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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奉中面临的关系挑战

一次，我在我们的一间教会讲道之后，一位英俊高挑的少年走上讲坛，握住我

的手，提了几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我的生活在上帝面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如

何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呢？在人们的生命中，哪些品质能够有效地改变世界呢？若

想我的全部生命可以被上帝大大使用，我现在应当做些或想些什么呢？” 

我向这个少年人提起圣经中的一个人物——约瑟。约瑟的经历和所做的选择奇

妙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约瑟的生活记载在《创世记》37-50章，约瑟生命的意义可

以用法老所说的一句话概括：“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

呢？。”（创41:38）

在我生命的尽头，我希望有人也能对我说同样的话。当我观望约瑟的生命时，

我看到的是一个有梦想和异象的领袖，他满有恩赐，吃苦耐劳。在他身上，我看到

一个成功牧师应具备的所有特征。然而，在约瑟的生命中也遭遇了一些难以对付的

人。有一段情节是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约瑟，从外面攻击他。我们以为攻击来自这个

世界，但是，我们如何应对来自里面的攻击呢？使约瑟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约瑟

的哪些品质使他成为上帝的勇士，一个改变世界的谋士呢？

第一节 应对侍奉中的挑战

学习目标：

7.1.1 讨论敬畏上帝的重要性。

第二节 饶恕的艺术

学习目标：

7.2.1 说明如何在心底饶恕他人。

7.2.2 对比饶恕与忘记的不同之处。

第三节 饶恕的过程

学习目标：

7.3.1 说明哪两种关系创伤需要饶恕。

7.3.2 讲述饶恕过程的第一步是什么。

7.3.3 讲述对饶恕者而言饶恕带来的益处是什么。

7.3.4 指出饶恕过程中的挑战。

第七章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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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讨 论 敬 畏 上 帝 的 重 

要性。

1. 敬畏上帝意味着什么？

�����

第一节 应对侍奉中的挑战

敬畏上帝

约瑟是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知道上帝掌管着一切生命和整个世界，永生之神在

参与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事件。约瑟与上帝有亲密的交通，心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直接与全能的上帝紧密相连。

像约瑟这样的人有属灵上的远见。不论成功或失败，他都能将其视作上帝在他

生命中做工的一部分，因为他知道上帝在掌权。比如，约瑟知道他的兄弟们将他卖

为奴隶，但是，他也知道他被卖是有原因的。多年以后，当约瑟见到他的兄弟们

时，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

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创45:7-8）。

又过了一些年，雅各去世了，约瑟的兄弟们担心约瑟会照着他们从前待他一切

的恶报复他们。他们不知道约瑟是敬畏上帝的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

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50:19-20）。约瑟与他人的所有关系都在他惊人的

信心掌控之下，他坚信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与全能上帝的计划有关，上帝在直

接参与他的生活，并且在呵护他的生活。

约瑟对上帝的灵敏也让他得到来自上帝的异梦和异象，由此巩固了他对自身命

运的理解。在《创世记》37章中记载了约瑟的两个梦，这两个梦都是关于成为领袖

的。约瑟信从了他的梦，使上帝能够将成为一名领袖的意念在他心里形成。约瑟

完全相信这是来自上帝的呼召。约瑟的远见卓识与《腓立比书》1章6节交相辉映：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试探与逼迫

约瑟一生中经历了许多迫害与试探。他与兄弟们之间的关系饱受嫉妒与争竞的

毒害。他的兄弟们在他还小的时候就恨他，对他的恨意逐渐酿成杀掉他的恶念。在

最后关头，约瑟被卖为奴隶而免遭杀害。

约瑟原本是位富足的年轻人，前程似锦，却在语言陌生、饮食、习俗和价值观

都不同的异国他乡沦为奴隶。尽管约瑟在生活中遭受了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逼迫，

但他还是十分敏锐地看到上帝的同在。

《创世记》39章2节记述了约瑟在波提乏家中生活的故事，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创39:2）。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创39:21），这节

经文描述的是约瑟在监狱中的生活。过了许多年，约瑟结了婚，并且生儿育女，他

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创

41:51-52）。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知道如何能够在苦难中保持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这一点的

实现并非始于我们积极地看待苦难与麻烦，而是始于我们对上帝的真正敬畏。我们

必须清楚上帝掌管着每一件事情，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他愿意把最好的东西赐

给我们。

侍奉中面临的关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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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信念在心里扎根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朝着上帝的方向生活，我们

