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危機

● 為甚麼這些問題會發生在我孩子身上？

● 當孩子面臨危機時，如何以積極的態度回應？

● 如果女兒未婚懷孕，你該怎麼辦？

● 如果發現孩子吸毒，該怎麼辦？

● 裝備孩子面對酗酒風尚

● 幫助女兒走出被強暴的陰影

● 為何青少年孩子吸煙？

● 與厭食症奮戰

● 何時需尋求外界的幫助，從何尋起？

沒有任何人家的兒子或女兒是在無菌實驗室中撫養長大的，我

們所生長的世界，充滿了墮落、破碎文化的細菌。今天許多存於世

界上的邪惡，是聖經時代所不曾有的，另外還有許多是以前從未如

此盛行的。而那些帶著催化潛意識的信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到處

擴散，各種藥物與酒精濫用的情形，都是今日社會獨特的現象。即

使如此，聖經中的原則仍對我們的生活很有助益。一個植基於聖經

原則及充滿關愛的家庭，能成為今日社會錯亂的解藥。



當家庭面對危機時

■侯沃德 David Howard

當我們的小兒子離開神，那是最令我傷痛的事了，問：「為甚

麼會是我的孩子？」是很自然的事，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我從沒

想到這種事會發生，我也從來沒想過，自己要面對這種情形。

那時對我幫助最多的，就是聖經中的約伯記。在整本書中，約

伯跟他的朋友都一直在問問題，只是約伯找不到答案。甚至在三十

八到四十一章，當神開口說話時，祂也沒有回答過任何一個問題，

反是問了更多的問題。

約伯記使我學到，有時候神並不回答我們的問題。有幾次我的

確無法從神那裏得到關於兒子的答案，或許神並不要我知道答案，

又或許那是神計畫中的一部分吧！

神知道祂對約伯做的是甚麼，只是祂不曾告訴約伯。神要約伯

對祂忠心，即使他不明白神在做甚麼。有好多次，我也只能接受那

是神在我們家作工的方式，而我的本分，也像約伯的一樣，就是忠

心到底，不論情況如何都要緊緊抓住主。

作父母的如何才能脫離「為何是我？」或「為何是我孩子？」

的心情，而繼續往前邁進呢？我們有以下一些建議：

第一，要相信神的至高主權。神是神，祂是至高掌權者，祂沒

有任何義務要給我們答案。神或選擇回答，或選擇不回答我們的問

題。即使祂不回答，我們仍應緊緊地抓住祂。

第二，即使我們並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神知道，祂完完全全

了解我們的景況。這也是約伯最美好的品格之一。在約伯所說的話

中，很多都是很消極的，但是他也說了一些積極的言詞，就是當他

說：「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神……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

那裏；往後退，也不能見他。他在左邊行事，我卻不能看見；在右

邊隱藏，我也不能見他。」（伯二十三：3，8 9）
但是約伯接著說：「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後，

我必如精金。」（伯二十三：10）當我讀到這裏時，心中很得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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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在那一切的事上，我可能無法知道神在哪裏，也無法知道祂的

作為。但祂知道我在哪裏，祂也知道我所行的路。

要把這樣的知識應用在自己的生活中，真是很不容易。我只有

一再地回到聖經，並且執著地相信自己腦中所理解的是真確的，要

在感情上接納這些真理，的確很困難，但是當我不斷地提醒自己，

神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時，也就慢慢地能接受了。

如何繼續接納孩子是另一個重點。這不是說，要接納孩子所做

的一切，而是指接納孩子本身是我的兒子（或女兒），並且要讓他

知道我接納他。對於神，我必須接納祂本身是一位怎樣的神；同樣

地，我也得接納孩子，因他是神賜給我去愛的。

即使在父母不能再為孩子做甚麼的時候，他們仍能愛他，接納

他。我常常這樣對孩子們說（不管他們愛不愛聽）：「我們希望你

們知道，這裏永遠是你們的家。不管你們將來是好是壞，我們都是

你們的父母。在這裏，你們永遠會被接納。」

與本段有關文字

第一冊第二章 神從來不會錯

第一冊第二章 如何成為有自信的父母

第六冊第二章 面對孩子任性所帶來的痛苦

■卡尼 Glandion Carney

在面對家庭危機時，我們需要定下心，冷靜下來，並盡量從各

方面收集資料，以期作出正確的決定。危機會帶來緊張，以及兩極

化的情況，有時它會促使家人和好，有時則使家人反目。

在面對危機時，父母最理想的反應是甚麼？父母如何幫助青少

年孩子一同面對危機呢？而整個家庭又該如何安然度過這一切呢？

首先，我想父母應有的反應，是先不要把危機當作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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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記得神比任何危機都大，祂自然會幫助我們度過。在危機中，父

