀， 
     (ii)使用酒精以消除或逃避戒斷症狀； 
 
(3)飲酒通常過量與過時； 
 
(4)通常是屢戒屢喝； 
 
(5)為了買酒或喝酒或使得酒醒，常要耗費甚多的時間； 
 
(6)因為飲酒而放棄重要的社交、職業與休閒活動； 
 
(7)明知繼續飲酒會造成生理或心理問題的持續或覆發，但是照喝 

 
酒濫飲(alcohol abuse)的診斷準則 
 
一個人在連續十二個月當中，隨時因為不合宜的飲酒型態，導致下列任何一個或一

個以上的症狀的呈現，即： 
 

(1)常常飲酒而無法履行在職場、學校或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譬如：飲酒而遲

到、早退、請假、工作效率低落；無法上課、被休學、被退學；無法照料小

孩或無法料理家務)； 
 
(2)在生理狀態處於窘迫的情況下仍然屢屢飲酒(如：酒醉駕駛或酒醉的同時操

作機械)；  
 
(3)屢屢因為飲酒而導致法律問題； 
 
(4)明知飲酒導致持續的或反覆的社交的或人際的問題，但是照喝不止  

  
C.  菸癮 
     
    菸害所造成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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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斷使用的藥物: 
    戒斷症狀: 
 
二：心理性成癮症候群 
     

 A.  網路成癮與電腦遊戲成癮 
      
      B.  性成癮與網路性成癮 
 
A.  網路成癮與電腦遊戲成癮 
       
「如果電腦開著，卻連不上網路，那種感覺比沒有電腦還焦慮！」文化大學新聞系

的小甜只要開著電腦，就很難離開網路。她不但信箱設定 5 分鐘自動收信，連

msn 都要開著方便朋友留言，一但聽到喇叭發出「叮咚」的訊息，她就會衝回電

腦前看看是誰丟給她訊息。  
 
三月 14 日禮拜天在教會忙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又趕緊開車載太太去買菜(不能

過白色情人節，至少也要陪著太座大人，是吧？)，到晚上十點多才回到家，結果

打開電腦，發現網路不通，斷訊了。 
本來想，既然網路不通，乾脆趁機早一點休息，不要再熬夜；所以洗個澡就打算去

睡覺了，沒想到，一向很快入睡的我，居然失眠了。 
睡不著？為什麼？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在企業培訓或公家機關教授情緒管理或壓力

紓解課程，都會指導學員們，只要失眠，就要分析找出原因，看是生因性(晚上喝

了咖啡或茶，或者下午午睡睡太久了等等生理因素造成)、還是心因性(有煩惱、有

難題等等心理因素造成)所致；因此，當下我就自我尋思了一番──答案頗令我意

外：是因為網路不通。 
因為一整天在外面奔忙，我已經有超過 12 小時以上沒有上互聯網、沒有收信，會

不會有人剛好有急事要和我聯絡呢？會不會有網友剛好來提問，急著在等待我的分

析與建議與答覆呢？我的工作伙伴們會不會剛好有什麼事回報需要我回答或批示

呢？會不會----------  
總之，我發現，網路不通，已經導致我失眠了──這讓我大吃一驚。 
更可笑的是，我居然立刻起床，並把網路修好、恢復了連線。 
於是我當然又小忙了一陣子──可是，並沒有找到有什麼重要的信件，都是一堆垃

圾信(當然嘛，禮拜天誰還會忙著寫信呢)；也沒有網友在希望森林網站留言或在貓

頭鷹信箱提問(後來稍晚才有提問者出現)；所有我擔心、掛念的事，都沒發生。   
 
 請就著每一個個案提出: 

(1)你對這一個案的看法如何? 
(2)你對這一個案的主人翁的判斷是什麼? 
(3)假設你是這一個案的主任牧師, 小組長或傳道人, 針對這個主人翁和其他的弟

兄姊妹你的因應的方針和策略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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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因素: 
 

1.  語言使用有困難者 
 
2.  對於人與人之間的當面接觸會有恐懼感或害怕得不到希望的回答 
 
3.  熱衷線上遊戲者，這類型多是青少年，他們對於連線遊戲的「練功」、「換

寶物」或「破關勢如破竹」等非常著迷，不只是可以掌握線上遊戲的爭奪快

感，多半也夾雜著社交情緒，特別容易與遊戲者交朋友，久而久之就習慣於

這樣的虛擬社交模式 4.  對於缺乏社交經驗或技巧或帶有恐懼感的（特別是青

少年正處在那個學習社交的階段，容易有挫折感）虛擬社交模式輕鬆容易

多，而且萬一失敗，既不丟臉，也容易逃避。 
 
4.  資訊焦慮症則是比較多人有的毛病，特別是與工作有關係。這類型的人通常

會不斷需要新資訊，三不五時就要注意一下有無新信件或有沒有人找他說

話。如果沒有資訊來源，他就會非常的焦慮。   
 

網路成癮所造成的影響: 
 

1.  學業退步、用餐習慣改變、人際關係出問題與生活習慣改變等 
2.  生理性疾病: 長痘痘、失眠、注意力不集中, 菸癮、酒癮與嗜吃增加, 心血管疾

病或肥胖等慢性病 
3.  很多時候也有可能造成虛擬與現實混亂，認為現實生活的自己就是網路上的

那個帥哥美女，因此愈來愈不喜歡接觸現實生活，反而以虛擬生活為主。 
 
 網路成癮的徵兆: 
 

1.  你是否一心一意想著網路上的一切？（包括剛剛上網發生的事情，接下來在 
網路上又會有什麼事發生？） 

2.  你是否會覺得上網的時間需要一次比一次久，才能滿足你上網的需求？  
3.  你是否無法控制自己上網的時間，上了網就是停不下來？ 
4.  當你離線或不能上網時，你是否會覺得不安、易怒、沮喪或暴躁？  
5.  你在網路上的時間時常比原來預估的還要久？ 
6.  你是否因為上網而使得重要的人際關係、課業或工作陷入困境？  
7.  你是否曾對家人或醫生隱瞞自己對網路的涉入程度？ 
8.  你是否利用網路來逃避問題或平復焦躁不安的情緒？ 

 
治療與輔導: 
 

1.  最快就是[戒],不過得撐過痛苦的階段後才能恢復正常 
2.  信仰輔導與認知戒斷操練 
3.  經常讀經,禱告,交託,尋求教會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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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習時間管理和培養多元的興趣 
5.  建立正確健康的網路使用觀念  
6.  青少年的輔導 

 
B.  性成癮與網路性成癮 
       
住在上海的劉先生，現年 30 歲，已婚，有正當工作。他曾經一天平均要上近兩百

個色情網站，面對淫褻的圖片、影片，以自慰來發洩性欲。 
[我是在結婚兩年後開始上成人網站的，那時候，妻子經常上夜班，我一個人在家

悶得慌，就上網沖浪，順著美女的照片一路點下去，我找到了大量的成人網站。一

開始，我是背著妻子上網的，後來被她發現了，為這事我們沒少吵架。於是，我改

在公司或網吧上網。 
在那些日子裡，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什麼事情也做不下去，我沒日沒夜地泡在成人

網站裡。無窮無盡的網站鏈接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讓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

幾乎每晚都要到一個名為性性相吸的黃色網站去沖浪，與多個女人網上做愛。為了

效果逼真，我還動用了視頻與音頻，以填補虛擬的不足。直到精疲力竭，才能安靜

下來，之後，又是巨大的精神空虛，我完全被‘性’抓住了…… 
一年前，我的妻子再也受不了我的行逕，威脅要結束這段婚姻。那時我終於下定決

心，先後加入幾個治療團體，一步一步重建兩人的關系。如今我在家中絕不碰電

腦，不去網吧，電視也鎖在櫥櫃裡，鑰匙由妻子保管，以這些作法來避免性成癮症

死灰復燃。   
  
幾天前劉弟兄的太太, 也是教會裏的姊妹, 跑來找牧師談, 提到她發現劉弟兄在四年

前開始有變得很忙碌, 長長在家裏都需要上網作公事, 一開始姊妹並沒有太介意, 但
是逐漸的,姊妹發現他常常一個人躲在房間, 久久不出來, 叫他, 就說他在忙公事, 後
來甚至還會發脾氣, 叫太太別這麼煩, 而且,以前很喜歡陪孩子打球, 講故事聊天的, 
現在都沒有了. 跟孩子越來越疏遠.  這一年來劉太太覺得他變了, 兩人之間的親密互

動越來越少, 連帶著一起讀經禱告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劉弟兄，現年 30 歲，已婚，

有正當工作。劉太太擔心他是不是有了外遇, 問他的同事, 他們都說公司最近不景

氣, 常常一個人要做兩三個人的事, 但是也沒有人忙到須要把公事帶回家趕工加班

的. 另外劉太太發現他最近不知道是因為過敏嚴重還是怎麼, 在他的書房發現他用

很多的 tissue.  
 
 請就著每一個個案提出: 
    (1)你對這一個案的看法如何? 
    (2)你對這一個案的主人翁的判斷是什麼? 
    (3)假設你是這一個案的主任牧師, 小組長或傳道人, 針對這個主人翁和其他的弟  
         兄姊妹你的因應的方針和策略是怎樣?  
 
