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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如何面對自己](上) 

路 9:23-24 “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命．凡為我
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要作到靠神的話來改變自己,使主得到榮耀,最大的挑戰就是捨己.聖經對於自我
的看法與世界對於自我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請用自己對以下經文的理解重寫一次以下的經文: 
 
箴 14:12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賽 55:8-9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 10:23 「耶和華啊，我曉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腳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路 9:23-24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
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
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林前 3:19-20 「因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經上記著說：「主叫有智慧的中
了自己的詭計」，又說：「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約壹 2:15-17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
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ristian Care Seminar Series @ECCSKC 2

人會經常受到以自我為中心的試探,導致在思想,行為上,破壞主內肢體之間,以及個人
與主同行的關係. 而這些後果也是人的生命開始遠離主的徵兆.你若要成為一個成熟
的基督徒,就必須要先認這些罪並勝過它們:(宣告耶穌基督在你生命中管理的主權) 

請用你的理解與話語經以下經文重寫一次: 
箴 28: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利米 17: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 7:20-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羅 6:12-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林前 3: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弗 4: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神的觀點 
A-1. 沒有人會 ____自己.  
馬太 22:39; 弗 5:29;  路 9:24; 腓 2:19-21; 提後 3:1-5 
A-2. 正確的自我認知應該是明白在____ ____裡,你是何等人.  
羅 8:14-17 ;弗 1:3-14; 西 2:9-12; 彼前 2:9-10 
A-3. 在任何情況之下,凡事 ____ ____ 神 ,人才能得到滿足.  
詩 119:165; 賽 26:3; 路 11:28; 約 15:10-11; 林後 4:7-10, 16-18; 腓 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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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你的盼望 
B-1. 你要感謝神,因為你的____ ____ 是可畏與奇妙的. 
詩 119:73; 詩 139:13-14 
B-2. 要明白自己是____ ____,並開始根據神的話去生活. 
馬太 23:12; 路加 9:23; 羅 14:7-8; 林後 5:15; 加 2:20; 約壹 1:9; 腓 3:12-14 
B-3. 嫉妒,恨,貪婪等都是____ ____ ____ ____的表現. 
羅 6:6; 羅 12:21; 西 3:2-17 
 
C. 自貶, 自高與自憐: 
C-1. 世人的觀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2. 世人對於自卑錯誤的藉口 

環境差 缺乏金錢 學習能力差 

工作不滿意 教育程度低 沒有工作機會 

身體上的缺陷 不受別人尊敬 配偶愛嘮叨 

被別人小看 沒有溝通能力 年幼時被虐待 

不被父母接納 被人誤解 關係不好 

 
C-3. 人重建自尊心的一些錯誤和無效的方法: 

接納自己 學會愛自己 維護自己 

不要發怒，要討回公道 找到你裡面的「神」 多誇自己的成就 

喜歡就去做 饒恕自己 堅持己見 

一定要滿足眼前的需要 找到「自己」 自我肯定 

力行自我實現 推卸責任 操練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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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一些在某些教會中，有關於[自己]的一些不合聖經的教導: 
� 先要愛自己才能夠愛別人 
� 你既按神的形像造的,你自就配得神的恩典 
� 沒有好的自尊心,就不能解決一切的問題 
� 人們最的需要就是自我價值觀 
� 要先自我肯定才能做有意義的事 
� 人應該多用肯定的樂觀的方法來建立別人,不應該再講太多的罪的問題 
� 人必須要先饒恕自己,才會有平安與滿足 
� 神要我們都對自己滿意 
� 重生就是從[自我否定]轉變到[自我肯定] 
 
C-5. 神的觀點: 
箴 11:2 “ 驕傲來、羞恥也來‧ 謙遜人卻有智慧。”  
賽 5:20-21 “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
以甜為苦的人。禍哉、那些自以為有智慧、自看為通達的人。”  
馬太 23:12 “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雅各 4:6 “ 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  
約壹 2:16 “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D. 妒嫉,忌恨,貪婪和貪心 
 以上這些都是罪,人會有這些罪計受顯明人還是專顧自己,對於神在他身上的工
作與供應有所懷疑.人必須要先脫去這些罪,不應讓它們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出現. 
羅 6:3-4 
13:14 
加 5:19-21 
西 3:5-11 
多 3:3 
彼前 2:11-12 
 
