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果我們對這本小冊子的讀者作問卷調查，我們將

會發現，每個人皆是為特定目的而讀這本有關失

落的書。你最近或許剛剛失去某位你所摯愛的人，也許

是你相處多年的伴侶；才出生幾個月的孩子；慈愛的

父親；或是深受你信賴的朋友。無論他與你的關係是

什麼，這種分離確實是痛苦萬分的。也許你剛得知你的

癌症復發而且已進入末期。或許你正面臨失去工作、前

途、家庭，或事業的情況。

	 每一個人的失落和痛苦各有其獨特的性質，不是身

臨其境的人不可能確知個中滋味。我不敢聲稱我能知道

或理解你的痛苦和掙扎。但我確實知道一點：每個人都

會遭遇到某種狀況的失落，無人可倖免。而不管何種失

落感，都常常會使我們感到心靈破碎，痛不欲生。這種

很困難但卻必須去處理的失落過程就叫作悲傷。

提姆‧傑克森(Tim Jackson)著

失落時如何自處？

11



�

失落的範圍有多大？

大
多數人在談到悲傷時都會聯想到失去親人。但

是，如果我們認為失落指的只是死亡，那麼，我

們就喪失了處理較輕微失落的機會，而這處理的過程能

使我們建立對上帝的信心。如果我們真正學會適度地為

人生較小的失落而悲傷，那麼，當人為死亡悲傷的情緒

如潮浪般襲捲而來時，就會有一股內在的力量使我們能

渡過這場風暴。

	 失落的出現可以有不同的情況、形式和程度。你也

許正為失去下列的某些東西而感到極度的失落，你可能

失去了：

	 ˙父母

	 ˙配偶

	 ˙子女

	 ˙婚姻

	 ˙生育能力

	 ˙工作

	 ˙經濟保障

	 ˙聲譽

	 ˙青春活力

	 ˙退休後的貢獻

	 當我們在人生的大海裏航行時，我們常會把那熟

悉的海域拋在身後，不再返回。就像我們把那些無邪的

童真、心愛的洋娃娃、攻進第一個球的狂喜、初吻的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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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以及自己的第一輛汽車、一起長大的寵物、以及孩

子誕生的喜悅等，統統留在身後一樣。當我們和舊情舊

物分手時，惆悵和失落感常常會驀然湧上心頭。

	 然而，我們都得面對人生中的失落。我們或早或遲

都會失去一些我們所珍視的東西。不管這些東西是被平

靜地拿走，還是殘酷地奪去，痛苦總是難免的。我祈禱

這本書能幫助你對這條人生必經之路有所了解，從而比

較容易忍受痛苦，能在痛苦中充滿希望。

失落如何影響我們？

如
果你與你的朋友談到內心的悲痛，他們可能會認

為你很悲觀，沒有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然而失

落確實會給我們帶來難以忍受的痛苦，它往往使我們必

須正視我們自己，我們的敵人，還有我們的上帝。

	 失落暴露了我們的脆弱。我們都以為能主宰

自己的命運。但死亡和其他的失落就像子彈擊破了瓶子

一樣，無情地打破了我們的幻想。它迫使我們去面對

我們所鄙視的死亡和軟弱。死亡就是那個「最終的敵

人」，不能等閒視之，即使我們看來能成功地應付生活

中較小的失落，但死亡是「所有失落之父」，當死亡到

來時，我們必將面對極大的衝擊。

	 個人痛苦的失落迫使我們看見自己靈魂的深處，

正視那些我們不想承認、更不想面對的事實。沒有一個

人會樂意去應付那些由於失落而必須去面對的孤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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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不安、以及未實現的盼望。