一些特點 : 
    
   a.   不過網路性成癮並非是網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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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網絡性成癮”者很難根治 
   c.   “性成癮”者年齡層也逐漸下降 
   d.   性成癮與一般其他的成癮過程類似 
   e.   對於真實世界的親密關系懷著一份莫名的恐懼 
 
  引起“性成癮”的因素: 
 
   1. 人際關係出了問題 
   2. 內分泌紊亂 : 體內荷爾蒙的分泌紊亂難辭其咎。  
   3. 精神壓力過大  
   4. 尋求自信   
   5. 社會環境的影響   
   6. 缺乏安全感   
   7. 來自沒有適當親密關系的家庭   
   8. 工作壓力大 
 
網路性成癮的徵兆: 
 
針對網際網絡性成癮症患者提出更廣泛的可能徵兆： 

 
1.  瞞著家人，進行網絡的性活動。 
2. 工作時也進行網絡的性活動。 
3. 經常刪除瀏覽器的上網記錄，以便掩人耳目。 
4. 擔心愛侶一旦發現你的上網行為，你會無地自容。 
5. 上網時間太長，影響其它工作或活動。 
6. 上網時總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 
7. 經常進入網絡色情聊天室。 
8. 對網絡性活動興致勃勃，一旦無法滿足就會坐立難安。  
9. 一邊上網，一邊自慰。 
10.重視網絡色情聊天室認識的朋友,更甚於你真正的親友 
11.經常瀏覽色情網站。 
12.經常下載色情圖片。 

 
專業輔導與戒斷治療 
 

1. 關鍵是做好心理調適，重建和諧的人際關系，尤其是與伴侶的親密關系。  
      2.   靜坐禱告讀經 

3. 在輔導團隊裡回顧自己幼時的創傷或遺棄 
4. 隔離治療數週, 期間嚴格禁止手淫 
5. 禁止接觸情色資訊、或任何可能引起性慾的事物。 
6. 學習認罪, 悔改, 及交託  
7. 如果由心理障礙所致，則應求助於專業醫生及教會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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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追述說過的謊言、狡辯和企圖怪罪於他人  
9. 對於現代社會帶來的日益增大的精神壓力 
 
成癮問題的自我治療與戒斷: 
 
屬靈醫治的十二步驟 
 
1.  我們承認我們無力宰制已成癮的行為，它使我們已無法管理自己的生命。 
2.  我們承認有一個比我們更大的能力,神的存在，可以幫助我們恢復心智正

常。 
3.  我們做出決定，把意志和生命完全交託在神的照顧之中，也願意完全去體會  
    神的旨意。 
4.  我們針對自己，徹底和無懼的列一份自我品格檢討的清單。 
5.  我們向神、向我們自己，以及另一個人承認我們的過錯。 
6.  我們完全準備好，讓神除去所有這些性格上的缺點。 
7.  我們謙卑地請神除去我們所有的缺點。 
8.  擬一份清單，列出所有我們曾經傷害過的人(包括家人和朋友)，並且甘心樂   

意與他們修補關係。 
9. 只要有可能，我們隨時直接修補與這些人的關係，除非會傷害到他們或其他

人。 
10.我們繼續經常的自我檢討，而且當我們犯錯的時候要立刻承認。 
11.藉著禱告和默想，增進我們與我們所認識的神有自覺性的連結, 使我們更清

楚的經歷神.  祈求聖靈的醫治，求神成為我們倚靠祂的意志和能力.  為帶領

我們走出困境而禱告。 祈求認識祂對我們的旨意，並祈求有力量去奉行祂

的旨意 
12.建立至少ㄧ個或數個禱告與戒斷的夥伴. 當我們經由這些步驟得到心靈的覺

醒後，我們嘗試把這個信息傳給其他有成癮問題的人，並在生活各方面實踐

這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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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會的社區服務-失智老人的輔導與協助 
   
在醫學領域內，失智（俗稱“癡呆”）是指那些有智力損傷的病人。需要著重指

出的是，失智不是正常老化的現象。失智的症狀是由異常的疾病所引起的，這

些疾病可以影響老年人，也可以影響年輕人。資料據美國國會科技評估局

（U.S. Congress Office ofTechnology Assessment ）估算，約有 180 萬美國

人患有嚴重的失智症，另有約 100 萬到 500 萬美國人患有輕度到中度的失智

症。根據阿茲海默氏病協會（Alzheimer’s Association ）的估算，上述患者中

大約有 400 萬人患有阿茲海默氏病。到 2040 年，患有阿茲海默氏病的患者人

數有可能超過 600 萬。自 65 歲開始，大約每增長 5 歲，患有阿茲海默氏病的

比例就增加一倍，而在 85 歲以及超過 85 歲的老人中，約有半數被診斷為患有

不同形式的失智。  
 
失智症的症狀 
 
知能減退的症狀: 
 

1.  記憶力減退 
2.  其他認知功能的減退 
     例如空間感覺、言語、判斷、算術能力、抽象思考等也會有障礙 
     失智症患者並無意識障礙 
3.  技能減退 

 
行為症狀: 
 
五類特殊的行為問題 
 

1.  失禁 
2.  衛生問題 
3.  遊蕩（特別是晚上） 
4.  睡眠異常障礙  
5.  跌倒 

 
人格變化: 
 

1.  很被動 
2.  易激躁 
3.  過度的自我中心 

 
精神症狀: 
 

1. 疑神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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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法安靜 
3.  偏執妄想 

             頑固           
             被偷竊妄想 
             嫉妒妄想 

4. 錯認症候群 
5. 幻覺 

             幻視 
             幻聽 
 
如何照顧老人失智症病患 I 
 

1. 如果可能繼續帶老人去教會參加聚會. 與弟兄姐妹互動 
2. 常常與老人一起禱告, 讀經, 唱詩, 用神的話語鼓勵安慰 
3. 常常提醒神愛他 
4. 常常溫柔的擁抱, 溫柔的肢體互動 
5. 鼓勵小組多多探訪關懷老人家, 尤其是無法出門的. 

 
如何照顧老人失智症病患 I 
 

1. 避免噪音 Avoid loud noise 
2. 避免過度的刺激 avoid overstimulation 
3. 避免搬遷 avoid new place 
4. 注意新的藥物使用及疾病感染  
5. 避免家人過度忙碌的生活和活動  
       when family are very business in the house   
       when patient has difficulties with activity 
       when patient have difficulty to communicate 
8. 保持環境的熟悉程度 keep familiar face, place, setting 
9. 保持病人周圍的事情簡單容易記得住  
10. 不要對病人的工作成果期望過高  
11. 經常稱讚病人 praise 
12. 安全的環境  
          a. 注意家電器材的使用安全  
          b. handrail 
          c. 充足的光線 
          d.固定家具位置,擺設簡單 
13. 顏色採用明亮的色系 
14. 不要因病人的言語所傷害, 了解病人的症狀, 避免為了病人的所作所為而

生氣  
15. 病人的吃飯,洗澡等各種的時間表要有彈性 
16. 經常有輕鬆的音樂,幫助情緒平靜,鬆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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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小便失控的問題 (採用穿著簡便易脫的衣服) 
18. 穿著: 
         a. 採用穿著簡便易脫的衣服  
         b. 通常病人喜歡一直穿同樣的衣服,甚至於總是那幾件,這主要是因為

AZ 使病患不容易記住不同的事物,因此寧願穿那幾件,省得傷腦筋,
因此不要強迫病患去改變,因相反易使病情惡化,可多買幾件同樣式,
顏色的給病人換穿. 

         c. 買易穿的 
         d. 一次告訴病人穿一件(simple task) 
         e. 讓病人自己穿,但是要有耐心 
19. 如何減少遊蕩(Wandering):  
        a. eliminate factors 
        b. keep good sleep at night 
20. 口腔衛生:教導刷牙 
21. 激躁的情緒問題 Agitation: 
        a. 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是針對你而來的  
        b. 分散他的注意力  
        c. 不要與病人一直爭執下去  
        d. 行為上或精神狀態上如果有急性或突然地轉變, 
            務必帶他去看醫生  
22. 睡眠非常重要: 
          a. at night, avoid caffeine, fluid 
          b. at day, increase activity, exercise 
23. 與病人講話要用: 
          a. 簡單簡短的詞句 simple, short phrase 
          b. 用聽得到,平穩,安和的聲音, No yelling 
          c. 面對面講話 
          d. 要有耐心 
          e. 讓病人專心和你講話,不要讓他一邊看電視, 
              一邊聽 etc 
          f. 盡量用 yes/no question 
          g. Ask close end question   
          h. 多用神的話語來教導他當作的 

 
老人失智症的保健預防 
 
• 藥物預防 : Estrogen, NSAID, Ginko/Vit E, ASA, Homocystein (B12 & 

Folate), Huperzine A 
•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 飲食方面 Diet: Avoid cholesterol, fat, sodium, sugar, caffein 

• 運動 Exercise 
• 認知操練 Cognitive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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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腦體操 Mental exercise (例: 3-step task) 
• 敬拜讚美 
• 讀經禱告 

 
老人失智症的治療 
藥物治療 
AchE Inh (Aricept, Excelon, Reminyl) 
NMAD Inh (Namenda)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Typical antipsychotics 
Mood stabilizer 
Antidepressant 
Anxiolytics  
 
 
照顧者的健康問題 
 
‐ 到 2030 年,以美國為例,全美國將有 20%的人口超過 65 歲, 而老人失智症隨

這年齡升高,所佔比例就更多, 例如老人失智症者在超過 65 歲以上的人口當

中佔 10%,  但是 在超過 85 歲人口當中則佔 47%,  這其中大約有 85%的老

人失智症患者是呆在家中接受照顧的. 
‐ 當老年人患有嚴重身體的、神經的、或精神疾病常會使得家人、朋友或照顧

者心力交瘁，（其實對患者也是）。 
-     Burden 與病人的 behavior 成正比, 而不與 memory, patient age, 照顧年數

有關 
-     照顧者通常是包括兒女,配偶或其他 
-     年老配偶單獨照顧老人失智症的老伴, 增加 63%死亡率 
-     被照顧者死亡時, 
       high burden level caregiver tend to have more difficulty of bereavement,  
       increase after care depression 
-      照顧者在照顧病患的過程當中容易產生以下的健康問題 : 
         (1)  免疫低落 immune 
         (2)  憂鬱 depression 18-47% up 
         (3)  心血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 
 
減少 Caregiver 壓力的方法: 
 
• 對疾病多了解 
• 對病患的行為嚴格管教(Firm & Directive) 
• 禱告 
• 讓其他家人幫忙 
• 提醒自己情況會愈來愈糟 
• 家庭支持 Family support (Frequent visit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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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的支持 Strong social network (例如教會) 
• 財務,經濟能力的負擔 
• 擁有你自己的時間 protect your personal time 
• 運動,吃,睡眠充足 
• 建立 after care hobbie and planning in future 
• 注意壓力症候群 
• active coping strategy : 將負面被動的做法改為主動積極 
• increase need for nursing home or home health 時也會增加 stress and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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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教會的社區服務-創傷後症候群輔導協助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個案一 
三十五歲的張先生歷經重大車禍，從鬼門關被救回一命，儘管身體逐日康復，

車禍過程的影像依舊歷歷在目，縈繞腦海的回憶、揮之不去的影像，總是勾起

他極度的恐慌與無助，一如車禍再度發生。 
 
個案二 
時值二八年華的陳小姐在三個月前夜歸途中遭遇強暴未遂，即使保住人身安

全，依然驚恐害怕，每每行走在天色昏暗的馬路上，她總是不時四下張望、容

易過度驚嚇。 
 
個案三 
年過半百的老王在工廠和同事清洗油槽時，意外的爆炸造成老王身受輕度灼

傷，然而目睹同事驟逝、肢解的屍體，在在使老王恍如隔世般以為夢境一場，

無法回想起意外事件發生細節。 
 
個案四 
你參加靈糧堂差派出去埔里大地震的救災團隊, 在當地你遇到一個小男孩, 父母

都已經死在震災當中, 目前也找不到他的親人, 小男孩整天就坐在廢墟中, 不吃

不喝, 也不哭, 也不講話, 表情呆滯, 跟他講話, 他也沒有反應 
 
 
• 你對這一個案的看法如何? 
• 你對這一個案的主人翁的判斷是什麼? 
• 假設你是這一個案的主任牧師, 小組長或傳道人, 針對這個主人翁和其他的

弟兄姊妹你的因應的方針和策略是怎樣?  
 
