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人際關係的突破 

 

   大綱 

   迷思 

   人際關係的的重要性 

   基督徒人際關係突破的秘訣 

      一. 學習耶穌 

      二. 了解自我 

          1. 你是有價值的 

          2. 中國人的臉面 

          3. 饒恕相當困難 

      三. 評價他人 

      四. 一些建議 

          1. 衝突來了怎麼辦 

          2. 清除垃圾莫等閒 

          3. 面對批評感謝主 

      五. 禱告 

 

 

 

                    基督徒人際關係的突破 

 

   迷思： 

 

   一. 好的基督徒一定能夠有好的人際關係， 跟所有的人都能相 

   處得很好，這樣也才有好的見証。 

 

   二. 向對方說實話， 特別如果對方是中國人的話，這個作法絕 

   對是人際關係的殺手，因為中國人不能 take it 。 

 

   三. 弟兄姐妹合一最重要。 即使有些什麼被得罪或者有點不公 

   義， 不聖潔什麼的，弟兄姐妹應當彼此饒恕和包容，不需要去 

   向對方指出來，破壞了合一。 

 

   四.  靈命好的弟兄姐妹與靈命不太好的弟兄姐妹產生衝突時， 

   那靈命好的就應當退讓， 包容，饒恕，這樣子也是符合聖經原 

   則的作法。 

 

   五. 真正的饒恕只可能在聖經裡發生。 主應當知道我們的軟弱 

   ，祂不能奢望我們作到真正的饒恕。 

 

   思想： 耶穌的人際關係如何？是不是祂同時代所有的人都喜歡 

   祂？為什麼？ 

 

                      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人生就是人際關係；其他的只是細節，這是最大的真理。 ” 



   《關係 DNA 》 

 

   彼此建立關係既非小事，也絕不簡單。 健全的人際關係會使我 

   們的生活豐富美好； 而破碎的人際關係卻使我們困乏，憂愁， 

   空虛。我們有許多眼淚都是為了人際關係而流。 ( ☆ 6) 

 

   要想得著一個豐盛的生命， 有四方面與我們靈命成長相關的路 

   線，它們像是一輛車的四個輪子，缺一難行。 ( ☆ 12) 

 

   靈性----我們與神的關係 

   知識----我們對聖經及信仰生活的認識 

   情緒----我們對自我感受的理解和控制自己意志的能力 

   人際----你和他人的關係 

 

   上面這個觀念告訴了我們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的更新將帶來家庭的更新， 家庭的更新將帶來教會的更新 

   ， 教會的更新將帶來社區的更新，社區的更新將帶來國家的更 

   新，民族的更新，萬民的更新 --- 完成，滿足神的心意。而個 

   人的更新離不開人際關係的更新。 

 

   家庭關係的破碎， 能夠傷害其中的成員，因為他們的生活是緊 

   密聯繫在一起的。 而信徒的關係的破碎，也同樣會產生巨大的 

   影響，可以在靈性上傷害我們自己和他人； 原因是我們的確彼 

   此相屬。 ( ☆ 4)( 換個教會會好一點，但傷害依然存在 ) 

 

                      人際關係突破的秘訣 

 

                        一.向耶穌學習 

 

   腓立比書 2 

   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 

   帝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 既有人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 

 

   ★   ________：謙卑 

                 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主耶穌：“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若再多 

   說，就是出於那惡者；或作“是從惡裡出來的”。 ( 馬太福音 

   5:37) 

 

   ★活出天父的價值觀：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 絕不與罪惡妥協，但作罪人的朋友 

      看看祂與法利賽人的來往；祂與罪人，稅吏的來往 



 

   ★ 祂責備人的罪，但饒恕赦免。 

 

   耶穌到世上沒有活出一個“大好人”， 跟每一個人都處得很好 

   ，這不是祂的目的。 祂的目的是活出神的生命來，活得滿足神 

   的心意。 ( 祂是取悅神，不是取悅人 ) 

   祂饒恕，寬恕人的罪，為人的罪而死。 

 

 

                         二.了解自我 

 

   1.  你是有價值的！ 

 

    自我價值的根源： 

 

   造物主肯定被造物的價值 --- 價值非人所定：你我的價值非 

   由其他被造者所定，因此也無須通過比較來肯定自己的價值。 

 

   但要誠實的重估自己：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愛人不可虛假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羅馬書 12) 

 

   保羅： 我也不論斷自己。 

 

   接納自我：很多人由於不能接納自我， 在人際關係上常受創， 

   也讓人覺得很難相處。 

 

