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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05/15/2016） 
 

歡迎來到 3G 小組，盼望在今天的聚會中，我們能一起學習如何面對苦毒，
進而除去苦毒，從而得著生命的自由與釋放，並經歷更美的祝福！ 

一. 讚美敬拜 

是耶穌 

讚美之泉 01-13（Ａ） 

 

你是否渴望得著那滿足的喜樂 

你是否渴望得著那永遠的福樂 

是誰能夠使你的心充滿歡喜 

是誰能夠使你的靈完全快樂 

 

哦！是耶穌！祂使我的哀哭變歡呼 

哦！是耶穌！祂深知道你我的愁苦 

哦！讚美主！祂使每個黑夜變白晝 

哦！讚美主！祂是永恆生命的主 

 

耶穌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二. 門訓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
「善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出 4－出 10） 

信息 ─約瑟哭了（創 37:2-4, 18, 23-28） 

37:2 雅各的記略如下。約瑟十七歲與他哥哥們一同牧羊。他是個童子，與他父親的

妾辟拉、悉帕的兒子們常在一處。約瑟將他哥哥們的惡行報給他們的父親。 

37:3 以色列原來愛約瑟過於愛他的眾子，因為約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給約瑟做了一

件彩衣。 

37:4  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愛約瑟過於愛他們，就恨約瑟，不與他說和睦的話。 

37:18 他們遠遠地看見他，趁他還沒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謀要害死他， 

37:23 約瑟到了他哥哥們那裏，他們就剝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 

37:24 把他丟在坑裏；那坑是空的，裏頭沒有水。 

37:25 他們坐下吃飯，舉目觀看，見有一夥米甸的以實瑪利人從基列來，用駱駝馱著

香料、乳香、沒藥，要帶下埃及去。 

37:26 猶大對眾弟兄說：「我們殺我們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甚麼益處呢？ 

37:27 我們不如將他賣給以實瑪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為他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

骨肉。」眾弟兄就聽從了他。 

37:28 有些米甸的商人從那裏經過，哥哥們就把約瑟從坑裏拉上來，講定二十舍客勒

銀子，把約瑟賣給以實瑪利人。他們就把約瑟帶到埃及去了。 

後來約瑟在埃及作奴僕，又被他主人的妻子誣陷下監，約瑟因為解開法老的夢而被高

昇，成為埃及的宰相。埃及是當時的世界超級強國，約瑟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利，可以

呼風喚雨。七個豐年之後，七個荒年來到，約瑟的老家迦南地也鬧飢荒，他哥哥們被差遣來

到埃及買糧食，前來朝見約瑟，向約瑟跪拜，約瑟如何面對這些曾經恨他、要殺他、把他賣

為奴隸的哥哥們？ 

1. 「下監三天」 ─ 整理情緒（進到裡面） 

「約瑟看見他哥哥們，就認得他們，卻裝作生人，向他們說些嚴厲話，問他們說：你

們從哪裡來？他們說：我們從迦南地來糴糧。約瑟認得他哥哥們，他們卻不認得他。約瑟

想起從前所做的那兩個夢，就對他們說：你們是奸細，來窺探這地的虛實。」（創 42:7-

9）、「於是約瑟把他們都下在監裡三天」（創 42:17） 

哥哥們首次前來，約瑟「裝作生人」、「說嚴厲話」，是一種最好的逃避方式
①
，聖經

反覆表示約瑟「認得他們」，但哥哥們不認識他，雖然面對面，但因為約瑟已經長大成

人，又說埃及話，而且高高在上，哥哥們想不到是他。 

另方面他情緒起伏，不知如何處理，所以先板起臉孔，和他們保持距離，不願意驟然

相認
②
。 

面對傷害自己的人，第一反應通常是逃避，約瑟的第一反應很正常，我們被傷害之

後，通常只有二個想法，不是讓我離開對頭，就是讓對頭離開我，反正不要讓我再遇見

他，因為太痛苦了。
③
約瑟在埃及結婚，生瑪拿西 ──「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就是