 
什麼是創傷後症候群? 
 
創傷症候群症狀 
 
A. 失去親人的反應: 
    
   1. 不相信親人已經永遠離開。 
   2. 身體不適、沒食慾、呼吸困難。 
   3. 覺得自己被拋棄，對過世親人生氣。 
   4. 對親人的死亡自責。 
   5. 模仿過世親人的行為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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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容易緊張。 
   7. 擔心以後沒人照顧自己。  
 
B. 重大災難之後，可能出現以下反應：  
   
   1. 對自己經歷的一切感到麻木與困惑。 
   2. 對倖免於難產生罪惡感。過份的為受害者悲傷、憂鬱。 
   3. 因心力交瘁、精疲力盡而覺得生氣，例如對周圍親友、政府官員、媒體感 
       到憤怒，甚至出現暴躁易怒的情形。     
   4. 覺得自己可以做的更好、做得更多而產生罪惡感，懷疑自己是否已經盡 
       力，有無充分幫助周圍的人。 
   5. 由於身心極度疲勞，休息與睡眠的不足，此時容易產生生理上的不適感， 
       例如暈眩、呼吸困難、胃痛、緊張、無法放鬆等。 
   6. 對於接受幫助覺得尷尬、難堪。 
 
創傷症候群的心理歷程: 
 

1. 否認期 
2. 憤怒期 
3. 沮喪期 
4. 適應期 

 
對創傷症候群的輔導因應措施 

 
1. “迅速介入”和“危機處理”二點原則極為重要。  
2. 教導接納自己和別人的負面情緒  
3. 以禱告,關懷支持, 並以科學的資料，重複向其確認這種事不會再發生。  
4. 檢查並加強當事人的支持系統  
5. 協助當事人從個人的每日生活作息中，重獲“掌握感”，從而恢復其自信與

自我概念   
6. 以從旁協助的模式，主要用包括「宣洩」與「重建」來幫助當事人  

 
如何教導重大創傷者的自助之道 
 
A. 抒解情緒與緩和症狀的方法： 

 
1.  不要隱藏感覺，試著把情緒說出來，並與家人朋友一同分擔悲痛，不要因

為不好意思或忌諱，而逃避和別人談論的機會，要讓別人有機會了解自己 
2.  不要勉強自己去遺忘，傷痛會停留一段時間，是正常的現象。 
3.  別忘記家人與朋友都有相同的經歷和感受，試著與他們談談。 
4.  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與休息.  
5.  與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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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有任何的需要，一定要向親友及相關單位表達。 
7.  在傷痛及傷害過去之後，要盡力使自己的生活作息恢復正常。 

 
B. 身體接觸的治療性意義 
 

自我的復健之旅  
  
  1. 接納並表達出有關的負面情緒。  
  2. 找出週圍可用的支持體系(屬靈的, 生理的、心理的、物質的)，主動求援。  
  3. 每天為自己(孩子)訂定出一些具體可做的目標(五件左右，其中一件是幫助

別人的)。  
  4. 記得獎勵自己(孩子)的小小成就。  
  5. 增加與他人(尤其是家人之間)的身體接觸(善意的、愛意的)。  
  6. 感謝自己(家人)還活著，感覺自己是多麼的「幸運」獻上感恩. (每天至少臨

睡前，起床後各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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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會的社區服務-婚姻暴力與性侵犯輔導 
 
我们都是多年的基督徒，结婚已廿五年，当初曾经有一段很不错的婚姻生活。可是

结婚几年后，每当我与先生有冲突，触发他的怒气时，他就会动手打我。几乎每次

失控后，他都会向我道歉，并且说以后不会再这样，求我饶恕。每次看他好像很诚

恳，就原谅他了，没有多去思考。可是让我惊奇的是，他随即就会要求亲密关系。

然后我们就有一段平稳的日子，一直到他下一次怒气爆发。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这

样跌跌撞撞走过来。他一点也没改变。我们两个孩子就在这种情况下长大。他们上

大学后，先生的暴力倾向反而变本加厉了。 
 
我曾经私下寻求一位教会長執的协助，但我得到的劝告是：多多忍耐，用爱心为他

祷告。我曾经在受暴后想报警，又没勇气，深怕把他的前途及在教会的名誉给毁

了。我身心灵受了很多的伤害，心理上也很疲倦，不知如何走下去。我先生在外其

实对人不错，尤其在教会很有人缘，又是身兼数职的执事。很多人都说我有个好丈

夫，我却有苦说不出，不想再过这种婚姻生活。请问我该怎么办？  
 
陳弟兄是教會執事會的主席, 有一天教會的同工張姊妹怒氣沖沖的來找他, 說她的

小組裏一位很好的詹姊妹跟她說她發現她的先生居然跟教會裡的另一位姊妹出去打

網球, 而且還很親密的走在一起, 詹姊妹就問她的先生, 她的先生拒絕承認他們之間

有什麼曖昧的事, 反過來控訴詹姊妹無事生事, 兩個人就吵起來, 先生就打了她一八

掌,  
 
詹姊妹就跑到張姊妹家哭訴, 張姊妹就帶著詹姊妹到她家去理論, 甚至也跑到那個

另一位姊妹家去罵她的丈夫沒管好自己的妻子,  現在她來找執事會主席堅持詹姊妹

的先生跟另一位姊妹通姦同時家暴, 要求立即把他們趕出教會. 那個週日當詹姊妹

夫妻來教會的時候, 張姊妹在教會門口大罵詹姊妹的先生, 並堅持不讓他進教會. 你
是牧師,你怎麼辦? 
 
麗玲和先生中雄都是基督徒,結婚十二年，生了兒子小華和女兒小美，本來是人人

稱羨的一個家庭，但自從五年前中雄迷上了賭博和喝酒後，就常因細故毆打麗玲和

孩子們，酒後更是變本加厲的打罵，也常常在半夜回家時，叫醒麗玲和孩子們，數

落他們的不是，並叫他們罰站，不准他們睡覺，麗玲和孩子們長期以來生活在精神

虐待的恐懼中，不勝疲憊。  
 
有一天傍晚，九歲的小美哭著對麗玲說，下午爸爸的朋友到家裡來喝酒，有一位叔

叔酒後對她上下其手，爸爸也知道這件事，但他說不能告訴別人，麗玲聽了以後傷

心欲絕，二話不說的就收拾行李，帶著小華和小美回娘家，沒想到中雄也火速跑到

麗玲娘家，大罵麗玲沒把孩子教好，而且做出不要臉的事情，想要強行將母子帶

回，並揚言如果不從，將放火燒房子，看著一臉驚恐的雙親，飽受威脅的麗玲帶著

兩個孩子能到何處尋求援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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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暴力與性侵害的受害者，就是典型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病患。這種症狀是對比常人經驗更加嚴重的壓力來

源(stressor)的典型回應。  
 
不同模式的家庭暴力 
 

1. 性暴力 
2. 肢體暴力 
3. 語言暴力 
4. 情緒的虐待 

 
症狀 
 

-  許多受害者會停留在受虐的關係中 
-  對整個暴力虐待的事件會暫時失憶，或是產生心因性的麻   木；雖然不斷受

創，但是她就是記不得身體受虐的痕跡是怎麼來的。 
-  為了讓自己忘記被虐待這回事的痛苦，她會繼續過平常的生活，假裝什麼事也

沒發生。 
-  其中的一種症狀就是會反復夢及創傷事件，或是受害者常會出現關於暴力的想

法與影像，就好像電影畫面倒帶一樣. 
-  患者會覺得來日不多，與人之間也常有疏離感，讓有心協助的人幫不上忙。 
-  雖然當事人刻意避免任何和創傷有關的事物，但是在生理上會出現因為焦慮所

產生的症狀，包括： 
＊ 失眠     ＊ 容易暴怒      ＊ 無法專心     ＊ 小心翼翼   ＊ 容易受驚嚇  

 
教會的輔導 
 
詩篇十篇 8-11 節：「他在村莊埋伏等候，他在隱密處殺害無辜的人。他的眼睛窺

探無倚無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獅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擄去困苦的人；他

拉網，就把困苦人擄去。他屈身蹲伏，無倚無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裏

說，神竟忘記了，他掩面永不觀看。」  
 
A.  牧師的角色 

• 牧者必須清楚瞭解家庭暴力可能會用不同的模式呈現，例如性暴力、肢體暴

力或是情緒的虐待。 
• 他們必須學習辨識受虐婦女會有的特徵和症狀，並且能結合地方上的社工、

醫療和法律資源來幫助這些受虐婦女。 
• 如果他們沒有處理這類事件的經驗，可以請有經驗的專家，在社區內舉辦講

座。 
• 某些教會，特別是大都會區的教會，都能提供受虐婦女危機晤談和支援團體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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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牧師意識到牧區中有提供這類服務的必要時，可以請求教會中婦女團契的