   基督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話：“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 在 

   愛別人以先，人必須先愛自己 

 

     自我接納的重要： 

       能夠克服沮喪 

       能夠學會處理忿怒 

       能夠消除妒嫉 

       能夠學會放鬆自己 

       能夠不求自己凡事完美 

       能夠改善婚姻 

       能夠成長 

 

   2. 了解身為一個中國人在人際關係中所遭遇的難題和出路(面 

   子，臉面) 

 

      中國文化是一個講“面子”的文化： 

   面--人從社會的成就(才學，財富)所擁有的聲望 

   臉--別人對一個人的尊敬 



 

    ◇中國人既愛“面子”又怕“丟臉” 

 

   討論分享： 

   為什麼中國人這麼“愛面子”？ 為什麼怕“丟臉”？我們這些 

   觀念從何而來？ 

 

   中國文化裡，一個人的“面子”和“自尊” (Self-esteem) 是 

   合為一體的。 別人說我們好，自尊心就舒服一點；別人說我們 

   不好，自尊心就受打擊，覺得“沒面子”。 

 

     ◇中國人愛面子又怕丟臉，怕遭人議論又歡喜議論別人 

 

   討論分享： 

   將“面子”和“自尊”渾為一體，有什麼不好之處？ 

   西方人在這方面與中國人有何不同？西方人的“面子”觀是怎 

   樣的？ 

 

   當我們一味的顧慮自己的“面子”， 又要顧慮他人的“面子” 

   ； 當我們既要避免自己“丟臉”，又要避免不讓別人“丟臉” 

   ； 當我們既要給自己“爭臉”，又要給群體“爭臉”時，那麼 

   中國人就容易產生什麼行為和現象？ 

 

   那麼我們應當如何正確的對待，處理，我們的“面子”？ 

   這些觀念從哪裡來的？源起為何？ 

 

   人自我價值的根源是：造物主肯定被造物的價值 --- 價值非由 

   同是被造者所定 

 

   人與人的和協非作表面功夫，而是內裡真正有愛及和平 

 

   承認自己是個罪人， 以致容易承認自己犯的過錯，而不因避免 

   “丟臉”死不認錯，或想方設法遮蓋 

 

   在“有面子”，“露臉”的背後往往上是人心的驕傲和自大 

 

   在為集體“爭臉”， “爭面子”的過程中犧牲自己，實際上也 

   是失去自我 

 

   西方文化的“面子觀”和自尊又太以“自我”為出發點 ( 不像 

   中國人有極強烈的群體意識 ) ，容易成為一切以自我為中心， 

   驕傲，自私也是免不了的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 

   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 

   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 

   論，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 

   帝無瑕疵的兒女；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 

   的道表明出來。 ( 腓立比書 2:3-8) 



 

   3. 饒恕，寬恕相當困難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有仇不報非君子 

 

                       三. 評價他人 

 

   無條件的肯定他人的價值 

 

   不像過去那樣按外貌來看人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 不憑著外貌 [ 原文作肉體 ] 認人了； 

   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 [ 這樣 ] 認他了。 ” ( 

   哥林多後書 5:16) 

 

                         四. 一些建議 

 

   1. 衝突來了！ 

   幾個 opotions: 

   害怕衝突 

   否認衝突 

   喜歡衝突 

   面對衝突 

 

   面對衝突，坦誠溝通 

   (☆8)耶穌不害怕公開，有創意的攤牌。面對破碎的關係，基 

   督徒應準備好去作戰，不是和當事人作對，乃是和破壞基督肢 

   體和協的病源作戰(對事不對人)。為了有效並迅速地達到目的 

   ，請注意三點： 

 

    時間   坐下來談 

    地點   溫馨親切，有隱私的地方 

    方法   寫下來，先寫再講 

            講出來，需要有一位仲裁者：中立，促進溝通，關 

                    心這事，鼓勵站在對方立場來思想 

 

   溝通 

   溝通的動機 

   溝通的時機 

   溝通的方式 

   溝通的非語言方式 

 

    練習： 

 

   溝通前個人檢討七個 E 

   Event 

   Emotion 

   Evaluate 

   Evil One 

   Express 



   Expose 

   Exercise Patience 

 

   溝通的首要敵人---自我中心 

   遊戲 

 

   2. 清除垃圾 

 

   如何寬恕？(☆5) 

    寬恕始於了解。 

     全盤的去了解人事物 

     曉得到罪行與罪情之間的區別(隱藏在這罪惡背後的原因為 

   何？)試著去體諒，而不是去分析 

 