D-1. 嫉妒,忌恨,貪婪與貪心的特點: 
� 當你在思想或言語上____ ____別人的時候,你就違反了聖經上的命令.(弗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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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4:8, 雅 3:5-18, 4:11) 
� 當你把自己與那些你所羨慕的,有錢財的,有能力的,有才華的,有屬靈恩賜的人或

有尊榮的人____ ____,就是懷疑神在你身上的主權. (詩 75:6-7, 太 20:1-16, 林前
13:5, 提前 6:6-8) 

D-2. 人在思想, 言行上犯了嫉妒，忌恨,貪婪,貪心的罪時就會: 
D-2-1. 一方面抱怨自己的處境又批評破壞別人. (馬太 12:34-37, 路 6:45, 羅
14:10-13, 弗 4:29) 

1.「他又加官進爵了，我敢打賭，他一定是踩在別人頭上，才弄到那個職位的。」（藐視
別人的成就） 

2.「算了吧！只要不是白癡都可以想得出來，她只不過是搶先一步罷了。」（藐視別人的
能力） 

3.「有錢又怎麼樣？說不定發的是不義之財呢？我敢打賭，人家可不會像我們這樣犧牲自
己去幫助別人。」（藐視別人的作為，將別人與自己比較） 

4.「你認為她漂亮？你可知道，她每天早上要花多少時間才能打扮成這個樣子？」（藐視
別人的外貌） 

5.「我真不明白他憑什麼可以當家作主？整個教會好像都是繞著他轉，大家都認為他是萬
事通。看著瞧吧！爬得高也跌得重。」（藐視別人的成就和職權） 

 
D-2-2. 當你的思想和言行表現出嫉妒,忌恨,貪婪壞貪心時,你就會對別人沒有____ 
____ ,或是虛情假意的動作,只____ ____自己而不討主喜悅. (馬太 15:19-20, 22:39, 
羅 12:9, 13:8-10, 林前 13:1-8, 林後 10:17-18, 加 5:14 ) 
 

1.表面上為別人的成就高興，私底下卻抱怨自己一無所有，老天不公平（違反羅十二 3-9；
林前十三 1；腓二 14，四 13 的教訓）。 

2.你總想高人一等，尋求更多的榮譽、財物或稱讚，認為至少也要和別人一樣（違反箴二
五 27，二七 2；可十 43-45；路十四 8-11 的教訓） 

3.你計算或企圖奪走別人的東西，如友誼、榮譽、配偶、名譽等等（違反出二十 17；申五
21；弗四 28 的教訓）。 

4.你漠視或避開受別人尊重的人（違反羅十二 10，15；彼前二 17 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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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抗議說某樣東西或榮譽應該屬於你；你抱怨別人「偷走」了你應得的東西；你怒氣衝天
的要求重新評估；或要求得到同等的待遇（違反雅四 11-12，五 19；彼前二 19-23 的教訓）。 

6.你假裝不在乎別人的地位、榮譽或財富，裝出一副不在乎的樂天知命的樣子（違反詩三四
13；箴二六 24-28；彼前三 10 的教訓）。 

7.你批評別人為點小利就沾沾自喜，令別人覺得不安（違反太七 1-5；羅二 1-2；雅三 13-18
的教訓）。 

8.你為自己的成就誇囗，特別是利用身邊的人以圖己利（違反箴二五 27，二七 2；林前一
30-31；林後十一 30 的教訓）。 

 

D-3. 認清屬神的____ ____ 與屬罪惡的忌恨之差別. 
 