協助，建立起相關的計畫方案。如此，不僅是牧師，連所有準備參與協助受

虐婦女的諮商員和關懷者，也都有機會接受適當的訓練。  
 
 
B.  基督徒輔導關懷者的角色 
 

-  基督徒輔導如何注意受虐婦女的人格與行為的改變： 
      

a.  外向、友善的婦女突然變得畏縮、易怒或驚慌 
   b.  她可能不要別人碰她 
   c.  她會使用「我不舒服」作為藉口，無預警地不參   
        加往常會出席的活動 
   d.  為了掩飾受傷的部分，在穿著和化妝上會有顯著  
        不同 
   e.  另外像是逃避與他人眼光接觸，都是很重要的線 
        索 
 
 
-  大部分的婦女遭到施暴時都會選擇隱忍不說，有很多因素讓她們不願意承認

有這件事: 
 

a. 特別在基督徒的圈子裏，罪惡與羞恥感使得許多婦女保持沈默 
b. 受虐的經驗使她們覺得很丟臉，而自己又必須為此負責任 
c. 有些婦女不敢說的原因，是來自于施暴的配偶會威脅要傷害她、遺棄她甚

至自殺 
d. 部分長期被虐待的婦女則是從小來自于功能不健全的家庭，所以把被虐待

這件事視為理所當然 
e. 最不幸的是，當有些婦女勇敢地承認自己被施暴，周遭的人卻忽視不理， 

只好保持沈默 
 

-  由於家庭暴力常牽扯到私密，輔導者要有心理準備聆聽害者的恐懼，並且明

白受害者可能會含糊其詞，不易直言。她可能在某個時刻會向你傾訴，卻因

害怕太暴露自己而突然退縮，這樣的矛盾是常常存在的，所以她更需要你持

續地作她的忠實朋友。許多人覺得這種問題不容易處理，所以想要逃避。 
 
 

-  輔導關懷者的態度包括: 
 
a. 輔導關懷者要儘量保持關心的角度 
b. 加強小組的關懷, 探訪, 增加與受害人經常的接觸, 建立親近的關係. 
c. 常常鼓勵用聖經禱讀, 與受害人一起禱告, 按手做醫治釋放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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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供安全的機會，讓受虐婦女可以安心討論她們的困境 
e. 在對談當中，要適時去增強她們已經受傷的自尊，強調被虐待並不是

她的錯。這往往是受虐婦女會有的錯誤認知。因為施暴者常會讓她們

相信,被打是因為自己做錯事 
f. 輔導關懷者應當讓這些婦女知道，肢體的暴力或是性暴力都是犯罪的

行為，可以依法律來對施暴者進行懲罰 
g. 從聖經的觀點教導受害人認識真實的自我(馬太福音 5:) , 瞭解我們的

自我不是建立在別人或其他的事物上, 我們乃式神以愛創造的, 每ㄧ

個人都是神所最愛, 在神面前都是最獨特的 
h. 強調受虐婦女基督徒的身分，瞭解基督是「愛她的主」是很重要的。

婦女應當瞭解上帝造女人，是為了要和配 偶保持互敬互愛的關係，

而不是造來被虐待的！家庭暴力不僅是一種犯罪的行為，更違背了上

帝的意旨 
i. 輔導關懷者應當不斷強調這種靈性的引導。而教會中的婦女查經班、

婚姻講座、成長團體以及主日講道中，都可強化這個訊息。 
j. 保持高度的私密性 

 
 
C.   如何輔導施暴者 
 

-  牧師或許可以輔導並運用其權柄來影響受害者的丈夫，不過必須要在

顧慮當事  人感覺和安全的前提下進行。如果當事人還是擔心而無法採

取行動，可以建議她到專門處理受虐婦女的諮商中心去接受諮商，讓

她可以找回自己的自尊，進而增強尋求改變的動力。 
 
-  施暴者可以從諮商中得到益處。許多施暴者因為背景特殊，不自覺地

引導出他們的暴力行為。他們必須去瞭解這些因素，並且學習適當的

情緒掌控，以減少暴力行為的發生。去找一位這個領域的資深治療師

來協助改變，將會是明智的選擇。 
 
D.  立即性的危險的處理 
  

‐ 引導受害者去找鄰近的家庭暴力處理專家。 
‐ 必要時，先帶受害者到醫院接受治療，並進行驗傷工作，取  
   得有力的證據。急診室中通常會有一套評估家庭暴力的標準  
   程式，這些程式可以幫助急診室的醫護人員知道，如何詢問   
   有關家庭暴力的敏感話題，以得到真相。一般說來，當患者   
   的說詞和身上的傷痕不一致的時候，就可以判斷這個傷痕絕 
   非來自意外。 
‐ 一般而言，若受虐婦女覺得自己可能會遭遇立即性的危險， 
   醫療人員不可輕忽，應當詢問她是否有親人或朋友的家可以 
   暫住；如果沒有，可以轉介到中途之家或保護家庭；若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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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不妨暫時住院療傷，同時尋求其他解決的途徑。此 
   時關懷者可以提供受虐婦女適當的支援 

 
專業的治療 
 
藥物治療 
 
心理治療 
 
家暴援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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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會面對同性戀問題的爭議與輔導 
 
女同性戀者 Hilda 今年二十九歲，透過中學時的教會認識基督教，十五歲成為基督

徒。Hilda 就讀中學及大學時在教會協助帶領青年團契，是團契導師。「在教會

裡，我是青少年信徒眼中的榜樣﹔但在教會外，我卻有同性女朋友。我很內疚，覺

得好像出賣了他們，同時又害怕他們知道自己的底蘊。」   
 
大學畢業後，Hilda 才正視信仰與性取向之間的衝突，開始覺得自己必須二擇其

一。她很希望信仰與性取向並存不悖，但心知這是不可能的。最後，在信仰與性取

向之間，她選了後者。雖然這是忠於性取向的決定，但她並不快樂。她自暴自棄，

過了一年多的糜爛生活。「那時我抽煙、喝酒、吸大麻，常到 Gay Bar（同性戀酒

吧）消遣。我把頭髮剪到短無可短，甚至剃光頭，一副 tom boy（女性作男性裝

扮）打扮。那時我是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因為我根本不喜歡我自己。」 
 
那一段日子，Hilda 再沒有負責教會的侍奉工作，只是不定期地參與崇拜和團契。

她的頹廢生活輾轉傳到教友耳中，他們都猜到她的同志身分。雖然仍有些教友繼續

關心 Hilda，但她卻沒有主動向人尋求協助。Hilda 當時心想﹕「如果神愛我，那

你便來找我吧﹗我不找你了﹗」那時她情緒低落，甚至曾想過自殺。「有時駕車時

會想，不如就撞車死掉算了。」經醫生診斷後，證實她患上抑鬱症。「我吃不下、

睡不著，做事沒勁。上班時呆呆望著辦公桌，甚麼都做不到。」 
 
為了不想自己繼續沉淪，她在教友的介紹下向一名也是基督徒的精神科醫生求助。

與醫生傾訴過後，她終於有勇氣再次接觸教會，並接受輔導。Hilda 一方面接受藥

物治療，一方面返回教會和牧師一起祈禱、查經。經過一年的治療及輔導，Hilda
覺得自己身心都康復過來，並逐步改變了同性戀傾向   
 
「我已想不起上一次遇上喜歡的女孩是甚麼時候了。當我終於願意說同性戀是錯的

時候，一切都很清楚了……我要好，不想再做錯事了。」她雖仍未完全改變性取

向，卻對成為異性戀者充滿希望。「我現在會祈禱和查經，我有信心，憑著信仰，

我最終可以完全康復。只要有神，一定得。」  
 
案例二 
 
現年三十八歲的 John（化名），十二歲時已發現自己的同性戀傾向。當時社會風

氣保守，連他自己都接受不了同性戀。他二十歲那年信奉基督教，最初希望藉信仰

改變性取向﹔然而，對宗教日漸虔誠，卻反而為他帶來更沉重的壓力。 
 
「教會認為同性戀者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牧師說同性戀是罪，同性戀者是不能得救

的。」在教會裡，John 要假裝成異性戀者﹔教會外，他要努力扭轉性取向。「我

曾經嘗試改變，主動找政府社工接受了三年的臨床心理輔導，又到圖書館翻看有關

治療同性戀的文章，但都無法改變性取向。那時我很自卑，不敢跟別人說，怕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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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法繼續交朋友。我看不到出路，覺得被人傷害，就如被隔離在孤島那樣，但也

只能默默忍受。」    
 
John 在種種的情緒困擾下，終於忍不住向一個基督教輔導機構尋求輔導，怎料再

一次受到傷害。接觸 John 的那名輔導員反對同性戀，他起初勸阻 John 到同性戀

者出沒的地方，輔導數星期之後，輔導員更提出終止輔導的要求。   
 
「我有一種強烈被遺棄的感覺。為甚麼基督教的輔導是這樣絕情﹖同性戀者真的那

樣可憎嗎﹖最後我問他，我可否不再假裝成異性戀者去參加教會。他卻認為要是我

以真我示人，會令其他教友不安。聽完這番話，我的心碎了。」   
 
感到被遺棄的 John，曾有一年時間沒有參加教會、祈禱，也沒有稱自己為基督

徒。表面上他生活如常，但內心卻沒法得到心靈上的滿足。這情況持續了一年。後

來 John 加入了隸屬香港同志組織「十分一會」的宗教小組，並與其他同志朋友把

這宗教小組發展成同志基督徒團契——「基恩之家」，令他重拾信仰。   
 
在「基恩之家」，他不用再假裝異性戀者去參加崇拜，還認識了很多同志朋友，減

輕了不少壓力。「我發現自己並不是孤身一人，這裡還有許多教友和我一樣是同志

教徒。大家沒有隔膜，是一個真正的團契。   
 
 
同性戀的可能成因的探討 
    
A. 從醫學角度看 
   
 
B. 從動物行為學的觀點看 
 
    
C.  從心理角度看 
            

1. 成長過程 
2. 環境壓力 
3. 性別壓力 
4. 心理傷害 
5. 關係不平衡或破壞 
6.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7. 角色錯亂 
8. 好奇與習慣 
9. 成癮性 
10. 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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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1. 權力 
2. 財富 
3. 社會傾向 
4. 不同的道德觀與文化觀 
5. 職業   

 
聖經對於同性戀的看法與教導 
 
哥林多前書 6:9-11 
6:9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 神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

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 
6:10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 神的國。 
6: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 

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提摩太前書 1:9-10 節 
1:9 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誠和犯罪的，不聖潔