母對孩子、鄰坊或他人所講的話，正是見證神掌權的機會。神的至

高主權在運行，父母應全心相信這一點，且能根據聖經所說神的屬

性，作出合宜的反應。

那就好比說，總統在全國電視廣播上宣布，國家正面臨到危

機，但我們有「辦法」應付。身為基督徒，我們亦有「辦法」對付

危機，那「辦法」就是神。我們應倚賴神，信靠祂在我們生命中的

至高主權。雖然這並不會使危機減少，但肯定神的掌管，就能舒緩

一些緊張氣氛，或者至少給了我們一個穩固基礎來面對緊張。

無論是吸毒、酗酒或懷孕等青少年危機，若父母自己先尋求輔

你的孩子是壞孩

子嗎？

■青年歸主編輯室

報章雜誌上充滿了青少年吸毒、婚前性

行為、喝酒、自殺及各種現代瘟疫的報導，

而對此關心的父母，他們的自然反應就是擔

心憂慮，於是讓「不知道我兒子有沒有涉

入？」或是「我怎能送我的孩子到那個發生

了這麼多可怕事情的高中呢？」這類問題塞

滿自己腦中。

當然，在這些憂慮中，有些是有根有據

的，到處的確是充滿了壓力、問題及試探。

但大部分的「好」孩子，卻不像我們所想的

那樣子會受這些事的影響。

「但是，如果我的孩子染上了壞習慣，

我怎能知道？」

這個問題很貼切，但答案卻不簡單也不

容易。下列是所建議的一些原則：

1. 了解你的孩子。這意味著花些時間與
他在一起，培養彼此穩固的關係。

2. 作他的模範。家中不應有雙重標準。
如果孩子看到媽或爸找酒尋樂，或用以鬆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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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將有利於幫助孩子面對這些危機。特別是在面對一些嚴重危機

時，父母通常會變得很情緒化，彷彿那代表著他們自己的失敗似

的。此時若找個人談談，不管是牧師、密友、還是基督徒心理醫

生，都會有幫助。態度應坦白、誠實，試著從別人的輔導中聽到神

的聲音。當然，同時也應甘心等候神的帶領。

然後遲早父母得直接詢問孩子。但最重要的，是如何問與何時

問。或許你得等個一、兩週，在這段時間裏，可以考慮送孩子去祖

壓力，或逃避問題等，那麼就別期望孩子不

喝酒。

3. 要在愛中帶著堅定的態度。當孩子進
入青少年期時，花幾個小時好好地與他們談

談你的價值觀、原則及規矩，及他們對你可

有的期望。讓他們清楚了解，你的愛是不變

的，但在必要時，你也一定會處罰他們。

4. 鼓勵坦誠溝通。坦誠地分享你每天的
掙扎。當他們打開心門，分享某個問題或罪

時，應視此舉為寵遇，並在他們無助時提供

保護。（不要將之用在以後的爭吵中，也不

要讓它腐蝕了你對他們的信任。）

5. 建立對孩子的信任。在未證實犯規之
前，先設想孩子是無辜的。不要因為一時聽

信謠言，就加以責怪。

6. 下工夫作研究。讀有關的刊物，參加
專題演講，積極參與「預防小組」活動及家

長會，並與其他父母談談。

7. 利用社區資源。例如學校老師、各種
「熱線」、危機處理中心、輔導機構、戒酒

機構，及其他能提供紮實的輔導與消息的來

源。沒有任何父母能清楚了解所有問題的所

有徵候，但是這些專家能夠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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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或叔伯、姨媽家幾天，給自己一些時間空間來整理思緒。如果

