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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姊平安,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中面對一個非常特別的時刻，非常

艱困的時刻。基督徒的禱告難道只是求上帝消除瘟

疫 , 感動執政者平息動亂，帶給世界和平嗎？ 難道我

們能做的只是被隔離在家，無法動彈嗎？ 

你可以或需要做什麼？「保羅在 2:12 說：「從上帝來

的靈，叫我們能知道上帝開恩賜給我們的事。」- 麗真 

摘錄自蔡牧師講章 8/9/2020 -「奇妙的生命旅程」 

 

瘟疫，讓你找出埋藏已久的同理心; 當你被別人, 對你的同理心, 觸動你時，你也會有機會問自己: 

我能為別人做什麼? 

 

同理心是一種生命的內涵，是一種需要花時間培養的品格。在疫情蔓延時，我們如何培養同理心?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盼望不至於落空…”(NET 羅馬書 5:3-5) 

1.  患難生忍耐 

這提醒我們，面對災難般的疫情，我們必須先挖掘到生命的禮物, 忍耐。 

我們被病毒訓練耐心: 不出國旅遊的耐心，不找三五好友聊天聚餐的耐心，忍住不去百貨公司周年

慶刷卡的耐心，不去海灘曬太陽曬恩愛的耐心，等重回教堂做禮拜的耐心, 因為業績下降願意接受

與同事共體艱難艱的耐心，被受自主管理時足不出戶的耐心，還有排隊買口罩時，等待緩慢隊伍

的耐心等等的反常生活。 這個過程常常是被動的，不只是病毒帶來的限制讓我們不得不生出耐

心，你生命中每一個打亂你原先步伐的「患難」，都在上帝的巧手中，成為訓練你挖掘出耐心的

人生寶貴課程。 

2. 忍耐生品格 

一旦你開始習慣在生活中有耐心，你才有時間駐足去思想別人的處境，去感受別人的恐懼，去體

會別人的辛苦。這種體察別人生命痛苦的品格模塑，或許我們可以粗略的把它分成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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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憐心(pity): 我知道你的痛苦。 (I acknowledge your suffering.) 

我們從疫情的開始身心就感受許多的激情和面對現實, 慢慢知道戴口罩的重要，知道染疫可能的

可怕結局，知道前線有防疫人員在幫你擋子彈，知道群聚及密切接觸的可怕，知道打噴嚏不遮

蔽可能會害人生病，知道這場戰役不是短期就能結束的痛苦。這些是觸情可憐心的開始。 

(b) 同情心 (sympathy): 我關注你的痛苦。(I care about your suffering.) 

同情是站在你的位置，對身陷在痛苦泥沼中發出吶喊，表達你對對方的關切，但是此時我們並

沒有換位思考，這樣雖然比上一個層次, 可憐心更有情感的投入，但是對當事人可能沒有幫助，

反而帶來沮喪，讓對方更難受。 

我們在遇到傷心難過的朋友時，如果只是貼張加油的貼圖給他，或者說「別想太多」，「不會

那麼嚴重啦!」，「節哀順變」，甚至是「我為你禱告」，這些都表達了我們的同情心，但是也

有可能讓對方感受到的只是個遙遠距離的同情! 

(c) 同理心 (Empathy): 我感受你的痛苦。(I feel your suffering.) 

同理心是從我們與人的關係中，去體驗作為一個人的感受。 殘酷的疫情讓我們深刻體會了一件

事，那就是我們生命中的孤單感，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種感覺。我們在似乎被要求保持距離的氛

圍中，發現我們生命的可貴在於我們需要彼此，我們需要活在互相關係中才有意義的存在。 

疫情蔓延的時刻，會讓我們渴求雙手被緊緊握住的溫暖，渴望哭泣時有那願意拭去臉龐淚水的

那個人出現在身旁，會讓我們期待可以真實擁抱我們所愛之人的時刻來到。這是一個激發你生

命中同理心的最佳時刻! 