和戀世俗的，弒父母和殺人的， 
1:10 行淫和親男色的，搶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的，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

設立的。  
 
羅馬書 1: 18-32 節 
1:18 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

真理的人。 
1: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1:20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

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1: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

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1:22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 
1:23 將不能朽壞之 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

樣式。 
1:24 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 
1:25 他們將 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

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1:26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

用處； 
1:27 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

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1:28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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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或譯：陰毒）；滿心是嫉妒、凶殺、

爭競、詭詐、毒恨； 
1:30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 神的（或譯：被 神所憎惡的）、侮慢人

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 
1:31 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1:32 他們雖知道 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

歡別人去行。  
 
 
教會對同性戀的態度與輔導 
 

1. 對罪不對人  
2. 正確的教導  
3. 禱告與醫治釋放的結合 
4. 引導個人自己自動自發的看見, 絕不強迫 
5. 長時間的以愛關懷, 與他做真正的朋友 
6. 在愛心裏說委婉的誠實話 
7. 保持絕對的私密性 
8. 若是個人願意尋求幫助, 在他的同意下成立輔導小組 
9. 以輔導小組的群體力量為他做固定迫切的代禱 
10. 對弟兄姐妹要有正確觀念的教導 

 
如果有朋友是同性戀者，應怎樣面對？ 
    

a. 邀請參加教會小組  
b. 為他長期以神的話語代禱, 宣告 
c. 倚靠神豐富的愛, 有耐心有愛心的相待, 擺上時間, 與他深交, 關懷瞭解他的

需要 
d. 清楚表達自己是基督徒, 讓他瞭解耶穌愛他 
e. 帶領他一同查經, 讀經 
f. 不要大驚小怪 
g.  接納並不等於認同可介紹及提供一些有關資料、書籍或文章，讓他更深入

認識這課題，進一步了解自己的境況 
h. 應提醒青年人不要太早為自己定型，因性傾向會因時間和成長而改變 
i. 很多時候，有同性戀掙扎的人於自信心和人際關係方面都會比較弱，老師

宜鼓勵他多參與一些健康的活動，擴闊生活的圈子  
 
父母懷疑子女有同性戀傾向，如何處理？ 
    

1. 帶領子女進入教會和小組 , 最重要的是讓他接受神成為他個人救主 
2. 為他長期以神的話語代禱, 宣告 
3. 倚靠神豐富的愛, 有耐心有愛心的相待, 讓他瞭解耶穌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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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帶領子女一同查經, 讀經 
5. 關懷了解子女  
6. 陪伴子女  
7. 聆聽子女  
8. 訓練子女獨立  
9. 擴大社交圈子  
10. 父母切勿驚慌, 急躁 
11. 討論感情後果  
12. 討論性的後果 
13. 尋求專家治療 

 
 
個人的困難-- 毒癮, 暴飲暴食, 酒癮, 低自我形象-- 是不太可能因為改變而把一切老

毛病也「刪掉」。通過洞察和新經驗您有一個很大的情感轉移。但一些性感覺將再

次出現, 因為您瞭解它們的特性, 使它們丟失了控制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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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牧團隊如何瞭解輔導教會的弟兄姐妹 
 
從思考、情緒、行為，三個方面來看一個人性格是否異常 
 
情人節太太期望先生送玫瑰花，而先生沒送.太太就有疑問在心上很不舒服，下一

次生日或結婚紀念日時，先生又忘了而且還在外頭應酬，太太心情更迷惑了，懷疑

先生有七年之癢。 
 
因此晚上打電話到公司，結果先生未加班又應酬去，所以開始懷疑先生有外遇，而

且不管先生怎麼解釋仍不能釋懷。 
 
A 群  
 
偏重在思考上的異常, 表現出古怪的行為 
 

妄想型人格違常  
類精神分裂型人格違常  
分裂病型人格違常  

 
B 群  
 
偏重在情緒上的異常, 表現出比較誇張、比較外顯式的, 戲劇性、情緒起伏變化很

大及反覆無常的行為 
 

反社會人格違常  
邊緣型人格違常  
戲劇化人格違常  
自戀型人格違常  

 
C 群  
 
偏重在行為上的異常, 表現出焦慮或害怕的情緒, 逃避、畏縮、焦慮的行為 
 

逃避型人格違常  
依賴型人格違常  
強迫型人格違常  

 
 
依賴型性格(Dependant Personality) 
 
案例: 
瑪莉是一個三十歲不到的未婚女士, 沒有受過很高的教育, 經介紹, 在一所大學圖書

館當管理員, 因好學和認真工作, 不到五年升了主管. 應該很高興才對啊, 但是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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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發現他常悶悶不樂, 經常鬧情緒, 一問之下才知道, 他工作受委屈, 瑪莉個性隨和, 
絕少拒絕同事的要求, 就算吃點虧他都覺得無所謂, 但是沒想到同事常把瑪莉的好

心視為理所當然, 當了主管以後, 他發現因此同事根本不把他當上司看, 他分派下屬

的工作, 這些人都當耳邊風.  他過去的個性都是逆來順受, 願意讓步, 對人包容體貼, 
但是別人卻針對這個個性騎在他頭上, 使他無法完全投入工作.  
 
卅歲的阿威（化名）因為憂鬱、焦慮而就診，症狀控制後，醫師發現他的人格有些

特質，至今不但看醫師時還要媽媽陪同前往，所有的事情也都要問別人，無法自己

做決定；再往前回溯，醫師發現他從上學、青少年時代就是如此，家人將他保護得

很好。  
 
 
性格特點 
 

-  缺乏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 自信心不足, 很需要別人的肯定和接納 
-  很難自己做決定，不會對人說不，也沒辦法主動做事，凡事都得問別人 
- 當獨自一人時，會覺得很無助，而一直在尋求可以保護自己的對象，結婚對

象也可能找像媽媽（或爸爸）一樣可以照顧自己的人 
-  依賴人格通常是在父母過度溺愛及保護下所形成，就如同溫室中的花朵，永

遠不能承受狂風暴雨，一旦在外碰到挫折，便會躊躇不前。  
  
       
認識自己 
 
如果有下列十二種以上的行為反應，便有可能為依賴型人格 
 

1.  如果沒有他人的再三保證或建議便無法做出決定。 
2.  除非有人願意負責並保證，才能獨立完成重要事務。 
3.  在擔心失去支持及認可下，寧可委屈求全。 
4.  無法獨立提出行事計劃。 
5.  需要他人過度的照顧及支持。 
6.  擔心自己無法面對自己的問題而害怕獨處。 
7.  在結束親密關係後，會迫切的尋求情感的支柱以填補 
      空虛。 
8.  會不切實際的擔心伴侶會主動結束關係。 
9.  我寧願聽別人發牢騷, 也不會把自己的問題告訴別人 
10.  我怕自己做得不夠好, 得罪了別人 
11.  不管我有多累, 我很少拒絕別人的要求 
12.  我最不喜歡得罪別人, 或者指出別人的錯 
13.  當別人拒絕我的要求或對我不滿時, 我會難過很久 
14.  我常把別人的問題變成自己的問題 
15.  當朋友對我不予理睬時, 我會不斷地想著我到底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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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地方得罪了他 
16.  沒人願意做的事, 我不介意去做 
17.  明知別人要佔我的便宜, 我也讓他們去佔 
18.  看到別人在痛苦中掙扎時, 我會想辦法幫助他們 

  
輔導和面對自己 
 

1. 首先要建立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 肯定自己並且接納自己. 
2. 明白人與人交往必須釐定心理界限, 尊重別人的同時, 也必須要求別人對你

的尊重 
3. 聖經給信徒的教導是待人接物要溫和, 而不是當一個軟弱的人, 主耶穌就給

了我們一個好榜樣, 當祂面對猶太人的惡勢力, 祂站穩自己的立場, 說祂應該

說的話,  一方面溫和, 但同時也要剛強.   
4. 因此認識真實的自我是非常重要, 瞭解神以愛創造人, 每一個人在神的眼光

當中都是最可愛, 都是有用的, 都是有目的的.  才能夠建立一個健康的自我形

象. 
5.  訓練他自立, 給他更多的自主權及更多的鼓勵。 

 
 
強迫型性格(Obsessive Compulsive Personality) 
 
案例 
國華是公認安分守己的好人, 過馬路絕對遵守交通規則, 就算沒車子, 他也會站在紅

燈前, 直等到綠燈亮才過馬路. 工作上也是, 交代的一定做好, 沒交代的, 也主動做好, 
常常主動加 2-3 小時的班.  國華的個性就是一板一眼, 循規蹈矩, 絕不投機取巧, 但
是在朋友同事眼中, 他卻成了死板, 固執, 木訥, 乏味, 不懂人情世故的怪物, 怪不得

國華沒有一個能夠跟他談心的知己, 他太太也常與他有意見, 他常覺得太太沒有把

家收拾乾淨, 整天無所事事, 而太太則罵國華要求過多, 過於完美主義, 說他的潔癖

已經成了病態. 
 