	 我們相信痛苦的代價太大而不願意付出，縱使可能

隨之而來的是喜樂和平安。因此許多人便試圖避免面對

失落以逃避痛苦。箴言1�章1�節寫道：「有一條路，人

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看起來迴避生活中的痛

苦是無可非議的，但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也失去了經

歷喜樂的機會。

	 這讓我想起一位曾經前來接受輔導的男士。他說他

的太太和孩子一直抱怨他的疏遠及冷漠。談話中，我發

現他顯然對任何事物都無動於衷，喜樂哀痛都無法影響

他。他對生活中的任何東西都缺乏熱情：包括妻子、孩

子、工作和上帝。當我再進一步地探究，並問他一生中

是否有過任何的重大挫折時，他提到他父親在他八歲時

自殺的往事，當年他連一滴眼淚也沒有掉。當我問他當

年如何面對這個噩耗時，他平淡地說：「這就是人生。

你無法改變它，你必須咬緊牙根，繼續地活下去。」於

是我們的輔導就著重引導他從父親的死和感到自己被遺

棄的陰影中走出來，使他開始正視悲傷和痛苦，而不再

抗拒。最後，他終於重燃對生活的熱情火焰。

	 失落最終會使我們變得更好或更糟。我們

枉費心機地去逃避因失去珍貴的東西或親人所帶來的悲

痛。我們試著用各種方法去緩衝失落帶來的痛苦。但常常

事與願違，我們反而在憤怒和痛苦的泥潭裏愈陷愈深。

	 我前面提到的那位男士就是因為覺得父親遺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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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母親而憤怒。他也埋怨上帝允許他父親自殺，使他不

僅在感情上被遺棄，而且母子倆在經濟上也陷入困境。

難怪這人的憤怒成為動力，鼓勵他不惜一切地要在事業

上取得成功。他就是要以此來逃避他不知如何面對的哀

痛。

	 無論如何，有一個較好的方法能處理不可避免的

失落，那就是我們必須學習讓痛苦來為我們效力。當失

落的痛苦所帶動的力量和衝力，被用來把我們推向那在

我們最孤獨時與我們為伴的上帝時，我們將發現，在痛

苦的世界裡有一個安全

的避難所可安歇。那些

能聽到上帝說「我總不

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的人，可以放膽地說：

「主是幫助我的，我必

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

樣呢？」（希伯來書1�
章�-6節）。當我們懂得這個真理的意義，就會發現縱

使其他人已放棄我們，背叛我們，或對我們死了心。可

是我們不但仍然能活下去，而且還能成功。

	 學習對上帝有這樣的信心並不能使我們就此免除失

落的痛苦，但卻能提供我們有效地面對悲傷時所需要的

力量。它能使我們打從心底再愛一次，也能使我們在了

解傷心和失望的意義時，尚能繼續喜樂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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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悲傷？

悲
傷是人在面對及適應失去時所經歷的一種既普遍

又複雜的痛苦過程。甚至連動物在失去配偶或主

人時都知道悲傷。這是生命中正常而無法避免的一環。

在上帝邀請我們接受並享受與其他人有親密關係時，我

們同時也受邀來為失去他們而悲傷。

	 再者，很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悲傷並不是專門

留給那些痛失摯愛的人們。我們也會為失去下列事物而

悲傷，諸如離婚、未能得到渴望的升遷、年屆三十青春

不再、兒女相繼離家的空巢期，或在氣喘吁吁地爬樓梯

時，突然發覺我們已不復往日的年輕體力等。

	 我們對失去了所珍惜的親密關係尤其會感到悲傷。

不管這關係是與人、組織、意識形態、甚或是與一隻寵

物，我們在這關係上投注得越多，為這個分離所承受的

痛苦也越大。因此，我們悲傷的程度是與我們和所失去

的人或事物的關係深淺成正比。

	 在我年輕時，我祖父的逝世對我是一大痛苦。但對

某些人，失去祖父根本算不得是什麼創傷。我曾與一些

人談過，他們覺得失去祖父並不算是多大的損失。然而

因為我與我祖父的關係親密和我們倆深厚的情誼，所以

他的逝世特別讓我難過。他是教我如何釣魚的人，是在

我孩童時期生病照顧我的人，是給我暑假打工機會以協

助我念完大學的人，是幫我挑到屬於我自己的第一部車

子的人，是在我經歷與有朝一日將成為我妻子的女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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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時，勸慰我，並叫我回到她身邊的人。他的過世，使