仅需再前进一小步就会满怀信心地相信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即使是苦

难，都与上帝的主权计划交织在一起，为的是让我们成长起来。

一次，我们的一位牧师给我打电话说：“我接到我们教会的一个信徒打来的电

话，他对我说你的讲道太烂了。从你口中我从来就没听到过像样的讲道。我们以前

的那个牧师很糟糕，就连他都比你强。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牧养这间教会？”这个

牧师跟我说：“当时我感觉我的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 

你会遭到攻击，人们会对你说尖酸刻薄的话，做一些不友好的事情。你会受到

挑战，有时甚至挨欺负，不要放弃。你要持守信心，相信你所经历的任何苦难和麻

烦都是上帝向你施恩惠的一种方法，为使你成长起来。

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讲道的牧师，我们所需要的牧师是愿意走进生活，将自己

看作是为上帝肩负使命的人，他们渴望能够彰显上帝的性情，渴望抓住每个机会为

上帝全心摆上。

���
学习目标：

说明如何在心底饶恕

他人。

2. 你认为约瑟什么时候真

正饶恕了他的兄弟们？

3. 你从约瑟的兄弟们没有

主动向他道歉这一点上

学到什么？

4. 愤怒与怨恨是如何将人

毁于一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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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饶恕的艺术

《创世记》45章记述了约瑟的兄弟们向他乞求怜悯和食物的感人故事，那时他

的兄弟们还不知道他就是险些被他们杀死，又被他们贩卖为奴隶的约瑟。约瑟的兄

弟们最初并没有寻求约瑟的饶恕。

约瑟的心中没有积蓄任何苦毒。他没有将此视作一个报复的机会。很明显，约

瑟自始至终都在不断地饶恕那些迫害与误解他的人。约瑟的生命彰显出《雅各书》1

章20节的智慧：“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约瑟真正饶恕了他的兄弟们，自身的愤怒得以对付和控制，因而能够帮助他的

兄弟们饶恕他们自己。约瑟的心里没有怨恨，他也没有利用过去的恩怨为自己的利

益操纵他的兄弟们，他的饶恕是真实而且完全的。

约瑟愿意饶恕的态度从他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引导的敏感、对苦难的理解及

对上帝为何允许苦难发生的认识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饶恕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

步骤。如果对上帝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就只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自己受到的伤

害和理当有的愤怒上。不饶恕的态度会使我们错过上帝使用我们的机会，并且影响

他对我们的计划。

有个传说讲述的是一名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员的故事，当他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

时，他的苦毒超出了他宽容的极限。人们为冠军,也就是他的对手，立起了一座雕

像以表达敬意。当人们为胜利者欢呼的时候，他变得更加气愤了。复仇充斥着他的

内心，所以，他发誓要摧毁那座雕像。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都偷偷地挖凿雕像

的根基。最终，在一个晚上，正当他愤怒地挖凿的时候，雕像倾倒下来，将他砸死

了。

愤怒、怨恨与不饶恕是有代价的，它们能将人毁于一旦。对付这剂毒药的解毒

剂只有一个：“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西3:13）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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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与忘记

上帝对我们最深层的焦虑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他是一个饶恕的上帝，他饶恕

了我们的过去，不再追究它们。他是一个应许的上帝，他信守诺言，掌控与保护着

我们的未来。

饶恕不是忘记。我们会忘记一些伤害，因为它们太微不足道，根本不值得我们

记在心上。我们会忘记另一些伤害，因为它们太可怕，我们不愿意想起它们，忘记

这些伤害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坏记性或强制自己不去想。当我们记得那些伤害，并且

选择饶恕时，我们是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饶恕，而且我们必须饶恕。我们也可以许下承诺，

并且信守它。唯有一个人被伤害过，他才能体会真正的饶恕。如果我们装作饶恕那

些根本没有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就是在将救赎的奇迹化为廉价的恩惠。然而，并

非所有伤害都需要被饶恕。对于一些伤害，我们会默然接受、不予理会，或者甘愿

把自己当成脆弱的陶器，告诉自己在这么拥挤世界上很容易受到伤害。对于一些伤

害，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付出些许属灵上的慷慨，根本谈不上什么饶恕。思考下列几