基督教信仰讓我們深深著迷的奧秘，就是那位掌管萬有的上帝，為了同理你我的感受，成為人

的樣式，用無助嬰孩的方式來到這世界，用那雙創造宇宙的手，牽起每一個因為痛苦與死亡恐

懼轄制而感到無助的手。聖經中最短的那句經文: 「耶穌哭了!」(約翰福音 11:35)，就是一個表

達祂願意進入我們生命最黑暗的痛苦，以同理心讓我們感受衪的愛。 

瘟疫，可以讓這個世界變成地獄 – – 如果我們失去了同理心。俄國文學大師杜斯妥也夫斯基的

大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在 (The brothers Karamazov) 裡的這段簡單的答問: 

「什麼是地獄?」西馬神父提出發問。 「地獄就是沒有能力愛人的那份苦。」 

(d) 憐憫心 (Compassion): 我承擔你的痛苦。(I want to relieve your s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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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Compassion)這個英文字，代表 Com(一同)加上 Passion(受苦)，這是犧牲的愛，是一

種甘心樂意為人承擔痛苦的愛。這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為人的罪惡付上生命代價的愛。這

樣的愛不僅是願意而已，還必須要有能力。在疫情當中，我們也能一瞥這世界許多角落，這

種承擔痛苦最高等級的展現。 

當一個年邁的義大利神父自願放棄使用呼吸器的權利，把呼吸器留給比他年紀輕的人，我們

看見這樣的憐憫。 當我們看到有些退休的醫療工作人員，甘冒生命危險回到對抗病菌的戰場

拯救病人，我們看見了這世界最美麗的身影。 

3. 品格生盼望，盼望不至於落空 

疫情何時能結束? 公衛學家的推算是，安全有效的疫苗，誕生的那一天。但是過去的經驗告訴我

們，研發一種疫苗，可能是一年以上，甚至到十年都有可能。人類現在的困境是，對於新冠病

毒，我們對它了解太少，就急著想要去打敗它。 

何時疫情得以控制到 恢復接近我們認為「正常生活」的時刻? 就是當我們有能力挖掘出, 上帝透過

疫情，送給我們的這份大禮: 同理心時: 我們就會從絕望與悲觀中，產生重新來的盼望。在經歷了

這場世紀大患難後，人們需要重新選擇信念，才可以改變經歷含意所產生的教訓。 

這場痛楚是場馬拉松，當我們察覺自己鞋子裡裝滿砂石，卻得繼續忍痛跑步下去時，當我們也感

受別人穿著痛楚的鞋艱辛邁步時，我們在彼此回望，在為對方加油打氣的眼神中，找到了繼續跨

步的勇氣，盼望終將有一天我們會一起跑出這黑暗的隧道。當我們有盼望時，我們就會迎來疫情

結束的那一天! 

接下來，玆提供下列三個，在疫情中可以幫助你，培養同理心的操練: 

1. 尋找 (心): 傾聽情感 

每天花一點時間，傾聽與你同住的家人，對你說的話。問問他們，今天有哪些情緒呢? 觀察一

下他們和你談話時，他們的手勢，眼神，肢體語言透露了什麼情感? 伸出你的雙手，擁抱不需

隔離或檢疫的家人，感受一下他們身體的溫度,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未來還有幾次擁抱他們的

機會! 

打電話關心你的父母，配偶的父母，以及你所認識的孤單長輩。年長者的焦慮與恐懼在此刻，

格外需要你的同理心，問問他們，需要你為他們做什麼? 

問候一下你所認識的醫療工作人員, 告訴他們，你對他們的感謝與支持。如果很難體會他們的感

受，你就除了吃飯喝水，形影不離的戴著口罩過一天，然後告訴他們你的感受。 



4 

 

2. 尋找 Li (理): 換位思考 

當你看到一則疫情相關新聞時，嘗試站在當事人的位置，問問自己: 如果我是他，我會有什麼感

覺? 我感到憤怒嗎? 我感到委屈嗎? 我感到害怕嗎? 如果你是敦睦艦隊的隊長，你的內心會有那

些吶喊與掙扎? 如果你是收到簡訊，被通知你可能有近距離接觸到確診患者的可能，你會有什

麼想法與決定? 如果你是那個因為買不到口罩而抓狂的民眾，你心裡真實的渴望是什麼?  

 

3. 尋找 (同): 認同行動 

如果你感受到防疫人員的辛苦，你可以採取怎樣的行動，來表達對他們的支持? 如果你發現你

周圍的朋友正面對經濟的重大困難，你可以採取什麼行動? 如果你知道某位親友正在生病的當

下，你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他? 例舉:  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在他的同事因故必須居家隔離的時

刻，為他需要上學的孩子接送了兩個星期。有許多認同的行動，看起來都是你我有機會做得到

的! 