老王（化名）當了四十年的公務員，一成不變的生活，工作倒也勝任愉快。最近快

退休了，主管幫他換了一個很輕鬆的工作，卻反而使他不知該如何是好。  
 
性格特點 
 

-  在職場上頗為常見，有時被認為是「龜毛」、小氣、吹毛求疵，患者生活一

成不變、做事完美主義，深怕一改變就會亂了次序 
-  但回家後可能拖鞋一定要放在第二格、門一定要往左開等；家中常見一塵不

染，只要不改變，一切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正因為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儀式化

行為、追求完美，而沒有時間享受生活 
-  主要表現在對自己的控制上，它的特徵就是律己甚嚴，凡事謹慎小心，不充

許有絲毫瑕疵，不合乎要求就會責成自己，期待自己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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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臨事或遭遇壓力時會傾向於理性及知性的思考，而不願意讓自己的情緒外

露 
-  在人際關係上寧可別人負己而不許自己負人，也不願意依賴人 
-  在臨事或遭遇壓力時會傾向於理性及知性的思考，而不願意讓自己的情緒外

露 
 
 
認識自己 
 
如果有下列六種以上的行為反應，便有可能為強迫型人格：  
 

1. 老闆交給我的工作, 只要還沒有完成, 我就會整天左思右想, 非把它趕快做好

為止. 
2. 我的思想方式不是黑就是白, 沒有中間路線 
3. 我喜歡列出做事的清單, 然後一一把它做好 
4. 我工作的地方總是非常乾淨整齊 
5. 我喜歡按著自己的想法做事,不喜歡別人吩咐我該怎樣 
6. 我不喜歡那些婆婆媽媽, 做事拖泥帶水的人 
7. 如果我答應別人的事, 我一定會遵守諾言 
8. 面對常常變化的事情,我會容易失去耐性,而且很不自在 
9. 別人常說我太會批評, 給人出太多主意 
10. 別人說我過於集中工作, 忽略別人的需要 

 
 
輔導與面對自己 
 

1. 學習以客觀角度看事情, 欣賞別人的看法,  能夠接納不同意見的人, 學習體恤

關懷別人, 操練放下自己, 接納別人的不同. 
2.   願意開放自己, 多與別人分享自己個人的感受和看法. 
3.   不要把相對的事情絕對化, 學習多從別人的角度看事物.   
4. 學習處理事情要有彈性, 接那環境, 人物, 事情發生的不完美.  
5.   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 而不是事工的成功 

 
 
戲劇型性格(Histrionic Personality) 
 
案例 
剛認識玉琴都覺得他是一個可愛的女孩, 令人覺得親切, 不作作, 常主動關心人, 個
性爽朗外向, 面對陌生人, 不管男女, 都能很快建立友誼,   但是與他熟悉的人則對他

的熱情有所顧忌, 平常有事沒事, 他就常來電話東長西短, , 要不就老來串門子, 而且

常常不知道怎樣控制情緒, 會一股腦的把心中怨氣往別人身上倒, 使熟朋友對他都

不敢過於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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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算是他的好朋友, 有一次很誠懇的提醒他小心他的熱情會帶來異性的狂蜂浪蝶, 
然而不說還好, 一說, 玉琴受不了, 好像受了莫大的污辱, 從此蘇珊成了他最大的敵

人, 當人們因此跟她疏遠, 他的情緒就顯得更不穩定. 
 
 
性格特點 
 

-  這種性格女性較多, 著重在個人情緒的顯露.  很善於表達自己個人內心的感受

和情緒, 但很多時候表達的程度會超越一般的情況 
-  一般而言此類病患衣著比較特異，行為較為誇張、戲劇化，表情也豐富而變

化多端，但他們給人的感受卻是不真實而且極端表面化 
-  喜歡在人群中周旋, 但是矛盾的是, 他們卻沒有耐性去聽別人的問題 
-  所以也特別害怕遭人拒絕, 而陷入沮喪憂鬱.  與依賴型類似, 就是把個人的價

值和需要放在別人對他們的認同和接納 
 
 
戲劇型性格的人須具備以下三個特質： 
  

a.   具有企圖吸引外在注意的誇張行為 
b.   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際關係 
c.   反應過度的表情及過度強化的情緒變化等 

 
 
認識自己 
 
如果有下列六種以上的行為反應，便有可能為戲劇型人格： 
  

1.   一些小事可以讓你大笑, 但一些小事也 可以令你大哭 
2. 你有很強烈的慾望去愛和關心別人, 也期望別人以同樣的方法對待你 
3.   別人說你做事衝動, 想做就做, 不顧後果 
4.   當你對別人友善時, 異性常會誤會, 以為你多情 
5.   你是一個很能表達內心情緒感受的人 
6.   如果你不把心裡的感受說出來, 就會難過不安 
7.   你喜歡做一些具有刺激性和驚險性的事情 
8.   你樂於在人群中周旋, 親友聚會時絕對少不了你 
9.   你情緒的起伏有時令周圍的人感到吃驚 
10. 你在的地方絕少有冷場, 常為此增色不少 

 
輔導與面對自己 
 

1. 以心理諮詢, 協談或團體禱告, 分享, 同性質族群分享來協助他們了解內心真

實的情感及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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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練平靜安穩, 交託情緒 
3. 透過耶穌基督永恆的真理, 找到真愛的來源, 一份永恆不變和無條件的愛, 學

習看神而不看人.   
4. 學習給自己安靜禱告, 思考, 默想的時間和操練. 短暫走出人群學習安靜獨處 
5. 學習與神交通獨處.  定時與神在靈裡單獨相交.  讓心靈得到洗滌, 享受從神

而來的屬天平安和喜樂. 
 
 
逃避型性格(Avoidant Personality) 
 
案例 
張牧師在教會牧會十多年, 講道很有恩賜, 但是他的個性卻不是一個主動關懷人的

牧者, 非常被動, 非不得已不跟人打交道, 陌生的人請教問題, 他會渾身不自在, 教會

弟兄姐妹給他建議, 他總是口頭答應, 事後不了了之.  其實他自己也深受困擾, 不善

打交道, 卻要被迫與人群相處,  很痛苦, 也許因為如此, 發現身體常有許多醫生查不

出來的毛病, 如醫不好的胃痛, 腰痛, 背痛.  他也曾經想過, 自己到底適不適合當一

名牧師. 
 
老王（化名）常被同事批評為孤僻，有人乾脆叫他「怪人」。因為工作型態的關

係，他很少與同事接觸，在公司遇到時，也不太願意和人說話似的；下了班，獨居

的他也不喜歡與同事朋友來往，幾乎是所有的活動都不參加，每天總是獨來獨往的.   
 
 
性格特點 
 

-  這種人最怕與人聚在一起, 不喜歡把自己的事情告訴別人, 也沒有興趣聽別人

訴苦或發洩情緒, 不愛應酬 
-  他們處理人際關係的衝突, 常常是以[消極中帶有抗拒]的方式, 暗暗用其他伎

倆發洩心中的情緒, 例如當作沒一回事, 不記得, 不冷不熱, 故意拖延, 得過且

過, 表面贊成,背後放任他人反對, 暗地唱反調 
-  他們也從來不面對衝突, 因此絕對避免作仲裁者, 即使是對的事情, 他也不會

表態 
-  外表會讓外人感到很友善, 溫和, 有禮貌, 而且對人有耐性, 願意去關懷別人, 

但深入認識後, 會發現多是表面功夫 
-  這類患者對他人的排斥和拒絕相當敏感；他人無意的動作常被患者視為嘲笑

和輕蔑的意思。他們的社會關係相當貧乏。不願意去社交場合與他人互動 
 
 
認識自己 
 
如果有下列六種以上的行為反應，便有可能為逃避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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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寧願私底下處理個人的問題, 也不會找一個人來談 
2.  我不會在眾人面前說出我的不滿, 我想如果真的這樣做, 別人一定會嚇一跳, 

不相信那是出於我的口 
3.  縱使有心事, 當別人問我最近如何時, 我都會說還不錯 
4.  有時候我寧願讓各種事情來煩惱我, 也不願以積極的態度設法解決 
5.  有時我會沉溺在一些小罪當中 
6.   我甚少與人分享我的苦樂 
7.   我表面對人很和氣, 但別人並不知道我的內心 
8. 別人找我談他們的問題, 但通常沒有把他們的問題聽進去 
9. 別人問我意見時, 我不會馬上告訴他們我的想法, 因為我知道過幾天他們就

會忘記這件事 
10. 我不會對別人做什麼承諾, 別人叫我做什麼事, 我會用[可能], [也許]來敷衍 

 
 
輔導與面對自己 
 

1. 必須學會與人交往, 常是敞開自己, 與人建立深入的關係 
2.   接受從神而來的醫治與釋放, 接受真實的自我 
3.   培養對別人的同情心和愛心, 花時間探訪並關懷有需要 
      的人 
4.   清楚明白要彼此相愛, 乃是神的旨意 
5. 清楚認識神對我的愛, 深刻經歷神的愛, 因著神的愛, 勇敢的去愛人. 
6.   了解衝突的本質, 學習有關處理衝突的技巧 
7.   學習將人與事分開看待, 包容人們有不同的意見 
8.   學習開放自己, 以真我與人相交 

 
 
自戀型性格(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案例 
亞三個子高大, 英俊瀟灑, 過去教過不少女朋友, 但沒一個看上眼, 讀的是電腦程式

設計, 是一個熱門人才, 總覺得別人不如他, 甚至覺得沒有人能夠真正瞭解他.  賺的

錢比別人多, 開名貴跑車, 使他更自鳴得意, 經父母介紹認識一個女孩, 非常優秀, 很
快喜歡就準備訂婚, 正在此時, 他在工作上認識一位更漂亮的女孩, 就按著以前的作

法, 半聲不響就與這位女同事約會.  結果未婚妻知道, 就興師問罪, 亞三卻理直氣壯

的說:我們又還未結婚, 難道我沒有與人約會的權利?  位婚妻後來主動解除婚約, 這
次輪到他受不了, 因為一向只有他不要人家, 還沒有被人[甩掉], 因此情緒很快進入

沮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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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特點 
 

-  這種性格過於愛慕自己, 整天只會熱衷於思想自己和欣賞自己, 卻忘記周遭的

人事物 
-  只會追求自己個人肉體的滿足, 物質的享受與短暫的歡樂, 至於別人的困難和

痛苦, 不但不能體會, 也不想去多花腦筋 
-  此類型者常會自我吹噓，使自己成為眾人的焦點，他不在意別人的感受，在

人際溝通上常只是「放送機」而非「接收器」，以炫耀與誇大來肯定原本脆

弱的自我 
 
 
自戀型人格有下列 6 個主要特性：  
 

a.  他們有一種基本的自卑感, 這使得他們喜歡幻想自己有傑出的成就； 
b.  他們無法信任和依賴他人，因此發展出無數的、膚淺的關係，希 
     望獲得他人的贊賞； 
c.  他們有一些表面的優點，因此在社交上往往顯得迷人；他們極為  
     注重外觀； 
d.  他們有一種變動的道德觀，為了取得好處隨時準備轉變自己的價  
     值觀。一舉一動都有動機,  然而，他們對外界會顯出一種有意的    
     謙虛；其實都是有所為而為的 
e.  他們無法維持愛的感覺，一但需要委身, 就會凸顯問題而終止關 
     係, 因此他們的婚姻關係顯得不穩定和混亂； 
f.   雖然他們經常給人家一種有學問和果斷的印象，但是他們的知識  
    基礎極為有限。他們有一種[標題的智慧]，只認識大概的內容，   
    但能夠應用語言來增強他們的氣勢，使人留下印象。 
g.  這類人還有另一項核心要素，他們無法採取他人立場和觀點，只 
     能透過自己的眼睛來看事情。換句話說，他們缺乏同理心 
     的能力  