种伤害：

烦扰。约会迟到，吃饭时有人讲无聊的故事，在等候付款的时候有人插队，这

些都是让我们感到烦扰的事情。

失败。我们失败的时候，有人成功；我们被忽视的时候，有人升迁；他们好像

总是走在我们前面。让事情更糟糕的是，这些超过我们的人恰好是我们的朋友。

忽视。我们希望引起注意的人忽视我们；我们崇拜的教授忘记我们的名字；我

们爱戴的牧师从来不邀请我们进入他们的特定圈子。

这些都是让人感到受伤害的事情，但是，这些伤害不需要我们的饶恕。这种零

星琐碎的事情需要我们的容忍、宽宏、迁就、谦卑——而不是饶恕！

学习目标：

对比饶恕与忘记的不

同之处。

5. 饶恕与忘记有何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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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说明哪两种关系创伤

需要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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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饶恕的过程

深层伤害与精神伤害

需要我们饶恕的伤害是深层伤害和精神伤害。深层的伤害撕裂了人际关系中的

联结纽带。精神上的伤害是不正当的、不公平的，或者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纵容

或忽略它们；我们不能不予理会，将其归咎于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现象。深层伤害与

精神伤害会在做错事的人和受到不正当伤害的人之间立起一面高墙。

有两种伤害唯独通过饶恕的奇迹才能解决。它们是背信弃义与出卖。如果一个

人待你形同路人，而实际上，他却是你的朋友或伴侣，这就是背信弃义。我们每个

人都通过忠诚这条隐形的纽带与特定的一些人联结在一起。当一些属于我们的人对

待我们形同陌路的时候，这个人就在我们之间挖了一条壕沟，立起了一面高墙。他

的这种做法侵犯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脑海中会呈现“遗弃”，“抛弃”和“辜

负”这样的词语。

再进一步，背信弃义就变成出卖。背信弃义是属于彼此的人成为陌路，出卖是

他们变为敌人。我们辜负某人的时候是背信弃义。我们毁掉他们是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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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否认他所认识的主时，他是在背信弃义（太26:69-75）。犹大把耶稣交给了

