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懼怕人

第五講：對被傷害的懼怕



第一周—什麼是懼怕人？

第二周—什麼是敬畏神？

我們懼怕人是因為我們不敬畏神，或者我們不夠
敬畏神。每一次我們屈服於懼怕人的心理之下，
都是我們選擇愛自己勝過愛神的時候

敬畏神就是要充滿敬畏地降伏於神，並順服神。
敬畏神是歡喜快樂地順服神，敬畏神是智慧的開
端，神配得你一切的敬畏，神配得你獻上一切的
敬拜。



第三週：對被暴露和羞辱的懼怕

我們害怕被揭露，因為我們都是罪人，我們知道
我們不希望別人告訴我們我們其實是什麼樣子的。
基督不單單遮蓋我們的罪，而且赦免我們的罪。

耶穌被人拒絕，所以耶穌能夠同情和理解我們的
被拒絕。不但如此，因為他是大祭司，所以我們
可以帶著我們的懼怕來到他的面前，請求他幫助
我們、拿走我們對人的懼怕，幫助我們敬畏神。

第四週：對被拒絕的懼怕



導論

•我們對人的懼怕常常是多個因素混合在一
起的，對被傷害的懼怕也同樣混雜著對被
暴露的懼怕和對被拒絕的懼怕

•對每一種懼怕的解決方法是一樣的

•透過你的禱告、你的讀經、你的自我省察
和你的門訓夥伴之間的溝通，來説明你盡
量發現你裡面的懼怕，並且尋求悔改和改
變的機會。



導論

•在創世紀第三章，該隱殺害了他的兄弟亞伯，
自從那個時候開始，人們就懼怕其他人給自己
帶來身體上的傷害乃至死亡。從聖經裡面，我
們看到很多人都懼怕別人會傷害他們、乃至殺
害他們

•這種對人的懼怕在很多層面來看都是非常合理
的

•我們所服事的是一位給祂的孩子們提供最終安
全保障的神，所以如果我們恰當地保護自己和
我們家人的安全，我們就是在反映神作為保護
者的性情



我們懼怕別人傷害我們因為他們的確會傷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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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正要怕他。
(太10：28)

•耶穌知道人會傷害我們，甚至可能會以傷害的
最高形式——殺人——來奪取我們的生命。事實
上，耶穌自己也經歷了這樣的傷害

•神應該在我們的懼怕對象中居於首位，因為神
能夠決定我們的最終目的地，神能夠審判我們、
決定我們是永遠活在刑罰中還是在與神永遠的
同在中，這應當是我們最懼怕的



我們懼怕別人傷害我們因為他們的確會傷害我們

•基督徒都知道這一事實，但是我們仍然有掙扎，
為什麼呢？

1. 我們掙扎因為我們被造不是為了受傷害也不
是為了傷害別人

•我們雖然注意到傷害別人不是神原本的設計，
然而當我們看到人們彼此傷害時我們也毫不
驚奇

•為了捍衛你自己對自己的超越和主宰地位，
你可能沒有給任何人帶去身體上的傷害，但
是你也一定做了某些事情來試圖控制別人



我們懼怕別人傷害我們因為他們的確會傷害我們

•基督徒都知道這一事實，但是我們仍然有掙扎，
為什麼呢？

2. 人類自己的歷史也在影響著我們的觀念，我
們的經歷讓我們對這種懼怕有了一個合理的
藉口。
•如果你是在一個常常在身體上或者語言上虐
待你的家庭，或者你的老闆是一個常常體罰、
虐待員工的人，這種經歷都會影響你對別人
的認識。基於這種經歷，你傾向於不輕易信
任別人，這不是犯罪
•但是你不能因此而給自己犯罪找藉口，或者
因此而合理化自己可以去不信靠和敬畏神。