 
 
認識自己 
 
如果有下列六種以上的行為反應，便有可能為自戀型人格：  
 

1.  對於那些與我相熟的人, 我會對他們有很高的要求 
2.  我很佩服那些有財, 有勢, 有能力的人 
3.  我認為外表很重要, 所以我總是要求自己穿著得體 
4.  我常常夢想自己有成功的一天, 而別人給我不斷的稱讚 
5.  我喜歡與人分享我的成就及那些讓我得意的事情 
6.  我認識的人不少, 但可以與我談心事的卻沒有一個 
7. 當我提出來的意見得不到別人認同的時候, 我會有很強烈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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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大眾場合中, 我可以與許多人嘻嘻哈哈, 但私底下我不會與任何人深交 
9. 對那些性格和生活形式與我格格不入的人, 我會敬而遠之 
10. 我的愛情有過轟轟烈烈且非常浪漫的時光, 但也有不堪 
      回首的日子 

 
輔導與面對自己 
 

1. 並非所有自戀型的都是功成名就, 也可以是普通職員, 甚至乞丐, 但是他們的

心態就是自命不凡.   
2. 自戀型人格疾患較常發生在男性身上 。患者因為認為自己幾近完美，沒有

改變的需要，所以不會主動尋求心理治療。 會一直活在自己的幻想中.  要
他們承認自己需要幫助是非常困難的. 

3. 必須要能夠認清世俗的ㄧ切絕不可能滿足的, 只有上帝和他的愛才能滿足所

有的需要. 
4. 自戀型人格者因為自尊心的不穩定，而有一種被支持、包容的強烈需求，但

幫助的人員不能只是在心理治療過程中一直滿足他這種需求，需在給予適當

的滿足後，做暫時的斷裂，如此使他得以認識自我，進而能增加自我。  
 
 
邊緣型性格(Borderline Personality) 
 
案例: 
一個偶然的場合, 麗華認識高大,風度翩翩的俊雄, 兩人一拍即合, 認識不到三天就發

生了肉體關係, 但是麗華不知道的是俊雄已婚, 而且已經有兩個孩子, 剛開始麗華一

天給俊雄打一通電話, 而俊雄抱著玩票性質與麗華交往, 也表現得很熱情, 但他心理

使中打算, 等玩得差不多就把對方甩掉, 反正這也不是俊雄第一次外遇, 沒想到麗華

也不是省油的燈, 當她知道俊雄是有心在玩弄她之後, 他開始想辦法來佔有俊雄, 電
話從一天一通到一天四,五通, 到最後幾乎一小時三,四通.  而且麗華五點鐘下班, 就
到俊雄公司門口等, 逼得俊雄每天想辦法不接電話, 下班繞不同路回家, 甚至最後只

能苦苦哀求麗華不要再這樣對他.  終於, 整整一個星期, 麗華再沒有打電話到公司來, 
以為已經像以前一樣順利的甩掉了.  哪知, 一天派出所打電話來叫他去醫院, 說麗華

自殺了, 進醫院, 因為填寫親人名字是俊雄.  俊雄現在真後悔當初怎麼會與麗華稿上

這種不正常的關係, 他一點也不知道這其實已經是麗華第三次因[愛情]自殺入院了.  
 
 
性格特點 
 

-  邊緣型人格者常有莫明的不安與衝動，對人事採用全好／全壞兩極端的看法 
-  邊緣人格在情緒上極為暴烈，動不動就因小事而暴怒，因此在思想極端的情

況下, 會與人發生衝突甚或傷害他人或傷害自己 
-  他們極端的想依附別人, 甚至願意極度遷就, 但另一方面卻對人不信任, 內心

充滿矛盾, 缺乏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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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對生活感到枯燥, 難耐寂寞, 喜歡找興奮的事情, 需要別人的認同, 常常為

了尋找刺激和認同, 導致西毒, 酗酒, 濫交, 揮霍, 暴飲暴食, 犯罪等.   因此對人

際關係也是一樣, 如雲霄飛車, 對人對事始終採取糾纏不放的態度, 但是一但熱

情冷卻, 會去找別的刺激事物.自己也搞清在追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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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按著聖經的教導建立健康的情感智商(EQ) 
 
你身上帶了幾根火柴棒? 
 
一根火柴棒在這裡指的是什麼? 
 

1. 無法自我控制的情緒 
2. 不經理智判斷的決策 
3. 頑固不冥的個性 
4. 狹隘無情的心胸 

 
問卷調查 
 

1. 逛街時看到喜歡的東西, 你會馬上買回家而不會等到減價 
2. 在高速公路開車, 你會常常更換車道 
3. 當你去餐館用膳時, 對於不熟悉的菜你通常不會點它 
4. 你會主動嘗試新的玩意 
5. 你不怕讓別人知道你在某些問題上所持的看法 
6. 你會盡力避免與人有爭執 
7. 你非常在意別人對你的看法和評語 
8. 你時常認為別人不了解你 
9. 你需要別人常常鼓勵和讚賞才能有效率地工作 
10.你心裡常訂下一些計畫, 到頭來卻不得不放棄 
11.你比較不容易忍受別人的缺點和毛病 
12.你很受不了約會遲到的人 

 
人的智能有七種 
 

1.  語言的智能 (Verbal) 
2.  數學邏輯的智能 (Mathematical Logical) 
3.  空間能力的智能 (Space Capacity)   
4.  運動機能的智能 (Kinesthetic) 
5.  音樂能力的智能 (Musical Gift) 
6.  人際關係的智能 (Interpersonal Skills)   
7.  心靈調控的智能 (Intrapsychic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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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 與 EQ 的不同 
 
        IQ                    EQ 
  佔成功 20%              佔成功 80% 
  天生因素              後天培養 
  使你被雇用              使你被升遷 
  給你潛力              給你動機/動力 
  著重理性思考   處理人際關係 
  了解事物              戰勝逆境 
  聖經並不強調   聖經常常強調 
 
 
哥林多前書 
1:26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

貴的也不多。 
1:27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

的羞愧。 
2:1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 神的奧祕。 
 
箴言 
17:22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加拉太書 
5:22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以前常問: 
1.為什麼孩子們小的時候資質相當, 但有些人成功, 有些人卻失敗呢? 
2.為什麼我們一眼就對一個人產生好感, 但對另外一個人卻剛好相反呢? 
3.為什麼遇到困難的時候, 有人可以度過, 有人卻是一蹶不振呢? 
4.為什麼有人結婚之後, 兩人如膠似漆, 有人卻是水火不容呢? 
 
 
怎麼樣提升你的 EQ 
 
 
A.  克制衝動 
 
認識自己 
 

1. 逛街時看到喜歡的東西你會馬上買回家而不會等到減價 
2. 在高速公路開車, 你會常常更換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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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別人問題還沒有說完, 你就馬上搶著回答 
 
箴言 12:18 
說話浮躁的, 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 
 
自我操練 
 

a.  學習給自己六秒鐘的緩衝時間作為考慮 
b.  凡事三思而後行 
c.  學習在做決定之前, 先分析事情的好處或壞處 
d.  找一個長者做你的導師, 定期與他會面參考他的意見 
e.  學習每天至少花十分鐘時間默想反省 
f.   學習凡事先求問神, before do it 

 
B.  情緒認知 
 
馬可福音 
3:5 耶穌怒目周圍看他們，憂愁他們的心剛硬，就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

手一伸，手就復了原 
 
認識自己 
 
你不怕讓別人知道你在某些問題上所持的看法 
你會盡力避免與人有爭執 
 
自我操練 
 

a.  如果感到情緒將要發作之前一刻, 讓自己找個機會以理性方式離開導火線 
b.  不要壓抑情緒, 找個更好的方式來表達內心的情緒 
C.  改變思維 

 
填填看: 

 
我應該要_______ 
我必須要_______ 
我一定要_______ 

 
心理學家愛默生說: 
 

小心你的信念, 因為信念會影響你的說話 
小心你的說話, 因為信念會影響你的行為 
小心你的行為, 因為信念會影響你的習慣 
小心你的習慣, 因為信念會影響你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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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你的性格, 因為信念會影響你的一生 
 
箴言 
4: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譯：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發出。 
 
羅馬書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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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自己 
 

1.你非常在意別人對你的看法和評語 
2.你時常認為別人不了解你 

 
自我操練 
 

a.  學習改變自己的思維, 多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事物 
b.  按著神的旨意和話語, 更新自己的心意和思維 
c.  靠著禱告和聖靈的力量脫離思維的綑綁 
d.  突破自己, 從神的觀點上重新出發 

 
D.  培養你的毅力 
 
哥林多後書 
4: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 
4:9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腓立比書 
4: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認識自己 
 

1.你需要別人常常鼓勵和讚賞才能有效率地工作 
2.你心裡常訂下一些計畫, 到頭來卻不得不放棄 

 
自我操練 
 

a.  試試看從明天開始每天看十分鐘聖經, 給自己一個月時間操練 
b.  如果知道身體過胖, 試試看每天公寓走一圈, 走一個月 
c.  如果覺得英文不好, 試試看每天背十個單字, 如此做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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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培養同理心 
 
腓立比書 
2: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箴言 
19:11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認識自己 
 

1. 你比較不容易忍受別人的缺點和毛病 
2. 你很受不了約會遲到的人 

 
自我操練 
 

a.  操練角色轉換, 當要對別人不滿或生氣時, 先試試看角色轉換. 
b.  細心關注別人, 體會別人感受 

 
F. 富冒險的精神 
 
認識自己 
 

1. 當你去餐館用膳時, 對於不熟悉的菜你通常不會點它 
2. 你會主動嘗試新的玩意 

 
自我操練 
 
試著嘗試新的事情, 新的服事, 走出你的 comfor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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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在基督裏的精神心理輔導原則與方式 
 
基督教的輔導 
 
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心理輔導的範疇是 : 
 
凝聚基督教的靈性與聖經資源， 
配合現代心理學的知識和技巧， 
去幫助人處理其生命及內在世界的困擾及問題，使受傷的靈性及情緒得醫治， 
使個性及人格失調得重整， 
並引導那些在人生旅途中失落的人找尋到最終的歸宿. 
 
