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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探訪的基礎（一）

c. 輔導者：牧者明白病者留醫期間實背負沉重的
心靈擔子，如面對死亡、痛苦、生存、內疚、自暴
自棄等切身問題，可提供適切的心靈輔導。

一、探訪在牧養中的角色
A. 探訪是甚麼？
1. 探訪工作是一個出去找人的方法，聖經常勸勉
我們“要去”，這是早期教會迅速發展的方法。
2. 探訪是教會一件主要而且重要的工作，是有關
人的工作。
3. 探訪是由一個或兩、三個人去探望另一個或一
組人。
4. 在教會的行事曆中探訪日期須為規定，有些大
教會有專人負責這項工作。
5. 要維持恆久的探訪事工，不管教會有多忙，都
不要犧牲探訪工作。
6. 由於探訪是關懷的工作，應該是全教會的服侍
7.
8.

探訪有一般和特殊的探訪
一般探訪的對象是該堂會友，其次是慕道者、

新朋友，亦有到附近社區探訪鄰舍、慈善機構的孤
寡老弱。
9. 探訪要得到成功，必須注意探訪者和被訪者二
方面所產生的行為和關係。
10. 探訪是一個最好的方法用以達成互愛的團
契，因為探訪者在探訪時是要將愛和關懷帶到被訪
者之中去。
11. 教會工作的對象是人，教會關心人，進而要去
幫助人。人每一日都有各種不同的需要，教會雖然
不能一一解決人種種的需要，但卻站在有需要的人
的一邊，給予同情、鼓勵和代禱。
12. 探訪者嘗試去了解對方的需要，那純然出於關
心，而不是想多去知道一些別人的私隱，或去搬弄
人的是非。
13. 教會的大使命是傳福音，雖然不能開口閉口都
是耶穌，但卻要將耶穌精神在我們生活中彰顯出
來。探訪包含有傳道的意義。
14. 在探訪中的七種角色：
a. 安慰者：住院病者經歷疾病煎熬，憂心忡忡，
問題接踵而至，情緒不安，因此需要安慰與鼓勵。
b.

疏導者：由於病者往往因病情而呈現情緒不

安，有時又不便向家人傾訴，透過探訪可給予病者
情緒上的疏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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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聆聽者：病者多心存鬱結，醫護人員或親屬未
能騰出時間與之交談，所以可在關顧病者時付出時
間作專注的聆聽。
e. 關懷者：有些人舉目無親，生活艱難，所以可
給予關懷和照料。
f.

支持者：無親無故者絕少人探望，可藉探訪建

立對方的信心和希望。
g. 協調者：由於病者情緒不安，容易跟醫務人員對
抗，所以要扮演協調角色，化解誤會。
B.

如何建立良好的探訪系統與
如何建立良好的探訪系統與策略

1.
2.

經常而系統化的探訪是重要的。
要成立一個探訪工作小組，選出一位負責人，

負責計畫和指導探訪的事工。
3. 每週都要有指定的人去探訪信徒或附近的居
民。
4. 探訪員出外探訪都要有切實的記錄，在收集了
資料後，應將這些資料報告牧師，由牧師負責進一
步的工作。如果探訪未得救的人或有可能信主的
人，要有一個個人記錄，好作隨時的參考。
5. 把那些可能信主的人分配給熱心的會友去探
訪。
6. 探訪員探訪時不能言不及義，也不能只談世
務、家務和私務而毫不涉及屬靈問題。探訪員一方
面要明白對方生活上需要，更加要關心別人靈魂的
需要。

二、誰來參與探訪（對參與探訪者的要求）
1.
2.
3.

