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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

	 问题的实质。

·	负罪感：

	 无罪一身轻	。

·	骄傲与谦卑：
	 医治“唯我独尊”的良方。

·	和好	：

	 修复破裂的关系。

·		拒绝：	

医治受伤的心灵	。

相关题目⋯

	 		当你阅读《圣经》的目的不再是
为了考证其中的历史事实，而是一心
来寻求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答案
时，你就会发现：《圣经》是一本关
于“关系学”的教科书。无论是《旧
约》中提及的各个家族的生活全貌，
还是一个民族反抗压迫所进行的斗
争，或是诗人在《诗篇》中所表达的
饱含苦楚的内心挣扎，抑或是耶稣通
过寓言及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向我们启
示的神的心意，你都会发现这个共同
的特点。
《圣经》中所启示的智慧，其长阔高
深是我们永远无法测度的，但是我们
却学习到了一点：冲突是生活中自然
存在的一部分。关于是否有必要来
化解冲突，神透过《圣经	》，给我
们清晰的答案。

处理冲突的方式
化解冲突
	快速查询

《圣经》辅导钥匙之摘要

共同⋯	改变观念，改变心灵，改变生命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
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
来献礼物。

《马太福音》5章23-24节

问: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
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16章33节

冲突不是坏事。

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箴言》27章17节

有冲突时，我们要采取行动，以实现
和睦。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
的事。	 	 	 				

																																														《罗马书》14章19节	

关于冲突的事实是什
么？

1

问:

问题的解决与和解是不同的。
·问题的解决是指“找到了答案”。
·和解是指“恢复和谐共处”。

							有很多差异永远也得不到解决，
但是你却仍然可以和那些与你不同的
人和平共处。神对我们的要求正是如
此——只要可能，我们应该尽力与人
和睦。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罗马书》12章18节

问题的解决与和解有什
么区别？

2

心灵盼望
Hope for the Heart

www.hopefortheheartch. org
在线学习：www.amazinghope4u.com

		 	圣
资	经
料	辅
库	导

心灵盼望
Hope for the Heart



人们常用动物来打比方以说明他们处
理冲突的方式。

鲨鱼……别名：独裁者。
讯号：“如果你不向我让步，我就要
出手了！”

蛇……别名：偷袭者。
讯号：“不要跟我纠缠，否则以后你
会后悔的。”

啄木鸟……别名：吹毛求疵者。
讯号：“别揭我的短处，否则我也让
你好看！”

乌龟……别名：逃跑者。
讯号：“不要来和我对质，因为这没
什么好处。”

变色龙……别名：讨好者。
讯号：“我对你很好；所以你理所应
当对我也要好一些。”

黄鼠狼……别名：狡辩者。
讯号：“我是不会被你们抓住的。”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
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希伯来书》12章15节

处理冲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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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

·让他们把话说完，不要打断。

·坚持你自己的主张。

·避免争吵。

蛇

·要预料到他们会出尔反尔。

·不要让他们攻击得手后逃之夭夭。

啄木鸟

·学会打断负面的谈话。

·只对重要的事情作出响应。

乌龟

·巧妙提问：使他们无法仅仅用“

				是”或“	不是”来回答问题。

·不达目的不罢休：直等到他们作出

				响应。

变色龙

·发现他们内心隐藏的恐惧。

·肯定他们的决定。

黄鼠狼

·避免指责。

·不要被拉进争论中去。

惟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

《提摩太后书》2章23节

如何面对
不容易相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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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你的敌人。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
诅。		 	 												

《罗马书》12章14节

以善报恶。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罗马书》12章17节

为敌人祷告代求。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
的祷告。	 																		《马太福音》5章44节

同情你的敌人。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罗马书》12章15节

饶恕你的敌人。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
要以善胜恶。

																																								《罗马书》12章19节，21节

选择爱你的敌人。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
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罗马书》13章8节

寻求帮助你的敌人。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
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
上。”	

																																																				《罗马书》12章20节

化敌为友

	《快速查询》是取自心灵希望的《圣经》辅

			导材料，为当今的难题提供直接、明了的

《圣经》真理。	详细资料请参考《圣经》辅

						导钥匙之《化解冲突》

委身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罗马书》12章18节

为自己祷告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
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
永生的道路。	
																																																《诗篇》139篇23-24节

在与人约见之前做好准备
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
的学问。	 	 								《箴言》16章21节

个别面谈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
心。	 	 	 				《以弗所书》4章3节

选择一个清静的场所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
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
了你的弟兄。”																				《马太福音》18章15节

务必诚实
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	
	 	 																																							《箴言》12章17节

尽量做到完全的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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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歌罗西书》3章13-14节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
《箴言》10	章13	节

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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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金句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
的事。

《罗马书》14章19节

研读的经文
《腓利门书》第1-25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