使之忘了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創 41:51）──

他要忘記過去的困苦，甚至忘了父的全家，因為只要一想到就痛苦，能逃就逃，現在他們

來了，如何面對？ 

解決苦毒，第一步是「下監三天」，不再逃跑，在主前領受光照 

當約瑟不知如何面對的時候，就把他們下在監裡三天，彼此保持距離，緩和一下自己

心裡的糾結，整理情緒，也整理思緒。「下監三天」
④
，是處理苦毒的第一步，不再逃避，

安靜來到主前，降服於主，整理自己情緒。 

約瑟來到神面前領受光照，誠實地面對自己，放下苦毒，才能誠實地面對哥哥們。  

2. 「可以存活」─ 釋出善意（做在外面） 

「到了第三天，約瑟對他們說：我是敬畏神的；你們照我的話行就可以存活……」

（創 42:18-20） 

到了第三天，約瑟再次和哥哥們說話，約瑟頭一句話就說「我是敬畏神的」，暗示我

是被神硬逼著來向你們說話，「你們照我的話行就可以存活」。 

面對傷害我們的人，這是第二步，用意志以恩慈對待，先不管情緒上我們能不能接納

對方，但願意先釋出善意，恩待對方。
⑤
 

約瑟有完全的自由來處置哥哥們，要殺要剮，隨便他說，但他選擇神的道路，放下過

去被傷害的感覺，定意以恩慈來對待─「你們照我的話行就可以存活」。 

                                                           
①當時全地鬧飢荒，許多人來買糧食，約瑟的哥哥們也來在其中，約瑟看見他們應該很驚訝，但他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與他們相

認、慶祝團團，因為他不知道如何面對傷害他的人，先選擇逃避。 
②
約瑟這時想到的，聖經說是 20 年前的那二個夢，禾捆下拜、星星下拜。雖然當年被哥哥們出賣，但神是信實的、公義的，

終於應許實現，讓哥哥們向他下拜，他終於鹹魚翻身、揚眉吐氣了。 
 

④
 「監」，呂＝看守所，思高＝拘留所，NIV=custody ，KJV=ward，非一般監獄，而是被監管的屋子──被監管三天，哥哥們

在被拘留監管，其實約瑟也在神面前被監管、被對付三天。 

⑤
約瑟從三天前的嚴厲，變為帶有恩慈的語氣，相信在這三天中，他在神面前有許多的思考與掙紮，最後把自己的心結放下，

願意遵從神的旨意，釋出善意，稍為恩待哥哥們。三天前決定哥哥們全部下監，只差一人去把便雅憫帶來，現在決定全部釋

放，只留一人下來，以保證便雅憫回被帶來，並且可以多帶糧食回家，他甚至把哥哥們買糧食的錢全數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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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苦毒，第二步是釋出善意 

必須根據意志，而非根據感覺。儘管我們不覺得對方配得我的善意，但這是主的命

令。
⑥
這是最難的一步，但是只要跨出這一步，其他後面美好的結果，都會接踵而至。神

會負責讓這個屬靈定律運行不輟，正如同地心引力定律運行不輟一般，我們要蒙福，一定

要順服。 

3. 「實在有罪」─ 體貼對方情境（看看人） 

「他們彼此說：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罪。……」（創 42:21, 22） 

其實哥哥們出賣約瑟後，心裡也很自責，過去 20 年這個罪惡感一直壓在身上，任何

苦難臨到，他們就以為是報應，以至在過去 20 年間，一直沒有平安。
⑦
 

約瑟聽了哥哥們對話後的反應──「約瑟轉身退去，哭了一場，又回來對他們說話，

就從他們中間挑出西緬來，在他們眼前把他捆綁。」（42:24）── 這是約瑟第一場的

哭，看到其實哥哥們也在受苦，他們自覺「實在有罪」，心裡也不好受，這緩解了約瑟的

對哥哥們的苦毒，因為他開始體會哥哥們心中的苦。 

解決苦毒，第三步是體貼對方情境，進入對方的處境中。 

我們被人傷害的時候，我們不會問「別人為甚麼如此做？」，也不會在乎別人心裡感

受，但我們必須學習進入對方的情境，體貼對方，瞭解對方的處境。 

在婚姻當中，我們是否看到那脾氣不好的人，其實也是受傷的人，看到別人背後的原

因，就能釋懷。
⑧
 

耶穌在十字架上為釘祂的人禱告──「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

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路 23:34）── 對方既出於無知，我就能

原諒。 

後來哥哥們第二次來糴糧，帶便雅憫來，約瑟看見他，愛弟之情發動就哭了第二場。

筵席後打發他們回去。但事前約瑟吩咐家宰設計便雅憫留下來，猶大就向約瑟大膽懇求，

因為他曾向父親保證會帶便雅憫平安回家，因此要求替便雅憫留下來終生為奴，約瑟必然

想到當初也是猶大救了他，沒讓他被殺，而用賣為奴隸的方式救他的命，這就讓約瑟崩潰

了… 原來哥哥們也並非那麼壞呀！ 

4. 「是神差我」─ 體貼神的美意（看看神） 

「……『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就是你們所賣到埃及的。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