人人都可以。
有一顆憐憫的心（路 7：13）。
探訪事工是對人的工作，因此良好的人際係對

探訪成敗有很大的關係。作為探訪員，要以人為先，
對人發生興趣，能夠對人有尊敬的態度，使人願意
接近，對於探訪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4. 探訪員代表教會出訪，對信仰和教會背景須有
一定的認識，所以探訪員須要是基督徒，並且加入
教會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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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探訪員需要有責任感。因為探訪不是一兩天的
工作，所以不能因偶爾有興趣或沒有興趣決定是否
參與。
6. 探訪員需要能與別人合作，不能做獨行俠。
7. 探訪員必須願意接受訓練，因為這表示他們有
決心和明白探訪是一項極重要的工作。

三、探訪需要注意的事項
1. 教會都有自己的探訪計劃，通常探訪對象都由
教會安排。所以教會要在事前要把探訪日期和時間
通知探訪員和受訪者，並為探訪者提供所需用的資
料和表格。
2. 釐定目標，幫助自己知道要做的事情，也方便
作事後的檢討。
3. 預備探訪須用的物資
4.
5.
6.
7.
8.

祈禱
衣著端莊
要有禮貌
有逼切助人的態度
要有誠實無偽的態度

二、聖經中提醒助人的要點
1.

箴 3：5-6

a.

要常自問： “我該怎樣做？說些甚麼話？”

b. 要常問主： “我現在該怎樣做？這個人有何需
要？”
2. 箴 27：9
a.
b.

必須有關懷和愛心
要撫心自問： “這個來到我面前人，我對他有

何感受？我是否真的關心他？也許我該求神改變我
態度？又或許我不是最適合幫助他的人？”
3. 箴 21：23
保密是一個基本原則
4. 箴 25：20
a. 對別人的感受要敏感
b. 當見到有人走錯路，就溫和地與他對質，這就不
算人身攻擊。

三、對探訪的誤解與常犯的毛病
A. 預備功夫
1. 切戒自作主張，假如是病人，要先與他的家人溝
通，能夠對病人多一點認識。
2. 不要胡亂準備禮品或食物，最好預備一些鼓勵的

9. 要機智靈巧
10. 要有觀察力
11. 要控制時間

經文或見証。
3. 不要扮專家，但可以在準備時先看有關普及醫
書，但這些書只是讓人對病者的病多一點了解而已。

第二課

探訪的基礎（二）

一、耶穌探訪的榜樣
1.

醫西門岳母（可 1：29-31）
：耶穌探訪肢體患

B. 不愉快經歷：探訪的人並沒有把人看作人看
不愉快經歷
待，他們只當對方是一個傳福音的對象，所以一進
門便擺開陣勢傳福音，連多看對方一眼也覺得費時
失事。
C.

2.
3.

病家人，關心他們的需要。
睚魯的女兒（可 5：35-43）
：耶穌憐憫瀕臨死
亡的人，體恤他們和他們家人的需要。
稅吏撒該（路 19：1-10）
：耶穌探訪未信者傳
福音。

探訪不是推銷
D. 應留意協談的時間，因為大多數病人都非常疲
應留意協談的時間
倦和渴睡；盡可能在規定的探訪時間探訪，也盡量
不妨礙醫護人員的工作。跟病人談話，應該以不須
病人轉頭或抬起眼皮來看為準，眼睛能順勢便看到
的位置就最理想，就是病床旁向病人坐在椅子上的
位置，因為病人通常是又沉重又渴睡，尤其是末期
病人。
E. 說話聲調，切忌高聲激昂，因為人對噪音很敏
說話聲調
感及厭煩，聲音以不擾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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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聆聽是佷重要的，該說甚麼不該說甚麼，自然
聆聽是佷重要的
要視乎對象是誰，對著病人的時候以關心的口吻垂

第三課

探訪時(When)、

詢他的情況，引導他說出感受。
G. 禱告不要引起病人虛假的希望與期待，當病
禱告不要引起病人虛假的希望與期待
人和家人發覺情況繼續惡化，就會覺得神和禱告者
的信仰都不靈光，禱文不是開出一張又一張不能兌

地（Where）、人（Who）
教會日常的探訪工作

現的支票，乃是讓病者注目在同受苦難的耶穌基
督，與及信靠神，叫心靈因歸於寧靜而有力量，好
應付病者急待解決的問題。不要發出“你要痊癒
嗎？”的問題(約 5:6)，若不是神的心意，那只是自

A.