我失去了一個對我具有無可替代之價值的人。他的死給

了我充分的理由去悲傷。

	 所有的失落都會促使我們慎思自己所在乎的個人安

全感是什麼。我們在乎的是上帝？還是我們能控制我們

生活中的各種狀況，使我們生活無慮？失落迫使我們查看

我們的內心，並尋找出處理我們痛苦的方法。先要查看我

們的內心並嘗試瞭解為何我們必須悲傷，是很難受的。

我們為什麼會悲傷？

我
們會悲傷是因為我們住在一個充斥著罪和死亡的

世界。我們會悲傷是因為我們不是生來就會處理

損失與傷痛的。這聽似簡單，但請好好想一想。當上

帝一開始造亞當和夏娃時，祂是照著自己的形像創造

他們，藉以反映祂在人身上有無限的能力（創世記1章
�6-��節）。人所反映出的神性之一，就是人天生能享

受與上帝及其他人類之間的和諧關係。上帝認為亞當獨

居不好（創世記�章18節），所以創造了夏娃，如此他

們倆便能享受各自與對方的關係。在那個完美的樂園環

境裡是沒有悲傷的，因為死亡與失去，當時並不存在。

罪在那時尚未污染這世界。

	 然而，亞當與夏娃所能反映出的另一個神聖形像

就是選擇的能力。由於亞當誤用了他作決定的能力而導

致他選擇了違背上帝去犯罪（創世記�章1�節，�章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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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當時所造成的痛苦後果是死亡：與造物主隔絕，

失去與祂的寶貴關係，而祂才是他唯一真正的保障。這

是有史以來，亞當和夏娃第一次避躲上帝並互相躲藏，

因為他們害怕被看見：「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

我便藏了」（創世記�章10節）。上帝與人的關係就此

被切斷了，安全感被擊碎了，生活變得危機重重。

	 保羅在談到原罪時寫道：「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

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

都犯了罪。」（羅馬書�章1�節）。

	 罪進入這世界後，就產生悲傷中的嘆息。那嘆息不

是只在人裡面，而且也在所有的受造之物裡面。保羅寫

道，「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

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

己心裏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

贖。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羅馬書8章��-��節）

	 人天生就渴望與我們的上帝和好，也知道這理想尚

未完全實現，這是我們心中最悲傷的地方。每當我們遭受

某種失落時，便會觸及這普世性的原始之痛。所有的悲傷

經驗均會碰觸到這悲痛的核心。它常令我們想起自己墮

落的光景：我們無法硬要事情照我們所要的方式進行。

	 它常令我們想起自己墮落的光景：我們無法硬

要事情照我們所要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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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並不能免除這種悲傷。保羅提到我們這有聖

靈住在裡面的，也是心裡嘆息（羅馬書8章��節），這

裡所指的「嘆息」說的正是那種極大的痛苦和悲哀。在

此，這並不是經常性的病態痛苦狀態，而是在內心認知

到救贖不會減緩或除去罪的殘酷後果。這個嘆息促使我

們期待和渴望有朝一日罪的後果會在天堂永遠消除。但

此時此刻，我們仍在人世間掙扎著。

	 保羅在羅馬書8章��節中所說的，是一個母親在生

產時所受的極大痛苦。夏娃在園中所得到詛咒之一，即是

生產時必多受苦楚（創世記�章16節）。任何曾目睹或參

與生產過程的人都能見證這點！然而，做母親的，有產子

的痛楚，才有第一次將新生兒抱在手裡的快樂。

	 痛遭損失的功能就是提醒我們，這個世界絕不應該

成為我們希望的焦點。我們是在一個異鄉逗留的過客，

我們還沒回家呢。

失落能帶來任何有益的事物嗎？

在
加利利的山丘上，耶穌教導祂的門徒說，「哀慟

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馬太福音�章
�節）。有福了？祂不是在開玩笑？哀慟有可能給我們