他的敌人，将耶稣出卖（太26:48-49）。如果你把我的秘密暴露给某个人，这个人可

能利用它来攻击我，你就是将我出卖了。如果你在重要人物面前贬低我，羞辱我，

而我在他面前又无法自辩的时候，你就是将我出卖了。

这些例子都有一个令人痛心的共同特征：某个原本站在你那边尽忠于你的人成

了你的敌人。当某人应该和你一伙却抛弃了你的时候，就是需要你饶恕的时刻。

精神手术

当你饶恕别人时，你将冒犯者和他的错误剥离开来，你不再追究那个人伤害你

的行为，在你心里重新建立他的形象。在某个时刻，你根深蒂固地将他看成犯错误

的人。而在另一个时刻，你转变了对他的看法，他在你的记忆中重新被塑造了。

现在，你不再将他看作伤害你的人，而是一个需要你的人；不再视他为与你疏

远的人，而是属于你的人。你并没有改变他，他还是他。但你在记忆中重新建造的

那个人被一次精神手术改造了。有时，我们最多只能达到这一地步。有时，我们需

要饶恕死去或离开的人。有时，我们需要饶恕不希望得到我们饶恕的人。

当两个疏离的人开始重新建立关系时，饶恕的奇迹就出现了。和好是疏离的人

重新团聚而归属在一起，共同开始一段新的旅程。我们必须从我们所处的现实状态

而不是一个理想状态开始重新联合。在饶恕的过程中，你需要记住下面两个与饶恕

不同的概念。

饶恕不是原谅。当我们认识到有些人错待我们，但错并不在他们时，我们会原

谅他们。唯有在我们拒绝原谅错待我们的人时，才需要我们饶恕他们。唯有我们内

心责备某些人时们，才需要我们饶恕他们。

饶恕不是缓解冲突。有些人的职业就是缓解冲突。妈妈会通过迫使我们安静来

压制我们的冲突；管理者通过缓解冲突赚取丰厚的薪水，他们强制员工在一起工

作，即使那些员工们彼此讨厌。妈妈与管理者的做法阻碍了饶恕的发生，因为他们

将伤害抑制住了。唯独我们先承认受到伤害，饶恕才能发生。这些话听起来有些令

人费解，但是确实如此。不饶恕就像一间冰冷的监狱一样禁锢我们，唯有真理让我

们得自由（约8:33-36）。

为何饶恕？

对于犯罪的人而言，饶恕就是奇异的恩典。对于受到冒犯的人而言，饶恕听上

去像是对公平的蔑视。我们可以用西蒙・威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的故事作为

例子。威森塔尔是波兰犹太人，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关押在奥地利境内的毛特豪森

集中营（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有一次，他被分派清扫一个谷仓的垃圾，

德国人要用它作为伤员的临时医院。夜晚时分，一名护士拉住威森塔尔的手，把他

带到了一个纳粹党卫军的士兵那里，士兵的脸上裹着浸满脓的布片，眼睛上蒙着纱

布。这名士兵约有21岁。他抓住威森塔尔的手说，他必须和一个犹太人说话，他在

没有忏悔自己向那些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前不能死去。所以，他给

威森塔尔讲述了一个恐怖的故事，他所在的军营如何用枪射击那些无力反击的犹太

人，有大人也有孩子，当时他们正试图从被党卫军已经放火点燃的房子逃出来。

学习目标：

讲述饶恕过程的第一

步是什么。

6. 饶恕的第一步是什么？

�����

学习目标：

讲述对饶恕者而言饶

恕带来的益处是什么。

�����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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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森塔尔听完了这个垂死之人讲的整个故事，故事开始讲到的是这个士兵清白

的童年，之后是他参与的罪恶行径。最后，威森塔尔猛地将手抽出来，走出谷仓。

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什么饶恕，威森塔尔不愿意也做不到饶恕。但是，他不确

定自己做得对不对（Wiesenthal 1976）。

威森塔尔在结束故事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会怎样做？”有32位知名人士

（多半是犹太人）回答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威森塔尔做得

对，他不应该饶恕那个士兵，那样做是不公平的。一个自愿参与滔天罪行的人，为

何还妄想在临死的时候得到饶恕？威森塔尔有什么权利饶恕这个士兵对其他犹太人

犯下的罪行？如果威森塔尔饶恕了这个士兵，他就是在说大屠杀不是罪恶。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回答“饶恕是不公平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饶恕是展

现公平的一个更好方式。首先，饶恕将我们从不公平的过去中释放出来，创造出一

个彰显公平的机会。不公平的过错已经犯下了，那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如果我们选

择不去饶恕，就会固守过去的经历，让错误日积月累地增多。如果不选择饶恕，我

们唯一的求助对象就是复仇。但是，复仇会将我们与过去捆绑在一起，并且注定要

重蹈覆辙。

其次，饶恕带给饶恕者以公平。对不公平感受最深的是受到伤害的人，但是，

受到伤害的人如果拒绝饶恕，只会让自己蒙受更大的不公。饶恕可以清除痛苦的记

忆，因此，饶恕是唯一找回公平的方式。

我们如何饶恕？

我在观察人们如何饶恕时，注意到以下三件事情：

饶恕的过程很缓慢。

在C・S・路易斯（C. S. Lewis）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有个像怪物一样的老师。

路易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憎恨这个学校里的虐待狂。但是，在路易斯去世前

的几个月，在他写给一个美国朋友的信中说：“你知道吗，仅仅几周前，我突然发

现，我终于饶恕了那个给我童年蒙上厚厚阴影的老师。多年来，我一直在尝试着去

饶恕他”（Lewis，引自MacDonald 2006）。饶恕需要时间，但关键是最终我们能够

饶恕。

在团契中学会饶恕。

有人能够独自完成饶恕吗？我需要与曾经像我一样受到伤害，曾经像我一样心

怀仇恨的人的帮助。如果你缠绕在过去的痛苦中，寻找一个在学习逐渐饶恕别人的

团契，他们或许能够帮助你。

得到饶恕才会饶恕。

归根结底，饶恕别人的人几乎无法区分被人饶恕和饶恕别人的差别。如果我们

感受不到自己被释放，就不能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对于这一真理，我找不出比科里・坦恩・布姆（Corrie Ten Boom）更好的例子。