己充大頭、好出頭而已。

地進行。探訪目的不外乎聯絡、關懷和消息互通。
這類探訪可周而復始地進行，讓探訪達到每一位會
友。

H. 如果一個探訪者善於交談，對整個探訪有很大
的幫助，相反，一個寡言的探訪者會使探訪過程
流於沉悶，且會使雙方變成僵局。不過，談話的

1.

2.

技巧不是天生而來，而是可以藉學習和實踐改進
的。
I. 談話內容，有應酬式談話
應酬式談話：
談話內容
應酬式談話：例如天氣、生活、
嗜好等。也有消息性的談話
消息性的談話：這類說話是談到一些
消息性的談話
實際的資料，例如對方的家庭背境，工作境況或向
被訪者提供教會最近的消息，但要避免問及對方的
隱私，例如薪金、租金等資料。另外有輔導性的談
輔導性的談
話：這類談話涉及個人生活上特殊的問題，例如個
話：
人的學業、婚姻、家庭、職業信仰各方面的問題，
談話的目的是要去了解被訪者的需要，進而去施行
幫助，所以往往需要長時間和連續多次的探訪，才
能見功效。
J. 結束探
結束探訪與事後的跟進
1. 不可絮絮不休
2. 說話要到題
3. 逗留時間適中
4. 留心觀察對方神態言談
5. 離開前結束祈禱
6. 探訪完畢，探訪員最好能夠簡單紀錄該次探訪
要點，並且檢討一下該次探訪的結果，問問自己是
否達成預定的目標。

探病經文（
探病經文（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
詩 23，29：10，103：1－5、11－12，121：
1－8；太 6：25－30；羅 8：1－2、31－34；
林後 1：4－6、4：16－18；腓 4：6-7；雅 5：

探訪的類型
教會經常性探訪
被訪者一般是會友，這種探訪是定期連續不斷

傳道 / 服務性的探訪
探訪對象多是教會以外的人，在布道會前後進

行，探訪工作與佈道會成效有著緊密的關係。會前
可能是探訪員派發宣傳品，會後則按著留下聯絡地
址的人逐一跟進。有些教會較為著重服務，所以會
派探訪員到監獄、老人院、孤兒院等機構，希望將
愛和關懷帶給受訪者，有些還藉此與受訪者建立關
係，把他們引進教會，使他們認識神。這種探訪把
傳道和服務結合，結出福音果子。
3.

特殊探訪

最常見的是探病，地點可能是家庭，亦可能是
醫院，所以探訪者最好能接受一些訓練。特殊探訪
還包括個案介入或跟進。
B. 探訪對象的特點
探訪對象的特點
1. 信徒：不管教會要走團契或小組牧養模式，教
會都應建立一套牧養關懷體制和牧者同工，以被牧
養的對象來看，目標是讓遇到困難的會友、新朋友、
初信者、社區朋友、較少來的會友，都得到特別的
牧養，並且不忽略一般會友。既然時間有限，牧者
可以限定能排出來牧養關懷的既定時間，這是在緊
急重大事件之外的例行牧養關顧時間。牧者時間有
限，無法照顧每一位，可以將牧養關顧的工作分給
小組長、團契同工等。但就會友的感受，被同工關
心或被牧者關心仍然有差別，每一位會友都希望自
己能被牧者關心。
2. 病人：先要知道甚麼是最適當時候及探訪人