什麼好處呢？耶穌主要是指人暴露在自己的罪時所產生

的哀慟。在哥林多後書�章10節中，保羅也寫到為個人

的罪憂傷：「因為依著上帝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

悔的懊悔來，以至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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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直接道出祂對我們因遠離上帝

而憑己意行感到悲傷，我相信這同時也意味著祂對那些

因為遭受損失而感到哀愁的人感到悲傷。

	 最重要的原則是：如果因為損失而悲傷但卻能將我

們帶到救主的腳前，那麼它就會有正面的影響。如果我

們的失落感使我們成為前來尋求耶穌的安慰、拯救及祝

福的那群可憐人之一（馬太福音�章��節至�章1節），

那麼它對我們便有好處。

	 在羅馬書�章�-�節中，保羅強調患難所能加諸於我

們的正面影響：「我們……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

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心

裏」。我們在患難中要歡歡喜喜，不是因為我們喜歡受

罰，而是因為在掙扎和痛苦之中，我們的個性才能變得

更成熟。我們當為失落而悲傷，因為它極其複雜，能使

我們在生活中做根本的改變，那改變不是使我們成為富

足，就是使我們成為貧困。

	 很多時候當我們面對一項損失時，我們會感到氣餒

並因痛苦而麻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把痛遭損失

看作是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改變「機會」，但事實就是

如此。我們需要面對那未確定的事實：改變和損失必定

是互相關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在面對損失時所產生的掙扎，主要是在選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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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變。失落和痛苦不是把我們變得更痛苦，就是變

得更好。人的個性被放到悲傷和失落的熔爐中鍛煉。上

帝呼召我們，甚至用我們生活中的痛苦情況，來加深我

們對祂的依賴。只有在痛遭損失的黑暗襯托下，我們才

會知道並經歷我們偉大上帝的慈愛，這是其他方式所無

法凸顯出來的。

	 了解我們在經歷損失時會走過的路程，對我們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對我們所經歷的事有所了解，會使我們

在事情真的臨到時，更有心理準備。

處理失落的過程有哪些？

我
們自己一定知道悲傷是一種令人困惑又使人失去

方向的耗時過程。它不是我們「已經克服」的

事，而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事。名作家魯益師（C. 
S. Lewis）在他太太死於癌症後提到關於他的悲傷經歷

說：「對哀慟中的人沒有『入土為安』這件事。你不斷

從一個階段掙扎出來，但一個迴圈接一個迴圈，它總是

重覆再現。」（《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第6�頁）

	 聖經告訴我們有一條路能使我們穿過人生中的患難

而通到高處。也許這經歷確實威脅到我們的生命，或至

少會令人感覺到如此。那就是大衛王在詩篇��篇�節中

所說的，那條死蔭幽谷中的危險之路：「我雖然行過死

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

的竿都安慰我。」大衛王指的是上帝伴我們同行經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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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幽谷的日子。悲傷是那

些恐怖的幽谷經驗之一。

	 在悲傷之谷中，前路

險惡難料，我們對自己亳

無信心，就會學習倚靠上

帝。畢竟，沒有什麼更好

的選擇。信靠使我們在行

經幽谷時「是憑著信心，

不是憑著眼見」（哥林多

後書�章�節）。否則，我

們將失去方向，毫無盼望

地迷失在絕望中。

	 當我們看不到將往何處去時，我們需要一位可信賴

的嚮導來帶領我們。只有一位嚮導是我們可以信賴的。

那個嚮導就是耶穌基督。祂確實是「道路、真理、生

命」（約翰福音1�章6節）。

	 我在賓夕維尼亞州中部的山區長大，在那兒我養成

了愛好戶外活動的習慣。我花很多時間在山裡頭徒步旅

行、露營、打獵和釣魚。很多次我獨自上山，因為我喜

歡那種與世隔絕的感覺。在那些旅行中，我總會隨身帶

著一個指南針「以防萬一」。不過我不曾用過它。我使

用山的地形來辨識我的方向，從我所看得到的山脊谷地

和我的關係，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兒。

	 然而，當我搬到密西根州時，我卻面對相當令我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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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的事情。我在第一次的打獵時，迷失在沼澤中。我害怕