我們懼怕別人傷害我們因為他們的確會傷害我們

•基督徒都知道這一事實，但是我們仍然有掙扎，
為什麼呢？

2. 人類自己的歷史也在影響著我們的觀念，我
們的經歷讓我們對這種懼怕有了一個合理的
藉口。
•我們所跟隨的這位基督，根據以賽亞書53章，
就是這樣一位因為我們所犯的罪而受傷害、
因我們的罪而受鞭打、被逼迫的神，他將自
己的生命傾倒，以至於死
•當我們思考這一話題的時候，我們要做的是
從聖經的角度來認識對人傷害自己的懼怕。



我們如何懼怕別人的傷害？

1. 隨便拿起一份報紙，你就會看到我們生活在
一個危險的世界里

•很多的新聞——無論是國際新聞還是國內新聞——都是
在講個人或者某個群體如何傷害別人

•我們當中有些人對這種懼怕有更加切身的認識，因為我
們的經驗告訴我們被傷害的可怕

2. 最難最痛苦的傷害往往發生在家庭里
•在配偶之間、孩子與父母之間，或者其他的家庭關係里。
這種傷害可能會導致我們在人際關係中經歷最痛苦和艱
難的掙扎，因為傷害發生在本該高度信任、相愛和最暴
露我們弱點的關係裡面。

3. 人也會害怕任何形式的性侵害
•性侵害的懼怕根據每個人的經驗而不同，然而這種懼怕
也會被人利用



我們如何懼怕別人的傷害？

4. 暴力是另一種我們所懼怕的傷害
5. 為福音受逼迫是另一種懼怕
•你想過有一天你會因為傳福音、或是信仰基
督而遭受身體傷害嗎？這並不是不可能，在
很多地方，這種傷害甚至可能會是死亡的形
式

6. 恐怖襲擊也是一種可能的傷害
•對無辜者的恐怖襲擊正在越來越普遍，對這
種傷害的懼怕正在我們這個社會裡以緊張的
氣氛體現出來

7. 種族主義，或者階層主義
•它們也可能構成我們的懼怕，它會讓我們懼
怕被傷害，或者懼怕被拒絕



我們也懼怕非身體性的傷害

•有人認為，「棍棒和石頭能讓我屈服，但是你
說什麼我都不怕」。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1. 一個使用語言暴力的上司、配偶或是父母會
同樣產生對人的懼怕，正如身體傷害可能帶
來的懼怕一樣

2. 某些性騷擾也是屬於此類，不是身體上的侵
害，但是用語言來試探和傷害也會激起人的
懼怕

•我絕不是說聖經認為我們應該停留在被傷害的
環境里，如果你處在這樣的一個環境里，你絕
對要和你的人事部門、你所信任的教會肢體或
領袖講出來，獲得建議



我們也懼怕非身體性的傷害

•當然而當我們思考這些處境時，我們也要禱告，
求神給我們溫柔和愛來回應這些傷害我們的人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也需要用愛心說誠實話來
讓他們收斂

•那些懼怕的人，往往用沉默或者過激的憤怒來
回應，而福音卻要我們用另一種方式來回應

•如果你有過去被傷害的經驗，並因此產生對人
的懼怕，這會讓你始終處於一個受害者的地位，
你會面臨一個試探：就是把一切困難、罪都歸
咎於過去的經驗。



我們也懼怕非身體性的傷害

•自憐也是一種我們回應過去經歷的方式，「如果我
沒有經歷過這些，我信靠神會是多麼容易的事」

•但是我們要意識到，自憐是尋求信任自己多過信靠
神

•我們的懼怕也可能會用男權主義或女權主義的形式
體現出來，男權主義和女權主義的興起都是因為懼
怕按照神所設定的男女角色生活會給自己帶來傷害，
會讓別人傷害自己

•我們越懼怕別人，我們就難愛別人，我們就越會躲
起來、害怕與人交往



傷害別人的人是怎樣的呢？

1. 傷害別人的人，他們的問題不是在於你，而
是在於他們的罪：驕傲、懼怕、不安全感、
想要控制人、邪惡等等

•他們可能是被各種懼怕轄制的人。你有沒有
想過，你所懼怕的人也同樣被對人的懼怕而
轄制呢？

•他們小看自己所犯的罪，他們不但這樣對待
你，也這樣對待其他人。



傷害別人的人是怎樣的呢？

2. 他們需要的是福音，而不是我們的懼怕

•傷害別人的人可能從未聽過有人向他誠實地
分享福音，也沒有人誠實地告訴他們他們這
樣做的後果是什麼。他們可能認為最好的保
護自己和自己慾望的方式是激發別人對他的
懼怕