   歌羅西書 3:12-13 

   所以你們既是上帝的選民， 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 

   、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 

   炮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看見對方的價值 

     基督為他(她)而死 

    彼此相愛 

     Ralf Luther: “愛仇敵並非指愛惜珍珠所在的泥沼，而是 

   愛惜陷於泥沼中的珍珠。” 

     要把人帶回到神面前，只有用愛 

     學習透過神的眼光來看此人 

     將你自己的生活向神敞開，讓神的愛充滿你，然後將這愛與 

     人分享。秘訣就是愛。 

 

   羅馬書 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 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上 

   帝。 

 

   3. 面對別人的溝通(批評) 

 

   一個要得神喜悅的人， 必須安然接受別人的批評... 不要切以 

   為怪。 ( ☆ 11) 

 

    若別人批評得對，感謝主，我們能藉此成長成熟。 

    別人批評得不對，感謝主，與主同受苦是有益的。 

 

   ★如果我們的教會不如理想時，我們該抱什麼樣的態度？(☆4) 

 

     小心被別人的態度所感染 

      如果教會裡許多人都在批評，人也容易開始批評 

      如果教會裡許多人都很虛假，我們也會開始虛假 

     我們的態度可以感染別人 

      提摩太前書 4: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青；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不要以攻擊回應他們的攻擊， 而是以寬恕的愛對他們，接納他 

   們本來的面目。 

 

 

    ◇一個人的個性決定了他的一生 

 

    ◇你不能改變別人，惟一能改變的就是你自己 

 

   五. 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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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有些問題出現了。 

   人有罪，而且不斷的在犯罪，有一種可怕的傾向，無法達到 

   神造人原先的設計，偏離了真正的“自我價值” 

 

    自私將使事情持續變壞 

   沒有安全感和被愛感 

   過度或單一地關懷自己； 追尋或專注於個人的利益，名譽和幸 

   福，而不顧及他人 

 

   “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 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 

   命。” 

 

    頭一個生命是講到___________ 

    第二個生命是講到___________ 

 

 神有一個奇妙的計劃 

  重新再造的可能性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的了。」 

  神如何作？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 

   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上帝！」 

 

 

聖經： 

耶穌：“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若再多說 

，就是出於那惡者； 或作“是從惡裡出來的”。  ( 馬太福音 

5:37)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愛人不可虛假愛弟兄要彼此親熱， 恭敬人要彼此 

   推讓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 羅 



   馬書 12)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 

   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 

   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 

   帝同等為強奪的； 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樣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使你們無可指摘 

   ，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 你 

   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 腓 

   立比書 2:3-8)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 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 

   ，為何自誇，吩咐不是領受的呢？ ( 哥林多前書 4:7) 

 

   不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 哥林多 

   前書 10:2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 [ 人 

   的 ] 惡；不喜歡不義；只歡喜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 

   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 哥林多前書 13:4-8) 

 

 

   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 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但我一看見他們行的不正， 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 

   對磯法說：“你既是猶太人， 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 

   事，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 ( 加拉太書 2:13-14)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 

   行為，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 ( 加拉太書 

   6:3-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因這十 

   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論，我已 

   經釘在十字架上。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 

   作新造的人。 ( 加拉太書 6:14-15)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 若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 

   ，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 這舊人是 

   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 

   且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照著上帝 [ 的形像 ] 造的，有真理的 

   仁義，和聖潔。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 

   為我們是彼此為肢體。 ( 以弗所書 4:19-25) 

 

 

   基督徒彼此相愛的動力來源 ( ☆ 9) 

    此愛從神來。 他曾經被愛，被饒恕，他明白也體會了何為愛 

   。 



 

    效法基督的愛。藉著效法基督的愛心，信徒見証了救主捨己 

   的大愛。 

 

   “彼此相愛的命令是使我們更多住在基督裡的新的動機，你 

   將發現'住在基督裡'就是'住在基督的愛裡'，每天都根植立基 

   於那傳授智慧的愛中，領受它的豐富，學習去愛。既然基督住 

   在你們裡面，聖靈就把神的愛廣佈在你們心中，這樣，就是那 

   最難忍受，最不能去愛的弟兄，你們都可以去愛，不是用自己 

   的愛，而是因基督在你們裡面的愛。如果你像基督一樣，將那 

   '當愛你的弟兄'的誡命，與'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你們要彼 

   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的誡命連結在一起時，那麼'當愛你 

   的弟兄'的命令，就會從負擔變為喜樂。(☆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