了好幾個小時，直到我找到出去的方向為止。密西根南

部跟我賓夕維尼亞州的家鄉不一樣的是，它沒有山。我

以前經常藉著高山來引導我的方向，但如今取而代之的

是我的指南針。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學會依靠我的指南

針和地圖，每次出門，我就隨身攜帶著。甚至在我看不

清我要往哪兒去時，它們「能」使我朝正確的方向前進。

	 在悲傷的幽谷中，唯一能朝正確方向前進的方法，

就是信靠上帝所給的指南針和地圖去走。有時你會覺得

聖經這個兩千年之久的地圖，已經是老古董沒什麼價值

了。但是上帝住在我們心中如指南針般的聖靈和地圖似

的聖經，總是指引我們走正確的方向。如果我們能單單

地跟隨它們的指引並堅定、有耐心的保持前進，我們就

能通過這幽谷。

	 對大部分的人而言，經歷哀慟的過程即表示走過一

連串的階段。如果我們要渡過我們的悲傷，就必須願意

走過那通常是標示著小徑的階段。然而，有一點要小心：

認為這些階段只是一段期間內會發生的特殊行為，然後

它會自行消失，這是不正確的。也不要認為此一階段比另

一階段更可貴。悲傷的過程並沒有規則。各個悲傷的階

段大部分會有重疊。不要被嚇著了，心裡要有準備。

	 悲傷的過程並沒有規則。各個悲傷的階段大部

分會有重疊。不要被嚇著了，心裡要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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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傷的階段預期有下列形式：

	 ˙震驚

	 ˙否認

	 ˙憤怒

	 ˙天人交戰

	 ˙沮喪

	 ˙順服

	 ˙再投入

	 並非每個人都以相同的次序或相同速度走過悲傷的

各個階段。但是我們都經歷過面對失落的階段，當我們

行走時，我們是順著一條經常有人走過的路徑走。很多人

在我們先前已走過，很多人也將步著我們的後塵而來。

	 要承受這個緩慢而艱苦的過程，我們必須依賴上

帝的能力來幫助我們。我們沒有必要獨自地走完這段旅

程。祂與我們同在，而且祂要給我們所需要的幫助，以

面對要來的痛苦和孤單。

	 所有的悲傷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每個生命都是

獨一無二的。通常人要化解因失去孩子或配偶的那種傷

痛，需要大約一到兩年的時間。對離婚者亦同。失去家

庭、工作、或健康、或者是面臨更年期或中年危機等等

……這些都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去化解。所以，當我們

需要從失落中恢復的時間遠比想像中的要慢時，倒不用

驚訝。

	 在恢復過程中不要急。上帝承諾要依照祂的時間



1�

在你身上完成祂美好的工作：「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

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立

比書1章6節）。在你自己的和他人的恢復過程中要有耐

心。心靈深處的傷口通常比肉體的傷口需要更多時間來

治癒。但醫治必來臨。我們不去掌控這康復的過程，會

讓我們自己覺得依賴性很強。但這種依賴是依靠一位美

善的上帝，祂的愛永遠不會放棄我們的。

	 我們來看若要成功地接受我們的失落，所必須走過

悲傷的四階段：

第一階段：接受失落的事實

	 失去了什麼？對悲傷的人而言，一開始要完全接受

失去了誰或事物的事實是極為重要的。一個人遭受到損

失與傷痛的事件時，這初步的震驚階段，有可能持續數

天或數週。

	 一位少婦在聽到她永遠不能懷孕的壞消息後，每當

她看到孕婦或新生嬰兒時，她就深為失去懷孕能力而傷

悲。當她得知這消息後的最初幾天和幾週，是她最悲傷

的時候。所以在醫治她的過程中，要使她接受有這些感

覺是正常的，並要使她了解她傷心的根源。

	 在面對死亡時，我們必須接受我們所愛的人確實已

走了的事實。即使死亡這事早在我們的預期之中，好比

人長期臥病，我們總是抱著「這事不會真的發生；只是

一場惡夢罷了」的意念。失去心愛的人會對人的心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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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創傷，正如人類受到嚴

