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所有的习惯、强制行为和瘾症都
     有很强的抵抗性，很难改变，但并
非不可能改变。重复性行为实际上改
变了大脑，使其很难改变选择模式。
不过，新的行为模式可以学习养成。
如果你是真正的信徒，神的话语就能
够改变你的思想方式，教会和专门的
团体能够支持和帮助你生命的改变，
圣灵也会从里面赐你力量顺服，并戒
掉酒瘾或毒瘾。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腓立比书》2章13节 

如果我是一个习惯性和
强迫性的酗酒者和吸毒
者，我真的能够改变并
永远戒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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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态的依附∶

 从束缚走向平衡。

· 抑郁∶

 出黑暗，进光明。

· 试探 ∶
 谎言诱惑下的肉体之乐。

· 受害者 ∶

 胜过受害者心理。

· 虐妻 ∶ 

     对女性价值的攻击。

相关题目⋯

       他曾是美国的英雄。有人说 ， 他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棒球手。1 米基·
曼特尔似乎拥有了一切——名声、财
富，还有上百万的球迷。他在1950
年高中毕业那一天与世界著名的纽约
扬基队签约，从此踏上星途。以下数
据可以证明他的超级巨星地位：职业
生涯中共打出536个全垒打，三次获
得最有价值球员奖，极高的职业击球
率，七次世界冠军，还获得过垒球三
连冠——这意味着他在整个美国职
业棒球大联盟中击球率最高、打出
最多全垒打和最多击球跑垒得分。
然而，米基同时还过着一种放纵的、
滥用各种酒精物质的生活。他被查
出患有肝癌，很显然，多年的酗酒
加深了对他身体的损害。尽管他的
酒精中毒被成功治愈，但身体所受
的毒害已经太深，死亡随即到来。
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局，米基在一次
新闻发布会上，站在麦克风前指着
自己向世界声明他并不是人们效法
的 榜 样 。 他 说 ： “ 不 要 像 我 。 ” 2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世界最伟大的左
右两打的垒球击球手从万人崇拜的
英雄落入了沉迷于酒精的地步？为
什么每年都有上百万人走上这条痛
苦的路？在《圣经》中这样解释：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箴言》16章25节

滥用酒精
和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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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圣经》虽然没有命令不能沾染任何
  酒类，但是谈到了酒的危险：“酒能
使人亵慢，浓酒使人喧嚷。”（《箴
言》20章1节）不过，许多人禁酒是
出于“不想让人跌倒”的考虑：其他
人可能因效法你的榜样而跌倒。
   人都有效法别人的倾向，如果你饮
酒或使用毒品，那些效法你的人可能
会跌例，令他们的生命因此而受损。                                   

我怎样确定应不应该喝
酒？我刚信主不久，我
希望自己所做的能够蒙
神悦纳？

         英雄的挣扎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
跌倒，一概不作才好。

《罗马书》14章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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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认你无力对抗自己的依赖。

          （《哥林多后书》1章9节）

（2）知道创造你的神有能力令你康复。

       （《诗篇》71篇20-21节）

（3）顺服神的旨意。

        （《马太福音》16章24-25节）

（4）面对现实——直面真实的自我。

         （《诗篇》139篇23-24节）

（5）向神和其他人承认你与罪的抗争。

          （《约翰一书》1章8节）

（6）谦卑地接受神的帮助，改变过去的

          模式。

          （《彼得前书》5章6-7节）

（7）每天向神承认自己的过失和失败。

    （《诗篇》51篇10-12节）

（8）请求被你冒犯的人原谅。

    （《马太福音》5章23-24节）

（9）补偿你做错的地方。

   （《以西结书》33章15-16节）

（10）意识到自己做错后要及时悔过 。

      （《提多书》2章11-12节）

（11）祷告祈求神向你显明祂为你预备

             的人生道路。

      （《诗篇》25篇4-5节）

（12）关爱别人、帮助别人。 

      （《加拉太书》6章2节）

摆脱依赖 3

 要得自由必须先在属灵方面得自
由，然后才能在生理和情感上经历
自由。当你走在康复之路上时，谨
记以下建议。
（1）康复始于今天。
  （《希伯来书》3章15节）

（2）知道康复是一生的过程，不
         会一次成功。
  （《腓立比书》3章12节）

（3）每天为得胜祷告！神会通过
         祷告保护你。
  （《马太福音》26章41节）

（4）每天读经，从神的话语中获
         取力量。

（《诗篇》119篇28节）

（5）默想经文，令自己不致落入
         罪中。
  （《诗篇》119篇11节）

（6）每周参加教会的崇拜，与其
         他信徒一起成长。
  （《希伯来书》10章24-25节）

（7）与关心你的人分享挣扎。
  （《雅各书》5章16节）

（8）对神要有信心！将你跟祂关
         系的成长当作生命的第一优
         先。
  （《马太福音》6章33节）

（9）依靠基督的能力远离毒品。
  （《腓立比书》4章13节）

（10）相信永久的改变是可能的。
    （《路加福音》1章37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书》4章13节 

康复的十条
属 灵 建 议 4 

（1）不要单打独斗。参加一个毒品康复

         计划。               （《传道书》4章9-10节）

（2）不要无视你欺骗自己和他人的能

      力！               （《耶利米书》17章9节）

（3）不要跟纵容你习惯的人交往。

         （《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

（4）不要为将来忧虑。每一天与神同

          行。                （《马太福音》6章34节）

（5）如果复发，不要放弃。重回正确的

          轨道永远不会太晚。

         （《约翰一书》1章9节）

（6）康复过程中取得成功时不可骄傲。

         （《箴言》16章18节）

（7）遇到试探时不要惊讶！

         （《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

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
智慧。

《箴言》15章32节                       

脱离依赖过程中
不要做的七件事

5

跟药物依赖者
设定有益的界限

（1）放弃一切对药物依赖者的期待。

   （《诗篇》62篇5节）

（2）学习远离药物依赖者的问题，掌控

         你自己的生活。

   （《诗篇》25篇15节）

（3）将注意力从药物依赖者的行为转移

         到你的反应上。

    （《耶利米哀歌》3章40节）

（4）停止纵容对方的依赖行为（找借

          口、维护）。

   （《诗篇》50篇21节）

（5）让药物依赖者知道自己的行为对你

         和其他人的影响。

   （《以弗所书》4章25节）

（6）祷告祈求神让药物依赖者在生活中

         尝到自己行为的苦果。

        （《箴言》5章21-23节）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
由心发出。                                     《箴言》4章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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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酒精和毒品》

背 诵 金 句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
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以赛亚书》41章13节

硏读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10章有关试探的十个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