•面對和抵擋你所懼怕的人需要謙卑、勇氣和
耐心。在懼怕中躲避他們會更加容易，也讓
你感覺到更加安全



傷害別人的人是怎樣的呢？

3. 和基督相比，我們更像那個傷害別人的人

•這並不是說消滅我們在基督面前的地位，我
們已經被稱為義，基督知道我們的軟弱

•但是正是因為你我的罪，基督被人傷害。如
果你不把自己看作是釘死基督的人之一，你
現在就要這樣想。你的罪導致了基督的受害。

•我並不是說那些傷害你的人所做的不算什麼，
他們在犯罪。但是如果你是別人犯罪的受害
者，你很容易看他比你更應該受審判，或者
不配得神的憐悯



傷害別人的人是怎樣的呢？

4. 如果我是一個想要讓人懼怕的人，我該怎麼
做？

•悔改——無論是語言暴力或者是肢體暴力，都
應該悔改

•思考你的罪所帶來的影響，你犯罪可能是因
為驕傲、不安全感等等，但是你的罪有後果。

•當你傷害別人的時候——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
意的，你都是在試圖讓別人錯誤地懼怕你，
你在讓別人把你當作神，懼怕你多過懼怕神，
這是你需要認真對待並且悔改的罪。



聖經的例子*

1. 創世記12章
•亞伯拉罕懼怕法老的手會給他帶來死亡，所
以就在撒拉是他的妻子這件事上撒謊

2. 以色列人懼怕探子們從迦南地所帶回來的資
訊(民數記13：26-33)

3. 約書亞是兩個想要勸告以色列人敬畏神、不
再懼怕人的探子之一。我們看見神欣賞和祝
福約書亞，讓他剛強壯膽(約書亞記1)

4. 在士師記4：8-9，巴拉在底波拉不願意陪伴他
的情況下就不願意進入戰場



聖經的例子*

5. 在士師記6章和7章，基甸在一開始的時候非
常懼怕人和人可能給他帶來的傷害(7：10-11)，
但是神對他很有恩慈和憐悯，他耐心等候基
甸，直到他能夠放下自己的懼怕

6. 以斯帖(5：1-8)知道她如果向亞哈隨魯王提出要
求，她可能會面臨死亡。亞哈隨魯是一個獨裁的
君王，他有權柄處死任何人不需要別人批准，也
沒有上訴。但是以斯帖敬畏神多過懼怕亞哈隨魯，
最後成為多人的祝福



聖經的例子*

7. 在但以理書中，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選擇敬
畏神超過懼怕來自人可能給自己造成的傷害
•尼布甲尼撒阿，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即
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
窯中救出來。王阿，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
手。即或不然，王阿，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
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3：
16-18)

8. 大衛面臨很多的機會和試探，讓他懼怕來自人
的傷害，但是他常常的回應是他更懼怕神

9. 在哈巴谷書3：16-17，先知哈巴谷決定在面對
死亡、毀壞的威脅面前選擇信靠神，雖然他知
道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性命可以得到保全



聖經的例子*

10.彼得
•彼得在耶穌受審判的時候三次不認主，因為
他懼怕其他人可能會給他帶來身體上的傷害

11.保羅
•一個給基督徒帶來身體傷害的人
•同時也是一個為了福音而經歷逼迫與傷害的
人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
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
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12：10)



聖經的例子*

12.希伯來書11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
不肯苟且得釋放，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又
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
磨鍊。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
刀殺。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
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
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11：35-
38)