重的傷口會在肉體上留下

疤痕一般。

	 當不幸的消息傳來

時，震驚是可預期的。它

是上帝給我們的初步防

衛，讓我們在無法置信的

情形發生時，得以繼續走

下去。它給我們緩衝的時

間，保護我們，並在我們

因情緒過度悲傷而可能無

法工作時，幫助我們活下

去。這種震驚不應被那些好心的朋友們拿走或是用藥物

來消除它，應該容許它發揮原有的功用。

	 我們必須勇敢去面對失落。看著我們摯愛的人的

遺體可幫助我們接受事實。在這麼難過的情況下，它讓

我們不會否認喪失與傷痛的事實。它成為我們痛苦的起

點，甚至能讓我們在哀傷之中，開始重建我們支離破碎

的世界。

	 否認事實乃是與接受事實對立的。它是拒絕相信

已遭受到的失落。當我們摯愛的人去世時，我們會極不

願去面對那「永遠不能復生」的失去。有些父母親以保

持孩子生前的房間來否認孩子死去的事實。一個作妻子

的，把丈夫的衣物仍掛在衣櫥裡，並把他的牙刷留在洗

手台上。這些行為並非不尋常。但是如果這些行為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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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年，他們便是在否認事實。

	 什麼是不會失去的？在哀慟初期，理性的解釋通

常沒有用。靈魂因為太強烈的痛苦而無法合理地思考。

信徒在面對他們的失落時，若記住什麼是他們不會失去

的，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上帝的瞭解。從我們受傷的心靈真誠發出的求救

和求助的聲音，必會被那位瞭解我們傷痛的上帝聽到。

是的，祂被我們的悲傷感動。祂知道這失落感是因罪而

被破壞的關係所導致。祂感受到死亡所帶來的痛苦，因

為當祂的兒子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時，祂與祂的兒子隔

絕了（馬太福音��章�6節）。祂從一位祂所創造、祂所

喜悅的人類身上，感受到那種分離的痛苦。

	 上帝的愛。當我們走過悲傷的幽谷時，我們可以

緊緊握著這個單純卻又極為平安的真理「耶穌愛我，我

知道，因有聖經告訴我。」在沒有一件事物能支持我們

活下去時，這真理能支持我們繼續走下去。我們早先所

背的聖經章節，成為防止我們的世界全面崩潰的隄防。

	 上帝的兒子道成肉身和為世人而犧牲，正具體地解

釋了祂對人類的大愛：「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

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
章8節）。無論我們在悲傷的幽谷中遭遇到什麼事，我們

將能夠處理，因為沒有任何事情能把我們和上帝不變的

愛隔開（詩篇�6篇；羅馬書8章��-��節）。當我們看似已

失去一切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並沒有失去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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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同在。令我們寬慰的是，儘管看不到，但