13－16；彼前 5：7
數。探訪時間宜短，因為病者身體軟弱，況且受訪
者還會有其他親友到訪，太多時間會影響別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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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最好耐心聆聽，讓病人說話，因為這樣已給病
人和家人很大的安慰。身體接觸方面應視情況而
定，最好由病者主動。如果要帶食物或飲料探訪，
應先向家人查詢情況，因為不知道病人是否能進食
或有甚麼食物禁忌。
3. 喪家：如果能夠在喪禮前探訪是最好的，因為
這樣可以提供一些實際的幫忙和指導。探訪員要保
持嚴肅，不可隨便嬉笑，如果表現太輕鬆愉快，會
給人一種做慣了、例行公事、麻木、不能與主家設
身處地的感覺。探喪家最大困難在於不知說甚麼才
是合宜，有時無聲勝有聲。喪家有時會有激烈的情
緒表現，探訪員不可爭辯，待適當時機才給予輔
導，喪家還可能會面對其他實際問題，探訪員需要
敏銳地了解需要，儘可能提供協助。
4. 老年人：老年人生活在另一個天地，他們的觀
念、生活習慣和處事方法與現在不同，這種差異造
成他們與現實世界有隔閡。探訪員要忍耐，也不必
期望有甚麼良好反應和傾談，先要付出自己的愛心
和關懷，讓對方慢慢領受。

第四課

特別探訪的處理：

危機介入與善後（一）
探訪關心重病、垂危者的態度
1.

不論人有沒有犯罪，人也會死，因此死是生命

的一部份。正如撒下 14：14 “我們都是必死的，如
同水潑在地上，不能收回。”又如詩 104：29b “你收
回他們的氣，他們就死亡歸於塵土。”
2. 牧養上可以有不同重點，但幫助病人坦然面對
死亡是一重要的任務。
3. 讓人在人生最後一程感到被上帝赦免、接納和
擁抱，是十分重要的。
A.

瀕危病人：

1. 探病是一種「心被攪動」，並且心「出去」到
苦主那裡的行動，牽涉的不僅是一個人，還有他一
家的人，一個這樣被牧養的家，他們的家人是教會
發展及增長的好對象。

5. 弱能者：他們因先天或後天造成的身體缺憾，
很容易有情緒問題，探訪者不可用可憐的態度對
待，應該用平等態度與他們建立友誼，把他們看作
正常人，發掘他們興趣，並且用愛心鼓舞他們做人

2. 探病者可與家人攜手合作一起給他三方面的肯
定和保証：過去（肯定他所付出的努力）、現在（眾
人對他的愛）、將來（傳福音或確認永生盼望）。

的信心。
6. 精神受困擾者：精神困擾原因很多，例如學業
事業失敗、失戀、失婚等，探訪員的責任不是去幫
助他解決精神問題，因為都不是專業，探訪員是要

3.
4.
5.
6.

幫助病人完成未了心願使他可以安心離去
協助病人除去怨憤或內疚之情
安排病人能與最愛的人獨自相處和談心
讓對方有機會處理決定一些事情，如與人復和。

發現，然後轉介，並且給予適當的關懷，使他們得
到幫助，那麼一定會拯救很多不幸的生命。
7. 未信者：在佈道性的探訪中，不信者通常會產
生一種懷疑好奇的心理，這種心理更產生好辯的行
為，所以探訪員不要用說教式的態度和教訓式的口

B.

關顧神智不清/昏迷
關顧神智不清 昏迷的病人
昏迷的病人

吻，因為這樣會招抗拒，敗壞聽見的人。
8. 個人或家庭有突發事件例如家庭糾紛、親人突
然離世、遇上災難、情緒問題、自尋短見、破產等。

1. 尊重他們是一個整全的人：雖然他們神智不
清，沒法用言語溝通，但他同樣可以享有尊嚴和身
心靈各方面的需要。因此探訪時不能忽視對他們的
尊重，待他們如同一般的病人。不能因為病人無法
言語就隨意向他們做甚麼或說甚麼，可以嘗試靠近
他的耳邊告訴他你要準備為他做的事情。接觸他們
時，要營造一個溫暖、友善、充滿愛心、體諒、有
安全的氣氛，讓他們知道探訪者的善意和關心。
2. 留意他們的微細表現：病人細緻的表現也會顯
示他個人的感受和需要。所以要保持敏銳的觸覺才
不致忽略他的感受和需要。
3. 靈命關顧：每次探訪時都可以為他們讀經、唱
詩、祈禱。選用的經文和詩歌可多次重複使用，使
他們可以記住。