裏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創 45:1-5） 

這是約瑟第三場哭，弟兄們相認，他「放聲大哭」，遠遠都聽得見。他不僅看到猶大

甘願代替小兄弟為奴，愛弟之情發動，更深深理解到神的大能與智慧，讓整件事情從咒詛

變為祝福。 

「是神差我」，這是一個新的眼光，約瑟看見神能化咒詛為祝福，所以弟兄們的惡，

其實可以成就神的善，如今他成為宰相，所以實在不必計較。若非先被賣，今天大家都在

飢荒中無法活命。神用約瑟的困境，不僅拯救了雅各全家，也拯救了全埃及，免於飢荒亡

國。接下來，他與哥哥們完全和好 ──「他又與眾弟兄親嘴，抱著他們哭，隨後他弟兄

們就和他說話。」（創 45:15） 

解決苦毒，第四步是體貼神的美意 

我們被人傷害的時候，可以用另外一個眼光，實際上神允許這些事臨到我們，是對我

                                                           
⑥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 5:44）「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

福，不可咒詛。」（羅 12:14） 
⑦
在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所寫的「猶太古史」中（Antiquities of the Jews, by Flavius Josephus），講到自從約瑟被

賣，雅各整天悲傷，家道日漸衰弱，哥哥們也覺得痛苦（卷二 6:3）。 

⑧在衝突當中，Ａ有Ａ的傷害，B 有 B 的傷害，我們若只看自己的傷害，就永遠沒有交集，但若Ａ看到 B 的傷害，B

看到Ａ的傷害，大家能瞭解別人受苦的部分，就容易放下自己的傷害。 

們有益。不一定可以馬上看到，就如約瑟，等了 20 年才看到，有時我們這輩子都無法理

解，只有一天見主面的時候，才能明白。在不明白時，需憑信心接受。後來約瑟把父親雅各

從迦南地接來，父子重逢，是第四場哭（創 46:29）。17 年之後雅各離世，經歷第五場

哭。父親死後，哥哥們又懷疑，約瑟對他們好是看父親的面子，現在父親死了，約瑟會不會

秋後算帳，反目成仇？就託人去見約瑟，說父親在世的時候曾要哥哥們轉告約瑟，要約瑟繞

恕他們的過犯。 

約瑟的反應是 ──「約瑟就哭了」（50:17）
⑨
 

他已經早就完全饒恕了，但哥哥們還背著罪咎，總共 39 年──從他 17 歲被賣，到 30

歲作宰相，再經過７個豐年，二個荒年（45:6），最後雅各搬到埃及 17 年（47:28）約瑟

說「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就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叫他們不要害怕，並且保證會養活

他們和他們的家人。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 

 本週分享： 

１. 當你面對傷害過你的人，第一反應是甚麼？ 

２. 你曾否強迫自己面對被傷害的事實，選擇不再逃避，因而從苦毒中得釋放、得

醫治？甚麼力量讓你走出來？（或甚麼讓你走不出來？） 

３. 你是否曾經祝福你的對頭，至使對方改變，你也因而蒙福？ 

４. 「看看人」── 其實傷害你的人可能也在受苦。你是否因此而比較容易釋

懷？為甚麼？請分享。 

５. 「看看神」── 你曾否從更高的角度來解讀所受的傷害，看出神有美意在其

中？請舉例說明。 
 

 
 

 
 

 禱告時段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 

1. 歡迎多多邀請親朋好友及主日崇拜訪客來參加 3G小組活動。 

2. 小榮光品格營將於 6/13-17（週一至週五）每天 9:00am-2:30pm 在

教會舉行，孩童 6-11 歲有興趣參加者請向瑞華報名，每位孩童$90，同

行兄弟姊妹每位$80。 

                                                           
⑨
 50:16-21「他們就打發人去見約瑟，說：「你父親未死以先吩咐說：『你們要對約瑟這樣說：從前你哥哥們惡待你，

求你饒恕他們的過犯和罪惡。』如今求你饒恕你父親神之僕人的過犯。」他們對約瑟說這話，約瑟就哭了。他的哥哥們

又來俯伏在他面前，說：「我們是你的僕人。」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

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

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 

 

    分享完畢，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的「成長目標」 
（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回來向大家分享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