我們知道上帝會在我們走過痛苦、黑暗的幽谷時與我們

同在。詩篇��篇�節中用杖和竿來形容，在我們走過悲

傷的險惡幽谷時，上帝的愛與我們的同在和護佑。上帝

沒有必要對我們的苦難做出令我們滿意的解釋。然而，

上帝透過祂那受苦受難的兒子來分擔我們的苦難。

	 我們的主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希伯來

書�章1�節），是那位「為人人嚐了死味」的（希伯來

書�章�節）。祂是那位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

你」的（希伯來書1�章�節）。祂堅守祂的應許，要隨

時作我們的幫助，這是我們在這被悲傷粉碎的不安世界

裡得以平安的基石。「上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抵擋我們

呢？」（羅馬書8章�1節）

	 求主幫助你接受失落的事實，並且為那不會失去

的歡樂。上帝了解並分擔你的悲傷，在你行過死蔭幽谷

時，上帝和祂的愛會與你同在。

第二階段：讓你自己感受失落

	 基督徒有時會認為，為失落而悲傷是缺乏信心的表

現，這根本是錯誤的。保羅就認為我們理當為失去摯愛

的人而悲傷。我們與不認識基督的人的差別，就在於我

們不會「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帖撒羅尼

迦前書�章1�節）。「有指望」的悲傷與「沒指望」的

悲傷有什麼不同呢？「盼望」讓我們從上帝永恆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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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事物，提醒我們更美好的東西還在前頭。但有一件

事是確定的，盼望既不會減輕情緒混亂起伏的程度，也

不會減輕我們痛苦的強度。

	 盼望既不會減輕情緒混亂起伏的程度，也不會

減輕我們痛苦的強度。

	 悲傷是普遍的。所有悲傷的人都會感到傷心、憤

怒、自責、焦慮、孤獨、疲勞、無助、震驚或麻木、思

想混亂，甚至會充滿了死亡的念頭。同時也可能會失

眠、沒有胃口、自閉、心不在焉、尋找死者、哭泣、隨

身攜帶死者的遺物，以及避開對失落產生回憶的地方。

我們不必為這些現象的出現而驚慌，這是我們悲傷過程

中的一個健康部分，因為它有助於我們感情的流露。

	 沒關係，哭泣吧。有些基督徒覺得在經歷悲傷的

時候，他們必須保持堅強的樣子。他們認為基督徒失落

的痛苦應該比他人少。不然的話，作基督徒有什麼好處

呢？他們說：「畢竟，這事關上帝的名譽，為了高舉祂

的名，我們一定不能讓痛苦流露。」所以，他們否認自

己的痛苦並拒絕哭泣。

	 當基督徒有很多好處，但不受痛苦並不是其中之

一。信徒是指一群敬虔正直的人，他們能夠在這個被罪

污染的世界裏，在被罪性感染了的身體和因罪而破壞的

關係中，誠實而勇敢地正視生活的現實。經歷痛苦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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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殘酷的現實之一。如果有什麼使基督徒感到更加痛苦

的話，是因為他比任何人知道得更清楚，如果沒有罪，

事情會如何地改觀。然而，他也知道有一天情況會完全

不一樣，正是這種對美好日子的盼望，使基督徒可以忍

受今天苦澀的淚水。

	 當基督徒有很多好處，但不受痛苦並不是其中

之一。

	 耶穌也經歷過悲傷。主自己以「多受痛苦，常經憂

患」（以賽亞書��章�節）而聞名。祂在拉撒路的墳前

哭泣（約翰福音11章��節）。旁觀者從祂身上看到的，

不是一種軟弱的行為，而是看到祂對失去一位深愛的人

適度表達的深切悲傷（約翰福音11章�6節）。儘管上帝

知道祂很快會使拉撒路復活，但上帝還是願意分擔朋友

們的痛苦。	 	

	 耶穌也為祂的子民憂傷，因為他們拒絕認罪的呼求

（馬太福音��章��節）。當祂在客西馬尼哭泣禱告時，

祂預期到將與天父分離，而經歷極深的痛苦（路加福音

��章��節）。祂這樣敘述祂的悲傷：「我心裏甚是憂

傷，幾乎要死」（馬太福音�6章�8節）。悲傷表現出一

個人的生命和投入，並不表示不成熟與軟弱，會悲傷的

是活人而不是死人。		

	 期待各種不同的情緒。在悲傷的最初幾個小時或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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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裏可能出現否認，困惑和麻木感。通常，最嚴重的會