良友聖經學院《探訪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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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神智不清的人傳福音，可以懷著撒種的心。
雖然他們不能說話，不能確知他們對信仰的反應，

第五課

但神智不清的人也有片刻清醒，應該抓緊機會向他
們傳福音，並盡量鼓勵他們表達對信仰的反應。
C.

關懷臨終
關懷臨終者
臨終者

1. 當病人知道自己時日無多：
a. 透過施行聖禮和禱告行動，也能收牧養的功
效，而且意義重大，聖禮主要包括洗禮和聖餐兩方
面。
b. 洗禮對病人來說不單是儀式，在屬靈方面可以
堅固他們信主的決心，確定自己是神兒女的身份，
這也是病者臨終前的心願。
c. 每逢領聖餐時均象徵著他擁有與主聯合的關
係。
2. 安於與臨終者同步同行：
a. 臨終關懷者要能夠安於緘默，因為事實上臨終
者很多時候都不能給你太多回應，所以關懷者不應
該不關心對方有沒有反應，應該要問自己的存在有
否成為臨終者的壓力。多透過身體的接觸表達臨終
者的尊重，讓對方覺得沒有被厭煩或被遺棄的感
覺。
b. 關顧者要顧及昏睡過程，務求讓病者與家人都
得到尊重與關懷。
c. 臨終禱告，是病者彌留之際採用，意思是將病
人的靈魂交在神的手心，目的是使病者安心離世，
禱告完可鼓勵家人跟病者說心底話，這樣可幫助病
者與家屬準備迎接死亡的來臨。
d. 善終禱告可在病者剛離世，家人在哀傷中進
行，一方面求神接他的靈魂返天家，另一方面求神
安慰親友的傷痛，禱告完讓家人向離世者道別，幫
助家人逐漸接受病者離世的事實。

特別探訪的處理：

危機介入與善後（二）
探訪家屬與跟進
A.

幫助病者家人：

1. 家人因急於要幫助病者，有時會忽視自己的體力
限制及情緒問題，探病者須要提醒他們。
2. 若病人是教會的一份子，探病者可以聯絡教會與
病人相熟的肢體，組成一個臨時支援小組，給予各
種實際的幫助。
3. 幫助家人面對病人性情大變的情況。
4. 幫助家人與病者建立一個有效的關係網，好讓
他能在愛中康復或安然離去。
B.

突然死亡
有關突然死亡者家屬的關懷工作實為艱巨，卻

在現實生活中不能逃避，最常見包括交通意外、急
性病症引致死亡、天災，因此突然死亡事件所產生
的連鎖問題及後遺症，將會引發嚴重的後果，不容
忽視。
1. 心理反應
a. 震驚：像受硬物擊打後的現象一樣，不知所措，
天旋地轉。
b. 下沉：像要倒下來，內心驟然沉重下來的感覺。
c. 否認：懷疑是否惡作劇，是否消息出錯。
d. 恐慌：歸咎別人的錯誤、不小心，死者的愚昧
或自己的疏忽，產生強烈的悔恨。
e. 遺棄：親人離世，自己像被人遺棄似的。
f. 矛盾：家人對遇難者產生一種矛盾感，一方面
恨死者毫無通知，不動聲色的離去，像不負責任似
的，還會加倍地思念對方，若能挽回死者生命，付
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計。
2. 思想反應
空向思想
混亂思想
沒有主意
減低思考
不斷回憶
錯覺與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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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為反應
痛苦
叫喊
衝擊或撞擊
頭暈
身體麻痺及動作遲鈍
無法休息及入睡
4. 即時介入
陪伴家人
宣泄情緒
平伏情緒
盡情傾訴
手部接觸
代禱交流
5. 跟進行動
繼續需要陪伴
搬離舊居與友好暫住