父母在危機發生時，馬上就處理，我想，他們很有可能會說些事後

叫自己後悔的話，而傷害了自己，或孩子。

在考慮過一段時間之後，要表現地像個成熟的大人，好好坐下

來面對問題。不要害怕說出你的失望、傷心，以及只有等待時間來

醫治的事實。但也要對孩子清楚地表明，你希望能從掙扎中找到一

些答案。

危機可以帶來正面的影響，孩子也許可以因經歷了危機而學到

教訓，或從你克服危機的榜樣中學到功課。這在以後的年日中，有

可能繼續不斷地影響孩子，使他變得更好。

是甚麼造成危機？

當我們對生命中的試煉無計可施時，就造成了危機。例如，當

孩子做了某些事，使你覺得大概沒有甚麼辦法可處理的時候，便是

家庭面臨危機了。這些都是你事先從未想過的。當然，有些家庭是

天天生活在危機中――隨時總是有人犯錯，但這是例外。

一旦開始養育孩子，我們作父母的就應有面對危機的心理預

備。我不是要你緊張兮兮地走來走去，口中喃喃自語：「危機，危

機！」但是，我們都應培養出一種心態，告訴自己：「如果危機來

臨，我要泰然處之。在神的幫助之下，我要試著處理。」

這好像是車上自動加速器的控制鈕一樣，當車子開到某個速度

時，我們按一下鈕，就可以省油，也可以減少引擎的耗損。同樣，

你也應告訴自己：「在這世界上，我們都會遇見困難及試探。我早

晚也需要面對這些，那麼到時我會如何處理呢？」這樣的心態，能

減少你身、心、靈各方面的耗損。

舉個例說，在我牧會期間，曾有個母親打電話給我，因她在兒

子房間裏找到一些避孕用具。這對她而言是個危機，我們談了一

下，我告訴她，要試著去了解她兒子的生活環境――他的家庭生

活、他的學業以及朋友的影響等等。然後我對她說：「把你認為妳

所教養他的基督教道德責任寫下來，再想想你對他的要求。你得讓

他知道你並非故意去偷看，你並沒有特意去找你所看到的那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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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你不過是碰巧找到而已。」

「如果他繼續違規，我想，到某個程度，你也只得放棄。孩子

大了想做甚麼就會做甚麼。雖然這樣說聽來很冷淡、殘忍，但是，

他們也的確有自由做他們想做的事。」

我想不出有哪個家庭是從未經歷過危機的，危機是這個墮落世

界真實生活中的一面，但即便是在最糟的情況中，神也能帶出好的

一面，特別是在促進靈裏的成熟及家庭合一這些方面。

平常就應與教會的青少年牧師多談談，彼此建立起默契，以便

危機產生時，能放心與他談談家庭隱密的問題。經歷過危機的父母

們，可以成立個小組，一同分享彼此的傷痛及懊惱。大家應彼此坦

誠交通，多看些書，並為將來預作計畫。

與本段有關文字

第一冊第二章 找個肩膀靠靠

第六冊第二章 面對孩子任性所帶來的痛苦

第六冊第三章 何時應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費爾蒙 David Veerman

克石是在一個嚴格的浸信會家庭長大的，家中絕對不准喝酒。

上高中時，他在足球場上屢戰屢勝，給了他賽後與隊友慶祝的理

由。他因此開始養成了喝酒的習慣。

「我覺得很糟糕，」他吐露說：「其實我並不想喝酒。若爸媽

發現我喝酒，他們會把我打死。」

根據一份最近的調查資料顯示，美國至少有二千四百萬的高中

生喝酒，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孩子經常喝，而五分之一的高三學生

承認，每週至少醉酒一次。在校園中，酒精是最泛濫的毒品，甚至

超過大麻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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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結果真是令人心驚。「更美家園」（Better Homes and Gard-
ens）雜誌報導，因酒後駕車肇事的結果，每年至少有四千青少年
孩子死於車禍，另有四萬個孩子受傷。

青少年飲酒的惡習影響了大部分的美國家庭，其中也包括許多

基督徒的家庭。

孩子們從父母的言行或電視上學到，喝酒是美國社會頗能接受

的一種風俗。時下的各種笑劇多以飲酒為笑料，廣告也不斷地宣

傳，戲劇則將之神化，脫口秀主持人則與來賓一同笑謔自己的酒

宴，就算是最嚴謹、不喝酒的家庭，也無法使孩子與這現實隔離。

這些被標榜為「大人的」酒類飲料似乎充滿著神祕及刺激感，以致

引起孩子們的好奇。

那麼基督徒父母該怎麼辦呢？我們應採取的步驟可分為兩方

面：防患未然與對應措施。

要裝備孩子面對嗜酒的社會，首先作父母的應當自問：「我的

生活所傳達出來的，到底是甚麼樣的信息呢？」無論父母在口頭上

怎麼教小孩，言教總是不如身教。

年紀愈長，我就愈發覺自己和父親是多麼地相像。當我管教孩

子時，口中也會很自然地說出一些我自己覺得很熟悉的字句，那都

是我小時候聽過不知多少次的話，卻從沒想過會從我口中冒出。我

的父親曾是我生活的表率，也是我惟一在行為上見證到的父親。我

知道我的孩子會學我的樣，這個循環會繼續下去，所以為人父母實

在是個非常大的責任。

如果你需要藉喝酒來放鬆自己，或麻醉自己，那麼，你也不要

奇怪，自己的孩子到了時候也會開始喝酒。如果我們還指望孩子們

比我們正直或是更屬靈，那我們就太假冒為善了。

馬提的見證就是一個好例子，他的媽媽及家中的兄弟們，曾經

無助地看著酗酒的父親離家庭愈來愈遠，不但從家庭生意中盜取款

項，並且藉一瓶接著一瓶的酒摧毀自己。有一天晚上，在「校園生

活」團契聚會完之後，馬提忍不住發洩出他所有的懊喪及不滿。促

使馬提轉變的關鍵，乃是當他看到自己愈來愈像父親，也是藉酒逃

避問題和壓力。在馬提將自己獻給基督的那一刻，神也開始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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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命的工作。