战争年间，她被关押在一个集中营里，受尽羞辱，尊严扫地，特别是为除掉身上的

虱子，女战俘去洗澡时，守卫色迷迷地盯着她们看。但是，科里从那个地狱中走了

出来，而且最终她感到，靠着来自上帝的恩典，她饶恕了那些看守洗澡间的恶魔。

侍奉中面临的关系挑战

7. 饶恕者在饶恕时需要付

上的代价有哪几方面？

学习目标：

指 出 饶 恕 过 程 中 的 

挑战。

8. 饶恕需要时间，这个观

点 可 接 受 吗 ？ 请 说 明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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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日，在慕尼黑，科里看到一个男人向她走来，伸出手，说道：“是

的，小姐，就像你说的，耶稣饶恕了我们所有的罪，真是好极了”（Ten Boom，引

自James 1997）。科里记得那个男人的脸，就是曾经看守洗澡间的纳粹党卫军的那张

淫荡、嘲弄、色迷迷的脸。

她的手僵直在身旁，她无法饶恕他。她原本以为她已经完全饶恕了他们，但

是，当她看见到这个守卫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时，她无法饶恕他。她感到十分惭愧

和恐惧，她祷告说：“主啊，饶恕我，我无法饶恕他。”当她祷告的时候，她看到

尽管她是一个出了名的饶恕者，却表现得如此拙劣，这一刻她感觉到被主饶恕和接

纳了。她的手突然不再僵直，仇恨的冰山消融了。她向那个男人伸出手。当她感到

被饶恕时，她也能够去饶恕别人了。

饶恕使一个囚犯得以自由，并且发现那个囚犯就是你自己。饶恕是回顾受伤的

过去，在你过往的记忆中注入新鲜的活力，使你重新开始。饶恕是随着上帝饶恕之

心的节拍起舞。饶恕是荡漾在长阔高深的爱的波峰上。饶恕的奇迹是让我们脱离过

去残忍的不公，创造未来公平机会的唯一途径（Smedes 2002）。

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过去的事情，不饶恕把你应该给予现在和将来的精力夺

走。这会危及你与他人的关系，而你必须为此负责。即便别人大大地侵害了你，始

终不能摆脱这些伤害也会给你与他们的关系增添重担。

不饶恕也否认了他人能够变得更好的机会。这并不能叫你在他人眼里变得高

尚。在希望与和平中为自我与他人之间构筑桥梁远比通过孩子气的举动毁掉这些关

系更负责任。这需要耐心和付出，但是最终，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

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太5:13）我们拥有这种殊荣能够以充满恩典的生活来影

响我们的邻人，并为我们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带来祝福。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87侍奉中面临的关系挑战

自我测验

圈出最佳答案。

1. 下列人物中的哪一位表现出对上帝的敬畏？

a）约瑟

b）亚哈

c）该隐

d）罗德

2. 下列人物中哪个人的生命受到异梦和异象的极大

影响？

a）摩西

b）以撒

c）约书亚

d）约瑟

3. 不饶恕的态度会丧失

a）复仇的机会。

b）正当的愤怒。

c）上帝使用我们的机会。

d）领导地位。

4. 圣灵的果子列在

a）《以弗所书》。

b）《加拉太书》。

c）《歌罗西书》。

d）《腓立比书》。

5. 在生活中，我们如何战胜愤怒和怨恨？

a）埋头于侍奉当中。

b）避免接触我们不喜欢的人。

c）饶恕那些错待我们的人。

d）只将这样的情绪针对自己，并时常如此。

6. 对我们最深层的忧虑，上帝的回答是什么？

a）他会涂抹我们对伤害的记忆，保护我们免遭将

来的伤害。

b）他饶恕了我们，并且信守他的应许。

c）他会派来辅导员，排解我们的忧伤。

d）他会惩罚冒犯我们的人，供应我们的需要。

7. 两种必须处理的深层伤害是什么？

a）出卖和背信弃义

b）烦扰和背信弃义

c）轻视和出卖

d）失败和轻视

8. 当彼得否认认识主时，他对主的伤害属于哪种？

a）身体的疾病

b）烦扰

c）轻视

d）背信弃义

9. 饶恕的重要一点是

a）将我们从不公平的过去中释放出来，创造出一

个彰显公平的机会。

b）给饶恕者带来不公平。

c）将冒犯者从他们行为的后果中释放出来。

d）上述选项都对。

10. 人们在饶恕别人时

a）其过程是缓慢的。

b）在团契中学会饶恕。

c）首先要得到饶恕。

d）以上选项都对。

�第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