C.
1.

眼睛在人群中尋覓孩子踪影，盼望孩子再次出現。
不要論斷他們的故事和行為，也不要責備他們，更
不要催迫他們離開傷。
10. 哀悼是一個過程，不要期望短時間就可以過
去，繼續以支持和愛陪伴他們，痛失孩子所帶來的
憂傷，一生中會反覆出現，因此要記得讓他們知道，
他們有需要時可隨時找到自己。
11. 定期探望，特別是悲劇發生後幾個月，和他們
談談孩子以及孩子的離世，鼓勵他們在憂困中尋求
神的安慰。每年孩子生日，寄張問候卡或小柬給他
們，讓他們知道有人仍掂記著他們，為他們禱告。
12. 當他們拒絕進食、睡覺、無法正常生活、甚至
出現企圖自殺的情況，就需要將他們轉介給專業輔
導員。
13. 不應說的話
a. “神想你的孩子與祂一起”：會令對方感到神在懲
罰他們，或向他們發怒。

給予家人環境上的支持
繼續讓家人表達感受與需要

b. “啊，至少你還有其他孩子”：要認同對方的哀
傷，不要嘗試否定它，把他的哀傷與正面的東西連

鼓勵在禱告中真誠的傾訴
協助辦理有關死者的後事

在一起，因為彼此是不會互相抵消或取代的。
c. “現在發生總好過將來發生，這根本是祝福”：
痛失孩子的震撼是不會因相處的時日或年紀而減
輕。

孩子夭折
失去孩子的傷痛是永不能磨滅的。

2. 不要假設有人去關心哀慟中的父母。
3. 哀傷中的父母有時不能獨自面對困苦。
4. 願意坐下來與他們一起，是盼望與愛的承諾，
認同他們的哀傷，不要嘗試否定。
5. 有些父母不要人陪伴，就要尊重他們。
6. 不要等他們開口，主動地與他們傾談，幫忙辦
理繁瑣事情，例如安葬、死亡文件、知會親友、通
知公司或學校等。
7. 開始時大部份父母無法接受事實，他們或許會
否認，但不表示他們不知道孩子已死，只不過他們
未能立即對整件事情完全理解。這個階段最需要的
是陪伴，與他們同笑同哭，擁抱他們。
8. 父母未必能信靠神，不要論斷他們，也不會說
教，但他們對信仰懷疑，就要隨時回答，主動為他
們祈禱，提醒他們神同在。讓他們說話，由他們主
導而不是探訪員。
9. 喪禮結束，事實便開始襲來，他們將面對難以
承受的痛苦，大部份父母都會遇上睡眠、飲食及日
常生活上的困難。這個時期他們會以渴望而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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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每件事情發生總有原因，神會成就祂看為美好
的事”
14. 應該說的話
a. “我關心你，我會為你禱告”：讓神工作，等待
適當的時候才帶出祂的智慧之言。
b. “我不知道說甚麼好。但請記著，無論你需要甚
麼，我都會在這兒”：你的出現比任何東西都有意義。
c. “你今天有甚麼需要，是我可以幫你的”：請你
苜先向朋友表達親切的關懷，施予即時的幫助和愛
心的服務。
d. “與我談談你的孩子”：他們需要有人與他們同
哭，與他們一起走，所以不要被他們的眼淚嚇怕。
如果他們想講，這可能是其中一個最有力的時刻。
D.

痛失配偶

1.