聖經的例子*

13.耶穌基督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
文士棄絕，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路9：22)
•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
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路22：42)
•他不想喝這盛滿上帝憤怒的杯，他也不願意
在痛苦中與天父分離。但是他雖然懼怕這些
事情，他卻選擇受苦、死亡，並且他現在就
能夠理解我們所面臨的試探
•這真理給我們力量，讓我們知道可以如何在
信靠和順服中與主前行，因為我們所跟隨的
是一位經歷過類似試探和誘惑的主。



回應

•害怕別人給自己造成傷害是一個真實的掙扎，
我們可以用多個途徑來回應這樣的試探。
•我們的文化要我們或者用一個受害者的角度來
回應，或者以一個斯多葛式(Stoicism)的方法來
回應
•受害者的角度把懼怕和掙扎看作是別人犯罪
的結果。因此我有權利感到懼怕，因為其他
人這樣對我(或者會這樣對我)
•斯多葛式的回應將懼怕最小化，假裝看不見。
他們認為懼怕是一種軟弱，所以不能承認自
己懼怕被傷害，如果我承認我有懼怕，等於
我承認我有軟弱

•福音怎樣可以解決這些懼怕呢？



回應

•福音怎樣可以解決這些懼怕呢？

1. 我們首先要認識到，被傷害的最嚴重的結果已
經被基督勝過了

•基督為我們代贖，為了他所沒有犯的罪而死，
他是為那些攻擊他、傷害他、被他造的人而死。
但是他並不懼怕這樣的死亡，因為他信靠和懼
怕父神。我們經歷過傷害的人應該更能理解耶
穌所受的苦楚

2. 當我們為自己的罪悔改，並且信靠基督的時候，
我們就要意識到我們的罪是他受死的原因

•我們每一個人都為這個世界上人們的彼此傷害
負有某種責任。然而因著基督為我們所做的，
我們被饒恕了，這也意味著我們應當饒恕別人，
而不是懼怕別人。



回應

•福音怎樣可以解決這些懼怕呢？
3. 當我們跟隨基督的時候，我們也會面對受苦，
這是成為一個基督徒必須經歷的部分
•我們會面對被拒絕、不被接納，甚至身體上
的傷害，還有因為跟隨十字架之路而帶來的
羞恥感。福音並不能幫助我們逃離這種感覺，
而是讓我們用敬畏和信靠神來代替懼怕人。

4. 福音同樣將我們帶入一個新的家庭，基督的
教會
•在這裡，我們每個人都受過傷害，也傷害過
別人，我們也成為別人懼怕的對象，同時自
己又懼怕人。我們能夠彼此認識、彼此饒恕、
彼此合一，因為我們在基督裡經歷了饒恕和
憐悯。



回應

•讓我們花一點時間來思想福音怎樣幫助我們勝
過受傷害的懼怕

•身體傷害：
•神才是祂兒女最終的保護者。
•我們今生所經歷的所有傷害都是在神的主權
之下允許發生的，為的是能夠造就我們。這
些傷害不是毫無意義的。這會讓我們避免錯
誤地比較自己的懼怕和別人的懼怕。
•我們能夠饒恕和愛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因
為基督已經為饒恕和愛我們。



回應

•讓我們花一點時間來思想福音怎樣幫助我們勝
過受傷害的懼怕

•語言暴力：
•基督經歷了身體傷害和其他人對他的語言暴
力。
•如果身體傷害會讓你感到受害，那麼語言暴
力更多地會讓你做一個鴕鳥，假裝你自己不
懼怕。
•我們應該像基督一樣，不是用反向語言暴力
來回應。
•我們愛和服事別人，無論他是不是會利用我
的愛心。



回應

•讓我們花一點時間來思想福音怎樣幫助我們勝
過受傷害的懼怕

•種族主義/階層主義：
•在基督的身體裡面，我們有機會表現我們對
別人的懼怕已經被挪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