這個挖掘到同理心的尋寶過程，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在羅馬書 5:3-5)聖經這段智慧話語的最

後提醒了我們: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你看見了嗎? 在現今這個每天死亡人數不斷攀升的悲慘世界中，你之所以能夠經驗到，被動的產

生耐心，然後慢慢挖掘到同理心成為你內在的品格，以至於可以持守等候不致落空的盼望實現的

那一天來到，這個過程是一個上帝賜予愛的發現之旅，是一段領受澎湃能力的驚奇體驗，也是一

個發現自己也被主動尋找我們的上帝, 同理與接納的歷程。 正如電影“悲慘世界”裡，最後那句

鏗鏘有力地宣告:“真誠愛人，便能一窺上帝的面容。” 

我也懇切地為你祈禱，在這個疫情依然蔓延的悲慘世界裡，你也有機會，一窺上帝的面容。-- 麗真

摘錄自基基督教論壇報 4/28/2020, 劉銘恩醫師 – [瘟疫，讓你找出埋藏已久的同理心] 



5 

 

【愛家】 

• 愛家團契星期五晚間聚會 8:00 -10pm via ZOOM: 

• 8/7, 8/14, 和 8/2, 查經: 哥林多前書，由玉貞姐帶領 

• 8/28, 分享禱告會 

• https://us02web.zoom.us/j/81857682676?pwd=ZFNMRFJSS2F4WEh4bmUyVjFGNi

9tQT09 

• 可愛小羊組 : 家中孩子是國小以下;  負責人: 政穎 chengyinlin1201@gmail.com 

• 青春羚羊組: 家中有孩子是 國中以上的家庭;  負責人: 雅麗 Yalipi@hotmail.com 

• 愛家團契的網頁：http://ctpchurch.org/lovefamily/ 

【豐盛】  

• 查經討論分享: 週五透過網路聚會 

o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mwalyUM1QSw0uBuDJepwis1l0RpG

vjPgc1jJjf5SAfg/edit?usp=sharing 

【雅歌】  

• 8/8, 8/22 查經討論分享: 雅歌書, 文禮兄帶領, Via LINE  

• 8/22, 舉辦 PNC 尋找 EM Co-Pastor 的意見調查座談會 

• 欣賞並享受，神給我們（將來預備成為 羔羊的新婦）這卷愛     的情歌（雅歌） 

【琴鼓】 

• 8/15, 查經討論分享: Genesis 25, 鎮山兄帶領; Via WebEx 

• 8/19, 舉辦 PNC 尋找 EM Co-Pastor 的意見調查座談會 

• 8/26, 查經討論分享: Genesis 26, Stephen 兄帶領; Via WebEx 

【EM 】  

• On Saturday, August 8th, our virtual bible study groups met and finished up the 

last bible study in the “Gospel Centered Life” series with a study on “conflict.”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EM happenings, please contact Martin at 
em.fellowship@ctpchurch.org to be added to the weekly newsletter!   

 

 

 

各 團 契 近 況 簡 報 

https://us02web.zoom.us/j/81857682676?pwd=ZFNMRFJSS2F4WEh4bmUyVjFGNi9tQT09
https://us02web.zoom.us/j/81857682676?pwd=ZFNMRFJSS2F4WEh4bmUyVjFGNi9tQT09
mailto:Yalipi@hotmail.com
http://ctpchurch.org/lovefamily/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mwalyUM1QSw0uBuDJepwis1l0RpGvjPgc1jJjf5SAf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mwalyUM1QSw0uBuDJepwis1l0RpGvjPgc1jJjf5SAfg/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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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日禮拜上午十時請用個人電腦或智能手機點入教會提供的 live stream 網址一起同時禮拜, 

live stream 網址如下: ctpchurch.org/live. 

2. 小會經過討論後，決定禮拜方式暫時維持網路現狀，俟九月初審酌疫情後再作決定。 

3. 10/3, 提名委員會完成長執提名作業 

4. 10/25, 和會選舉新年度長老及執事 

5.  Newsletter 預定每月第四週刊出，如有任何消息，關懷，分享請在第二週告知。 

 

 

 

 

 

 

 

 

 

 

 

 

 

 

 

 

 

以便以謝 以馬內利! 

團契交誼長執: 麗真, 玲悅, Martin 

團契同工: 怡君姊和政穎姊(愛家團契), 姿瑜和承瑾(豐盛團契), 婉后姊錦龍兄(雅歌小組), 榮震兄(琴鼓小組),米玉姊和慧薰姊(婦女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