與他同行：要時常探望，亦可以與他出外散心，
但謹記須由同性別者相陪。
2. 協助孤寡面對日常生活作息：可在一些簡單的事
情上主動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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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聆聽，給朋友機會去分享感受：讓對方懷緬配
偶，有助抒發感情。

定。
3. 生理癥狀：飲食和睡眠習慣會起變化，身體會

4. 與他一起禱告，也為他祈禱：禱告要簡單，直
截，將焦點放在神和當事人身上。
5. 不應說的話
a. “你的配偶在天堂”

有許多小毛病，時常去看醫生。精力衰退和疲倦不
堪都是特徵。
4. 屬靈癥狀：覺得很難與神結連，很難相信神的
美善和眷佑，無力禱告，因為覺得沒有希望，而且

b. “或許我們早應更迫切祈禱”
c. “不用擔心，神會為你預備一個新配偶”
6. 應該說的話
a. “我很難過，這是可怕的不幸”：最有力的安

常有內疚。
5. 輔助小貼士。
a. 與對方建立並維持信任。
b. 透過表示明白和關懷來認同及穩定其情緒，認

慰，是能分擔及認同當事人的悲痛。
b. “如你需要，我總會在這兒。這幾天，我可以
致電給你嗎”：大部份哀傷的人根本沒有能力去找
外援求助，相反要靠賴別人去聯絡他。他要的是行

同能幫助他在過程中不那麼孤單。
c. 要溫和地挑戰他錯誤想法，並講述神愛他的真
理。
d. 抑鬱把人正面思想的能力遮蔽，要協助對方找

動，而非承諾。
c. “作為朋友，我們會與你 一同度過，你並非孤
單一人。”

出對自己的肯定，並且每天重複這些肯定。
e. 為對方定期禱告，祈求神賜你智慧洞見去體察他
的內心。

d. “請讓我們知道，你具體的需要是甚麼，讓我
們能夠幫你。”

6.
a.

何時轉介
有自殺傾向

b.
c.
d.
7.

對其他人構成危險
當有孩子被危及或被忽略
日常生活受到影響
不應說的話

第六課

特別探訪的處理：

危機介入與善後（三）
其他突發事件的探訪（例如情緒病人、家
庭糾紛等）
A.

抑鬱（情緒困擾）

抑鬱是其中一種情緒病，需要看醫生、吃藥，探訪
員並不是專家，嚴重的必須由專業人員來幫助和跟
進。
1. 抑鬱是失望而壓抑的情緒問題，令患者難以忍
受。當生活出了亂子，患者嘗試努力如常生活，抑
鬱卻將他拖垮。
2. 情緒癥狀：無希望、悲傷、氣餒、焦慮、脾氣
急躁、一整天都是這樣，差不多天天如是。內在感
受引起外在行為如經常哭泣、說話尖酸刻薄，對前
途悲觀，言語間透著被生活壓透不過氣的味道，他
們傾向於消極看待自己，精神難以集中，很難做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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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在主裏有喜樂”：將人
類常見的情緒一筆抹殺，只會令他走得更遠。
b. “不要再這樣消極了，要向積極方面看”：這句
話的動機可能是好，但抑鬱不是一個選擇，不會因
改變態度而消失
c. “我知道你可以更好，不要屈服啊！”：這話顯
示他是個失敗者，未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8. 應該說的話
a. “在這段黑暗的日子，神與你一起”：提醒他不
管他的情緒怎樣，神與他同在。
b. “你做得非常好”：肯定他的價值，挑戰他的感
受。
B.

自殺（其他問題或情緒引起）

1.

自殺的徵兆分為兩類：“說些甚麼”和“做些甚

麼”。
2. 說些甚麼：儘管極力掩飾，口頭上預告包括下
列任何一種
a.
b.

