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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資料     10/30/2020     

專題: 如何關懷(二) （組長版）   

         

I. 查經預備資料:   

   請上週未參加預查者, 於 10/29 週四預查前, 先看完上週四 10/22/20 預查的錄像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vtxE3kviteDwkOranFwSXh8tTII-HDN/view?usp=sharing 

 

1.  請先收看第二部分錄像: 

(二) 如何關懷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Ee018t3gcAoQcMhZtrO9mEMe6AeV3H8/view?usp=sharing  

      

並請溫習上週的課程:  姬吟的關懷人三部曲 (Jean’s Caring 3 Steps) 

(1) Empathy 初層次同理情感感受  (或許再加上高層次同理心的應用） 

(2) 分析好壞兩面 pros & cons，No Judge  (Don't take side, Don't make decisions) 

(3) We are TOGETHER, 我們和神都與當事人同在 

最後一起禱告: 求神給智慧, 求神開路！ 

 

2.  姬吟的 M & M 法則 

Motivation 動機 (自己及對方做此事的動機) & Message 訊息 (自己想傳遞訊息及對方收到

的訊息)， 應用於人與人相處，以及與神的禱告中。 

(箴 4:23)「你要保守你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出。」 

(箴 18:13)「未曾聽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雅 1:19)「我親愛的弟兄們,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

的動怒」 

 

3.  姬吟的面對人生三原則 (Jean’s  3 Life Principles) 

(1)「Why not me  為什麼不能是我」 

(太 5:45)「因為祂叫日頭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雨給義人, 也給不義的人。」 

(伯 1:21)「“我赤身出於母胎, 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

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傳 3:10-11)「我見神叫世人勞苦, 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神造萬物, 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 人不能參透。」 

 

(2)「So What    這又怎樣」 

(詩 119:91)「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 萬物都是你的僕役。」 

(腓 4:12-13)「我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 或飢餓, 或有餘, 或缺乏, 隨

事隨在, 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羅 8: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vtxE3kviteDwkOranFwSXh8tTII-HDN/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Ee018t3gcAoQcMhZtrO9mEMe6AeV3H8/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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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o If   沒有如果」 

(路 9:62) 耶穌説: 「手扶著犂向後看的, 不配進神的國。」 

(雅 1:6-8)「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

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甚麼。心懷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

沒有定見。」 

(創 19:26)「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一看, 就變成了一根鹽柱。」 

(腓 3;13a-14)「......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

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林後 5:17)「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Pain is unavoidable; but the suffering is your choice!! 

Recognize the feeling, then go through it with God! (not go around it :P) 

 

3. 聖經輔導 references links (ask Jean) 

 

4. 參考資料: 

(1) 2019 夏季主日學:「從心開始」心理輔導講座   by 賴姬吟   (含講義及錄音)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8EMJlNZuubvOcXJbBO6SXuWJ8YipKv_?usp=sharing 

(2) 2013 秋季主日學: 作情緒的主人     談 Emotions     by 賴姬吟 

錄音: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WGGw0tI1AuUkxIc1E0dHpXeFk?usp=sharing  

講義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5kHMkyFXJTZOTgwZzJtWjZnbkk?usp=sharing  

  (3) 12/8/13 如何做傷心人的好朋友 - 關懷者祕笈  摘錄及改編從 "Helping People through 

grief"  by Delores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UUc8ISH_7wIPvB7thq5c7jZ_i2Wmo4NJG6u5C3uiDSE/edit

?usp=sharing  

  (4) 從心開始 2019 Summer 課程計劃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sw1EiE7ko9nDSp6wKrosG41sb_oxqzCjPJbn51eHAA/

edit?usp=sharing  

      (5) 高層次同理心: 在沒把握之下建議不要使用。例如： 

解釋( interpretation), 面質(confrontation), 非口語的線索(nonverbal referent), 自我揭露(self-

disclosure),  探究(prob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Lx-

Mh5VTZr9tBf2CCmk3uCu1G6Kxh8j1g-1N1Aqd4g/edit?usp=sharing  
   

  (6)【壓力指數】僅供參考, 因為每個人的成長背景也會影響! 