第二，要與孩子溝通。當整個傳播媒體把酒精當樂事來促銷

時，我們作父母的職責，就是去平衡這整個情勢。我們可以從孩子

所能了解的角度，去說明人們飲酒的動機，以及濫用酒精的後果。

應以坦誠的態度回答問題，即使是他們問及某某叔叔或是爸的某個

朋友時亦然。

可以與孩子一起翻開聖經，找出聖經中對酒的教導。青少年人

特別需要知道，神的話語教導我們該如何顧惜自己的身體（林前

六：19 20），應讓誰掌管我們的生活（弗五：18 20），我們應如
何成為別人的榜樣（林前十：23 至十一：1），以及我們應如何盡
上作神百般恩賜好管家的職責（太二十五：14 30）。

第三，在孩子年幼時，趁早花時間培養彼此親密的關係。這樣

當他長大時，就比較能敞開接受你的輔導，並且當他面對困難及試

探時，也就比較會來找你。

防患於未然固然是好的。但是，當問題已經發生時，又該如何

呢？當我們發覺孩子已養成喝酒的習慣時，我們應當如何反應呢？

許多父母，即使證據就在眼前，仍會否認自己的孩子酗酒或吸

毒。他們不但採取逃避的態度，更同時責怪他人，通常他們會責怪

兒子或女兒的朋友。「那不是兒子的錯！」父母會異口同聲地這麼

說。沒錯，雖然孩子的同伴可能會加強他們的壞習慣，但他們事實

上只是反映出孩子自己的問題，而並不是肇因。如果父母繼續不承

認孩子們的酗酒問題，只有妨礙他們得幫助罷了。

另一種極端，就是當父母看到證據時，就暴跳如雷。但這只有

帶來更多的疏遠與雙方關係的兩極化。這或許是自然的反應，但卻

只有使情形更加惡化。

最好的方法是採取中庸之道。不要錯怪孩子，但要求面對現

實。不要閉上眼睛不看問題，也不要反應過度。

如果這是初犯，那麼與他談談，並詢問起因。講講你的感受，

卻不要攻擊對方。即便是再犯，也要「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雅一：19），並且快快地饒恕（弗四：32）。這並不是說不堅持
管教了。而是說，我們的目標，乃是保持彼此的溝通，並一起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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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答案。

父母對自己也要坦誠，你是真的關心孩子呢？還是擔心你的朋

友怎麼想、怎麼說？或者你覺得有罪惡感，覺得自己作父母失敗

了。在孩子肯接受你的輔導及帶領之前，他需要知道你肯接納他，

並且是不計代價地在為他的好處著想，惟有如此，他才會真正地敞

開自己。

通常喝酒並非他們真正問題所在，這只是孩子自卑或希望被同

輩接納的表徵。父母應把握這危機來重新肯定你們對他的接納。擁

抱他，讓他知道他的價值，以及你們對他的愛。這可能會成為孩子

生命的轉捩點，而使彼此能有更深入的溝通。

例如，有一個名叫約翰的孩子，足球賽後在停車與朋友喝酒，

被校警逮個正著，他嚇死了。這下他父母會怎麼處罰他呢？

約翰的父母知道這件事之後，並未掩飾自己的傷心及生氣，但

他們也流露了愛與關心。在幾個小時的交談、認錯、哭泣、並一起

禱告之後，他們更加深了彼此的關係。約翰仍會被處罰，但他學到

一個寶貴的功課――他父母真的很關心他，並願意來了解他。

父母常常為了怕家醜外揚，而想自己扛下整個重擔，但聖經

說：「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加六：2）作父母的在有
需要的時候，應有選擇性地找牧師或合適的基督徒朋友分享，以尋

求別人的經驗輔導及代禱的幫助。可能他們也曾經歷過類似的情

形，而牧師當然有輔導過其他父母的經驗。教會有愛時就最堅強

（約十三：35），為何不給兄弟姊妹一次機會來愛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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