 
D-4. 神對於嫉妒,忌恨,貪婪與貪心的看法: 
箴 27:4 “ 忿怒為殘忍、怒氣為狂瀾、惟有嫉妒、誰能敵得住呢。 
馬太 27:15-18 “ 巡撫有一個常例、每逢這節期、隨眾人所要的、釋放一個囚犯給
他們。當時、有一個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眾人聚集的時候、彼拉多就對他們說、
你們要我釋放那一個給你們．是巴拉巴呢、是稱為基督的耶穌呢。”  
(聖經中還有關於神對以下的罪性的看法) 
� 嫉妒:  

a.不能與主內的肢體和睦共處（腓一 15；提前六 3-5）。 

b.屬肉體的行為之一（加五 19-20）。 

c.與 神隔絕的生命的特徵（多三 3）。 

d.生命不受聖靈掌管（加五 25-26）。 

e.內心敗壞的明證（羅一 28-32，特別是 29 節）。 

 

� 貪婪:  

a. 神一向禁止（出二十 17；申五 21；羅十三 9）。 

b. 是在 神國中無分的人的特徵（林前六 9-10）。 

c. 對主內肢體極有害， 神甚至禁止信徒與自稱是弟兄而心存貪婪的人相交（林前五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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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心:  

a.要謹防它（路十二 15）。 

b.是假師傅的特徵（彼後二 1-3），亦是棄絕主的人的特徵（詩十 3；彼後二 9-16，特別是
14 節）。 

c.顯明人心思的敗壞（羅一 28-32，特別是 29 節）。 

d.生命與主隔絕的寫實（詩十 3-4；西三 5-7）。 

e.不合聖經的體統（弗五 3）。 

 

E. 討神喜悅還是討自己喜悅 
 

E-1. 比較 

憂慮 關心 

馬太 6:25-34, 10:16-20, 路 12:22-31 
腓 2:20  

林前 12:25, 林後 11:28, 腓 4:6-7 

憂慮與焦慮都是神的主權與能力缺乏信
心的產品 

當人會關心他人的需要也會看重神的想
法時,他就脫離以自我為中心的責任 

 
E-2. 比較: 

害怕 敬畏 

怕別人會怎麼說你,對待你,就是把注意力
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罪 

在個人的生活中一意討神的喜悅而過一
個祂所喜悅的生活就是聖潔的生活 

太 10:28 “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
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
裏的、正要怕他。”  
路 12:4, 彼前 3:13-14 

林後 7:1, 彼前 1:14-17,  

 

E-3. 比較 

嫉妒 熱心 

用自己的光景與別人比較,是把別人劃分
界線,也是靈命的阻礙 

以與神為同體, 以與神的兒女同體的心態
來面對自己與他人的需要 

雅 3:13-18 約 2:17, 林前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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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討: 美如的丈夫離棄了她 
 美如和她的丈夫國榮在你家的附近住了六年.美如自稱是基督徒,國榮似乎對於
屬靈的事沒有多大的興趣. 他們有三個孩子,其中兩個是青少年(男孩 14, 女孩 13),
最小的是女的只有三歲. 四個月前,美如開始參加當地的教會聚會,但她總是一個人
來. 在主日崇拜之後,你有兩次和美如簡短交談,但都沒有機會與她談到屬靈的事.往
後的三週你都一直找她,但卻沒有在聚會中見到. 
 前幾天你意外在市場碰到美如,並和她短短聊幾句話.美如把她的丈夫介紹給你.
當美如提到教會時,國榮開玩笑地說,他若會去的話,人們多會受不了! 在交談中,你發
現,他們家與你家只離半哩路. 
 幾天後的一個黃昏,美如衣冠不整地出現在你家的門口,她一面哭地說要與你私
下談談. 她激動地說她與她先生吵了一整夜,第二天又吵,孩子們也都聽到他們的爭
吵,小女兒也哭了大半天.然後沒料到國榮忽然要離家出走了. 
 約一小時前,國榮收拾衣物,說他要離開她,永遠不回來. 她哭著說,她作夢也沒有
想到會有這種地步. 
 她說自己一向是好妻子,真不明白這種事為何會發生在她的身上? 她丈夫怎麼
會那麼無情,說走就走?現在她對國榮心懷苦毒,揚言要與他算這筆帳.又接著說她痛
苦. 請你來幫助她. 
 
 根據以上的情形, 請回答以下的問題: 
1. 就目前而言,美如對於基本難題瞭解多少? 
 
 
2. 從 神的觀點,美如問題的根源是甚麼? 
 
 
3. 美如若照此反應持續下去,會引起甚麼樣的問題? 
 
 
4. 研討此個案,除了可以幫助已婚的人之外,還可以用於那些不同年齡的人呢? 
 
 
5. 你如何用聖經的原則使美如看見盼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