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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照顧、餵養

他們吃了了早飯，耶穌問⻄西⾨門．彼得：「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更深嗎？」他回答：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小⽺羊。」耶穌第⼆二次⼜又問他：「約

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牧

養我的⽺羊。」耶穌第三次問他：「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問

他：「你愛我嗎？」就憂愁起來來，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約翰福⾳音廿⼀一：15-17，聖經新譯本）

有效益的失敗

1. 認清事實：每個⼈人都會失敗，所以重點應該放在要往哪個⽅方向失敗。

1.1.如果是因為出於對耶穌基督真誠的愛⽽而失敗（⽬目的正確），則不算失敗。
1.2.如果失敗的⽅方向是正確的（⽬目標正確），則不算失敗

2. 不常成功的原因是因為太過於執著在不想失敗的念念頭上。
3. 在錯誤的⽅方向上成功，不是真成功。
4. 領袖⼩小組的聚會能讓參參與服事的弟兄姊妹有機會分享及討論事奉當中所碰到的困難、
挑戰、試探、及壓⼒力力，並幫助同⼯工們對⾃自⼰己負責。

5. 認錯是饒恕及釋放的開始：道歉，請求原諒的話語能讓我們得饒恕，⼼心裡得釋放。

解決衝突（conflict）
關於衝突的⼀一些⾦金金句句

• 「過路路的⼈人被激怒，去⼲干涉與⾃自⼰己無關的爭執，就像⼈人揪住狗的耳朵。」（箴⾔言廿
六：17，聖經新譯本）

• "Conflict i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ffering expectations, purposes, goals, values, 
or desires; and/or the competition for limited resources."

• “The health of any given system, be it an individual, couple, or group, can be seen as 
a function of its ability to negotiate conflict” (Heitler).

• “Listening and mediation skills are great and understanding personalities and social 
systems is also helpful. However, skills are not enough. I once was part of a team that 
had excellent skills, but we couldn’t pray together. That visit produced the least 
satisfactory outcome of my experience with conflict-resolution teams.”

• (Roy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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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you swim in the ocean, you get attacked by sharks and guppies. Don’t worry 
about the guppies” (Bill Hybels).

• “We expect disagreement – forceful disagreement. Unity isn’t the word we use to 
describe our relationships. The popular concept of unity is a fantasyland where 
disagreements never surface and contrary opinions are never stated with force. 
Instead of unity we use the word community” (Bill Hybels of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1. 認識⾃自⼰己：Johari Window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ari_window）
2. 認識⾃自⼰己以及他⼈人喜歡衝突⽅方式。

3. 管理理衝突的技巧
3.1.認識你⾃自⼰己對衝突的感受。知道⾃自⼰己的「地雷」在哪裡，曉得哪些話語或動作會
引發你的情緒。⽬目的是幫助更更能控制⾃自⼰己的情緒。重點：你不可能控制全世界的

⼈人都不去踩你的地雷，但你可以控制⾃自⼰己不要爆發。

3.2.有參參與感的聆聽。不只聽對⽅方所說的話，更更要試著去了了解對⽅方真正的意圖。只聽
對⽅方的話語的時候，很容易易變成雞蛋裡挑骨頭。仔細聆聽是恩慈的表現，不要在

聽的時候，只想著⾃自⼰己接下來來要說的話。有參參與感的聆聽需要專注⼒力力，和肢體語

⾔言的配合，才能讓⼈人感到受尊重，以及你對對⽅方的關懷。

3.3.相互合作，以找出解決衝突的⽅方式。⼤大部分的⼈人⾯面對衝突時，不是選擇開戰，就
是選擇逃避。真正好的⽅方式是⼀一起合作，列列出所有的事實，並⼀一起腦⼒力力激盪，列列

下所有可能解決爭議的⽅方式。討論這些⽅方案的優、缺點及可能的結果。

4. 放下想贏的⼼心態，⼀一⾯面禱告，⼀一⾯面找尋求雙⽅方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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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檢視⾃自⼰己⾯面對衝突的⽅方式：如果你的⽅方法⾏行行不通你就不開⼼心，⽽而你情緒讓問題更更
複雜，那麼你最好想⼀一想如何改變你⾯面對衝突的⽅方式。

4.2.說出你的需要，並定義問題的核⼼心。對事不對⼈人。不要只是說你認為應該解決問
題的⽅方式，把重點放在真正的需求。

4.3.⼀一起帶著開放的⼼心態來來討論如何達到雙⽅方的需求。
4.4.根據討論的結果，分配各⾃自需要負責的⼯工作。並且⼀一定要執⾏行行。

5. 幾個尋求和好、和平的建議
5.1.下決⼼心主動去解決爭端。主動出擊的⼀一⽅方，比消極等待的⼀一⽅方更更有優勢。
5.2.事先想好可能同時滿⾜足雙⽅方需求的解決⽅方案，但還是要留留著討論空間。切忌腦袋
空空的去。

5.3.找⼀一個對雙⽅方都⽅方便便的時間和地點來來進⾏行行溝通。
5.4.發⾔言的時候不要拐彎抹⾓角，把重點說出來來。請注意，不拐彎抹⾓角不代表情緒爆發，
⽽而是說出你真實的想法。期盼最後能解決問題，不是要給對⽅方好看。

5.5.千萬不要貶低任何⼈人。
5.6.解釋與這件事有關的來來龍去脈及背景，儘量量讓對⽅方明⽩白你的立場，但不要變成情
緒發洩，或反複講到同⼀一主題。

5.7.雅各書⼀一：19-20 說「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
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把對⽅方的話聽

得越清楚越好，仔細體會對⽅方的⼼心情，了了解對⽅方的需要。先評估過⾃自⼰己的回應後

再發⾔言。

5.8.溝通時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用別⼈人的外在表現來來評斷別⼈人，卻⽤用⾃自⼰己的本意（出
發點）來來評斷⾃自⼰己。（we judge another on the basis of his or her behaviour 
while we evaluate ourselves on the basis of our intent.）試著去了了解，並欣賞對
⽅方的出發點，並留留意⾃自⼰己的外在表現是否會讓對⽅方誤會。

5.9.⽤用 SOLER 肢體語⾔言來來讓對⽅方覺得你再仔細聆聽。
5.9.1.Squarely facing the other ⾯面對對⽅方
5.9.2.Open body posture 開放，非防禦性的肢體動作
5.9.3.Leaning towards him or her ⾝身體微微向對⽅方傾斜
5.9.4.Eye contact 眼神交接
5.9.5.Relaxed 放鬆

5.10.完全解決爭端，所以不要急著⽤用⼀一次討論就完全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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