任何暗示生命不值得留戀。
任何顯示對問題感到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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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任何暗示如果他不在，別人“會更快樂”。
把一些基本的財物送出，因為感到不再需要。

定自己已準備好作背後的支持，不管要付上多少時
間和心力，才好這樣主動作出承諾。

e. 任何跡象顯示他會藉著傷害自己來報復。
3. 做些甚麼：有些時候，企圖自殺是由於衝動，
但有當事人是有計劃的；更重要的是，若當事人已
開始了計劃，他便是自殺高危者。

1. 離婚是基督徒一個脆弱易受傷害的時候，離婚
影響當事人日常生活，帶來急劇轉變，亦影響他的

4. 輔助小貼士
a. 與他開放地談論自殺感受
b. 不再孤立無援，孤獨能加深自殺念頭和抑鬱，
因此為他提供社交支援和活動，但要敏銳當事人的

一切人際關係。在震驚過後，離婚的人多會在岔怒、
悲痛、哀傷和混亂等階段中轉來轉去。
2. 隨著離婚而來的，是對婚姻、基督徒生活和教
會產生幻想破滅的感覺，所以會遠離神，難以信靠

狀況和喜好，不要強人所難。
c. 拿走致命武器，避免他因一時衝動企圖自殺
d. 自殺由於情感上的痛苦得不到釋放，所以，可
以與他分享，幫助他舒緩他的忿怒和挫敗感。

神，亦有埋怨神沒有保守，沒有應允禱告去修補這
段感情。
3. 輔助小貼士
a. 認明即時需要

4. 不應說的話
a. “我知你不敢做”：當事人已非常無助，這種說
話就像進一步證明他沒有價值。

b.
c.
d.

提供資料
用心聆聽而不論斷
對引來壓力的變遷未雨綢繆

b. “哎呀，我不能相信你會這樣想”：這種反應會
令當事人感羞恥和內疚，也使他對關顧者失去信

e.
f.
g.
h.

協助評估對配偶的感受
支持健康的共同管教
鼓勵持守盼望
不要害怕為他婚姻復和祈禱

任。
c. “當然，我答應你不告訴任何人”：不要承諾守
秘密，要有信心，知道這是為他好才把秘密說出
來。
d. “自殺是罪”：他需要的不是理性或神學爭論，
乃是有人能在情感上與他同行。
e. “你的信心在那裏？事情會好轉的”：開始時就
質疑他的信心，可能拉遠彼此距離，削弱幫助他的
能力。
5. 應該說的話
a. “你是否想著自殺呢？”：這樣問更能表達真誠
的關心，多於觸怒他。
b. “讓我們對你抱有希望，直至你也重拾希望”：
暗示每個人已準備好支持他，道出了關顧者明白他
現在的絕望無助，並且讓他知道旁邊人有信心他會
再次重拾希望。
c. “我知道這問題在教會很少談及，當你準備
好，你會和我合作，開辦一個支援抑鬱和想自殺的
人的小組嗎？”：表明他並不孤單，暗示他並非孤
單一人，希望他透過幫助別人，增強他的自我價
值。

C.

離婚（家庭危機）

4. 不應說的話
a. “神厭惡離婚”：我們需要愛，不是論斷，這個
時候正好彰顯神的愛、醫治和恩典。
b. “這不是你的錯”：要在憐憫與愛心說誠實話兩
者中取得平衡，不要阻止當事人承擔他應付的個人
責任。
c. “你分享得太多了，我不需要知道這些”：聆聽
可以幫助評估他正處於醫治過程中那一階段，以及
他現在最需要甚麼。
5. 應該說的話
a. “我不知說甚麼才好”
b. “請來與我們一起”：離婚後很多人會感到孤
單，他們亦常常在社交圈子中被遺忘，要嘗試邀約
他們。
c. “這星期，我們可以怎樣幫你呢？”：定期向當
事人問好和他們的具體需要和代禱。
d. “我們活在破碎的世界，每件事情都受影響，甚
至是愛。”

d. “我愛你，作為主內朋友，我不會離棄你，即
使是這段困難時期，我可以幫甚麼忙嗎？”：要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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