以下是人生中很可能遇見的壓力和危機，如果將它們的壓力指數加在一起時超過一百

點，便是一個危險的指標。請參考以下的表列: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8EMJlNZuubvOcXJbBO6SXuWJ8YipKv_?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WGGw0tI1AuUkxIc1E0dHpXeF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5kHMkyFXJTZOTgwZzJtWjZnbkk?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UUc8ISH_7wIPvB7thq5c7jZ_i2Wmo4NJG6u5C3uiDSE/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UUc8ISH_7wIPvB7thq5c7jZ_i2Wmo4NJG6u5C3uiDSE/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sw1EiE7ko9nDSp6wKrosG41sb_oxqzCjPJbn51eHA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sw1EiE7ko9nDSp6wKrosG41sb_oxqzCjPJbn51eHA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Lx-Mh5VTZr9tBf2CCmk3uCu1G6Kxh8j1g-1N1Aqd4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Lx-Mh5VTZr9tBf2CCmk3uCu1G6Kxh8j1g-1N1Aqd4g/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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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壓力指數               事件 壓力指數 

配偶去世 １００ 懷孕 ４０ 

離婚 ７３ 家中多了新成員 ３９ 

夫妻分居 ６５ 轉換工作 ３９ 

近親去世 ６３ 與伴侶之衝突增加 ３５ 

入獄 ６３ 工作責任感轉變 ２９ 

病重或嚴重受傷 ５３ 兒女長大離家 ２９ 

結婚 ５０ 妻子開始或停止職業生涯 ２６ 

解雇 ４７ 生活條件轉變 ２５ 

夫妻和好 ４５ 改變個人習慣 ２４ 

退休 ４５ 與上司不和 ２３ 

家人健康轉變 ４５ 搬遷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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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專題討論資料:   如何關懷(二) 

 

1. 面對人生的挑戰，我們都需要用更好的方法去關懷人。 

   請帶領人先帶大家溫習一下「關懷人的三部曲」，然後簡單地介紹一下「面對人生的

三原則」。 

 

2. 請小組長或帶領查經者，分享一個心中掙扎需要代禱的事項。然後再請每一位組員應

用 Jean’s caring 3 steps & Jean’s M & M 法則 & Jean’s 3 Life Principles 

去做反應。 

 

3. 當成年子女背離神, 除了禱告, 父母應當如何與他們交通? (建武營)  

   有合適機會與年輕人對話時, 作為父母要如何應用「關懷人三部曲」的態度，引導年

輕人說出他們對人生的看法或計畫，然後用「面對人生的三原則」去解釋自己對人生

的看法。 

 

4. 教會中出現年輕人自殺, 父母和教會如何引導教育兒女? (香柏木) 

   可以大家集思共議，講講自己的經驗。以下是一些建議； 

   (1) 對年輕一點的，知道教會中發生的事，要先讓他們提出疑問，然後才解答，千萬

不要批評，也不用說教，因為我們不清楚當事人的痛苦和掙扎。 

   (2) 對年級稍大一點的，要以請教或諮詢的態度來談談年輕人的壓力，他們比較能理

解同輩的問題，然後用為他們家人禱告為由，結束談話。 

   (3) 我們教會出現的案例，大致包括；心理問題(長期抑鬱)，同性戀困惑，用藥物不

當，情感糾紛等等。做青少年父母的要去看看基督教對這方面的文獻，通常問題都出

在父母沒有主動的溝通，或是沒用上述的方法溝通。 

   (4) 不要假設信耶穌就能自動解決一切問題，或是受洗就得救沒事了；天國進去容

易，要走窄路就不容易，信仰是要維持在基督裡才有功效，要從小教導兒女時刻保持

與主一個親密的關係，才不會被這充滿自由派思想的世界擄去。 

 

 

III.帶領查經的人請注意：  

1. 請先觀看姬吟的錄像二 (7:2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Ee018t3gcAoQcMhZtrO9mEMe6AeV3H8/view?usp=

sharing  

2. 討論題目應當分配好時間, 三題每題約 20 分鐘，要大家分享。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Ee018t3gcAoQcMhZtrO9mEMe6AeV3H8/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Ee018t3gcAoQcMhZtrO9mEMe6AeV3H8/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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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享禱告時間, 大約 30分鐘。每個人只講一點代禱事項，然後禱告。小組長或帶領查

經者, 請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分享代禱時, 操練我們今天所學的關懷方式去幫助組員分

享。 

  



6     

     

小組討論專題:  如何關懷(二)                          （組員版）   10/30/2020     

  

1. 面對人生的挑戰，我們都需要用更好的方法去關懷人，今天講「面對人生的三原

則」。 

 

2. 如何幫助人解決心中的掙扎困惑? 

    

3. 當成年子女背離神, 除了禱告, 父母應當如何與他們交通? (建武營) 

 

4. 教會中出現年輕人自殺, 父母和教會如何引導教育兒女? (香柏木) 

 

5. 大家輪流提出代禱的事項，每個人為其他人所提事項禱告。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