基督教的輔導強調 : 
 
人的身、心、靈的一體性， 
注重全人治療及成長， 
關顧整個人的需要. 
 
全人的醫治與輔導 
 
為了達到[全人的成長與治療]輔導的目的必須 : 
 

1. 重視人的尊嚴、 
2. 提高人的品格、 
3. 肯定人的價值、 
4. 堅固人的信心、 
5. 改善人的關係、 
6. 擴闊人的視野、 
7. 增強解決問題的能力、 
8. 豐盛人的生命，使生命滿有活力及創意 

 
【全人的醫治】它的根本基礎在於:  
 
建立人與神親密，完全的關係.  只有建立與神健康的関係才能達到輔導的目的 
 
聖經與神的愛 
 
在聖經的話語及神的愛裏我們得到關於人性、苦難以及神旨意的教導；我們可以學

到基督如何借著恩典赦免我們的罪，並使我們成為新造的人；還學到人類墮落的思

想是怎樣蒙蔽他們對己、對神、對環境的正確認識 
 
聖經是關乎輔導的本質問題的答案所在.  基督教的信仰對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同

時傳達出一種非同尋常的、深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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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心理學輔導的缺陷 
 
A.  心理學的心理治療與精神病學的藥物治療, 雖然使我們看到病人的一些症狀減

輕了，在生理上有改進, 可是卻從未看到過那種改變生命的深刻變化，也從來

沒能發現質的變化 
 
B. 儘量控制 
 
最顛狂的病人和治療他的，最理智的精神健康工作者之間的區別只是程度上而非本

質上的。我們這些精神健康工作者生活中也有破碎的關係、沮喪消沉、混亂迷惘，

我們也會逃避，也有令我們上癮的東西。 
 
我們同那些病人一樣心裏狂妄（傳 9：3），不信神。這不信的心是別人灌輸的，

同時也是我們自己選擇的。我們也去看我們的心理醫生，並且能感受到那藏在心靈

深處的絕望，只是比起那些“病人”來說，我們的控制能力要好一些 
 
C. 人性的本質不管是我們自己或是病人,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具有:  
 

罪性與自我欺騙， 
愛與坦誠， 
苦難與虛空， 
喜悅與滿足， 
欲望與失望， 
狂妄與自私， 
謙卑與自我犧牲， 
痛苦與迷惘， 
希望和破滅的夢想， 
死亡的陰影， 
對於救贖的盼望。 

 
感謝讚美神, 耶穌基督對人性的瞭解是最準確的。他不僅僅是瞭解人性，而且道成

肉身，為了拯救人類 
 
D. 心理學理論都像在黑暗裏蹣跚行路，雖然看似高深，其實只涉及表面: 
 
他們在描述和處理病人的症狀時，雖然有繁多的細節分析，並具有讓人讚歎的深奧

的學術研究，還帶著真誠的人文關注，卻沒辦法觸及問題的根本； 
 
他們對問題看得很清楚，做事也兢兢業業，然而他們的分析和解釋是不夠的；他們

無法真正給予足夠的愛，也不能正確調整病人內心看待事物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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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的心理疾病的醫治, 不能只靠心理學或精神科的醫治,而必須結合聖經和神

的醫治 
 
以聖經為本的心理輔導的特質 
 
所以心理輔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神的智慧 。我們必須要把神的真理和人的現實問

題聯繫起來 
 
A.  基督帶給人一生長久而持續的改變. 最重要，最持久的改變乃是我們越來越有

耶穌的形象，這是質的改變 
 
神的靈和神的話是令我們改變的首要原因 
 
B.  同時基督教導我們承認自己的有限，也學會自我批評，同時去勇敢地持守真

理；他在我們內心建立了一種不可動搖的救贖動力和一種不可摧毀的盼望，讓

我們投入生活，不管它是多麼憂鬱，焦慮，混亂、骯髒、痛苦、暴力、成癮或

可怕；他使我們學會正確面對自己的軟弱，同時也叫我們昂首闊步地走路 
 
以聖經為本的輔導是以個人的成長為目的 
 
以聖經為基礎的心理輔導的目標 
 
馬丁•路德： 
[這一生，不是公義的，而是在公義中成長；不是健康的，而是在其中得醫治； 
我非我所是，而在變成所是；不是安息，而是練習。我們尚未成為我們應有的樣
子，但我們正在向著它成長；成長的過程尚未結束，卻在繼續之中。這一生不是終
點，而是通往終點的道路。生命中的一切都尚未在榮耀中閃爍，但都在被煉淨之
中。]   
 
路德描述了聖經心理治療時所要達成的目標及程序： 
 
成長、醫治、成聖(也就是更像基督) 
 
建立與聖經吻合的心理輔導法原則 
 

1. 我們必須有聖經作規範，以聖經的論點作前設,以心理學作治療的方針從前

設引伸病理，指出人為何會病及如何痊癒 
2. 關健在乎這人的自我觀與真我是否一致 
3. 所以必須讓病患在描述自己問題的時候，產生解決問題的眼光，而輔導員只

在旁引導，並用無條件的愛，讓病患能接納自己，使自我觀與真我達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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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心理輔導的程序 
    

1.  團隊輔導 
 
2.  輔導前的預備 
  
3.  迎接被輔導者 
 
4.  傾聽 
 
5.  對於輔導達成協議 

 
心靈創傷的醫治 
 
因此一切醫治基礎都在要把當事人帶到耶穌面前，讓耶穌親自施行衪的恩典與憐憫 
 
《聖經》中的醫治包括肉體上和心靈上的醫治。因此醫治必須是除了身體以外，

還要包括整個人各部份的醫治，由內而外包括屬靈、思想、行為、關係、情緒、

身體六大層面，最重要還是從內而外，從心開始的醫治 
 
心靈醫治的治療模式 
 

1. 「自我完整」的模式 –是從自我不足入手，強調自我瞭解，肯定個人，建立

自尊，發揮個人潛能 
2. 「情緒完整」的模式 –    是從傷痛處入手，強調情感健全，如無罪咎感等。 
3. 「靈性完整」的模式 –    是從人的罪入手，強調從罪的捆綁中得    釋放，

更新和重整性格，達至心靈健全 
 
 

心靈創傷的醫治四個步驟 
   
 A. 面對 
      
就是同心禱告，尋求聖靈引導尋找傷痕, 一直到面對受傷當刻的自己.  同時試著導

引當事人能逐漸地表達當時的感受，處理對人對己建立了的負面思想、價值、信念

等 
    
B. 醫治 
      
就是祈求耶穌幫助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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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饒恕 
      
接下來就是祈求神的饒恕, 也祈求神給我們力量, 幫助我們能夠饒恕傷害我們的人, 
幫助我們能夠饒恕自己, 幫助我們能夠饒恕我們的親人,周圍的人.  完全的饒恕才能

消滅憤怒,苦毒,罪惡感. 只有完全的饒恕才能使當事人脫離傷害, 重新與沒有受傷之

前的我連結, 重新成長,成為一個健康的我 
 
D. 重生 
   
就是新的視觀，當經歷醫治後，神給我們新的角度去看過去傷害中的人與事。而這

新的視觀會更新我們的情緒、思想、信念、自我形象、人際關係等 
  
 
基督徒心理輔導員所需要具備的素養 
 
基本素質: 
 
溫暖、真誠、接納、細心、敏銳、體諒、同理心、身心靈健康  
 
服事的態度: 
 
整潔、準時、關注、聆聽、中立、客觀、有禮貌、不批評論斷、不移情、充分準備  
 
輔導應該具有的專業倫理: 
 

• 良好的品格道德, 本身有好的婚姻 
• 因為問題本身的敏感性, 用詞、態度要格外的莊重 
• 若非很清楚肯定案主的狀況, 不可直指其問題為邪靈挾制 
• 一方有婚外性行為或曾遭性侵害時, 要與當事者先溝通是否可讓配偶知道  
• 熟悉神的話語、清心禱告、敏於聖靈、並能順服於聖靈 
• 絕對的保密 
• 與神有好的關係, 才有源源不斷來自神的愛心,耐心和能力 
• 為神成就的一切, 歸榮耀給祂 

 
其他注意事項:  
 

• 若是婚姻輔導,這是夫妻兩個人的事, 鼓勵雙方務必都要投入 
• 在婚姻輔導中最好各有一名男性及女性的輔導員 
• 特別留意, 避免不必要的肢體接觸. 如需醫治禱告, 遵守同性服事同性原則  
• 最好能以禱告開始和結束, 求神掌權、帶領 
• 輔導的場所宜安靜、不被打擾 
• 不要讓人太倚靠你. 把人帶到神的面前, 問題解決後, 他們必須靠主  
• 不要連續安排個案, 讓自己承受不住; 自己要有抒發壓力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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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教會以外的地方輔導 
• 不要有彌賽亞情結, 解決不了的問題要轉介出去  

 
基督徒心理輔導員的屬靈操練與應用 
      
1.  學習以愛為基礎 
        
    愛是一切醫治的源頭 
       
2.  結出聖靈的果子 
         
    聖靈的果子就是基督徒的屬靈氣質，也應當是作為一個輔導員的氣質與內涵 
       
3.  饒恕自己與彼此饒恕 
          

真正的饒恕是要承認心中的憤恨。透過了解、接納、對真愛的肯定，從而拋開

過往的怨恨與傷痛，改過自新，重新建立新的關係 
       
4. 以基督為榜樣  
      

常默想及學習基督耶穌本身的謙卑、順服、饒恕、捨己、愛人及犧牲的精神及

屬靈的操守及品格 
 
提醒的話 
 
輔導的問題是一個神學問題。神盼望你在工作中滿有智慧，神會祝福美好的輔導。

在這種面對面的服事中，你會經歷無比的喜樂，也會體驗悲傷，但那是值得的。跟

人一對一的談話和星期天講道一樣都屬于教會的職能 
從事聖經輔導的人其預設立場是﹕宇宙是有一位真神，祂創造宇宙萬有，並按其形

象造人。因此對于人類當如何行事為人，當有何思想、情感、意志等等，這位真神

提供其至高無上的最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