持續�至�個月才結束。如果這些情感持續一段很長的時

間，或影響到正常的生活，則表明此人正陷入了某一個

悲傷階段。那樣的人可能就需要專業的協助，幫助他走

出迷宮，重整生活。

	 可是，把所有的感情藏在內心而不表現出悲傷也同

樣是不健康的。這人的防線遲早會崩潰，通常會導致他

患上某種類型的憂鬱症。

	 憤怒和自責通常會折

磨著那悲傷者。「為什麼是

我？人生真是不公平。我不

應該受到這樣對待。是不

是上帝在處罰我？假如我

那天晚上不去，就不會發

生這種意外。」於是上帝

的愛和祂的大能受到了質

疑。

				質疑、困惑和情緒矛

盾是在困境掙扎時自然的

反應。約伯曾表達了他對上帝的憤怒（約伯記10章1-��
節）。當亞薩看到惡人得勢，義人掙扎的不公平現象

時，也向上帝表達了他的悲傷和憤怒：「因而我心裏發

酸，肺腑被刺。我這樣愚昧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一

般。」（詩篇��篇�1-��節）即使在這樣極其不安的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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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中，亞薩知道上帝會看顧他，也能回應他的憤怒和質

疑，因而感到安慰：「然而，我常與你同在；你攙著我

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以後必接我到榮耀

裏。除你以外，在天上我還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

我也沒有所愛慕的。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上帝

是我心裏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但我

親近上帝是與我有益；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

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詩篇��篇��-�6，�8節）

	 不必害怕對上帝誠實地述說你的悲傷。放心地哭

吧，祂能理解。耶穌也曾悲傷哭泣過，祂會與你一起理

順混亂的情緒。你要信靠祂，因為只有祂才能賜予你真

正的安慰。

第三階段：學習接受失落

	 面對失落，不管是死亡或是其他創傷，都會使我們

變得成熟。悲傷使人有機會發現他自己真正的個性並重

新思考什麼才是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在經歷重大的失

落後，沒有人還能和先前一樣的若無其事。	

	 理查．戴胥摩（Richard Dershimer），在他一本很

有助益的書──《喪失親屬者的輔導》中，敘述這是

「在失落中得著正確的觀點時，痛苦將被紓解及被甜蜜

的傷心取代……這時失落的敏銳感覺會從一個隨時都縈

繞於心的狀況，變為由特殊情形所引發的偶然悲傷的階

段」（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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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性調節期間，我們內心深處常常會引發深切的

渴慕，希望在各種關係裡能有安全感並能天長地久。我

們絕不要任何人離我們而去。最害怕的是遭遺棄，分離

和失喪，離婚，孩子離家或調換工作等都要求我們進行

理性的調整。這裏主要有三個必要的調整：

	 接受你的新狀況。在沒有旁人的幫助及陪伴下，

當我們願意往前走，就表現出我們接受了人生中這種不

請自來的新改變。建立一些短期的目標是調整中重要的

一部分。如回到工作崗位，參與社交活動，或開始一項

嗜好等。回復日常生活例行的事務也很好，例如打掃家

裡、洗碗、除草、看顧小孩等。當然，有需要時可請求

他人的幫助。

	 在約書亞進入充滿險惡的迦南地之前，上帝與他

隨時同在的應許，一直安慰著很多內心憂傷的人：「你

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

哪裏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1章
�節）。接受現實就是說你決定往前走。生命並沒有結

束，雖然過去的不會復返，但因為有我們所侍奉的上帝

的大愛，前途仍是光明的（詩篇118篇1，�-8節）。

	 重新積極投入生活。在患難和傷慟的磨煉中，最能

學到堅忍的美德（羅馬書�章�-�節）。忍耐就是即使在

前途茫茫之時，我們也立志要沿著上帝所指引的方向走

下去。我們真正所信仰的，在困境中就表現出來了。那

些堅持忍耐的人都帶著過去的傷疤，然而他們卻仍然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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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放棄。他們認識到當一切都沒有依靠時，上帝是他們

唯一的幫助。他們可以和約伯一樣說：「他必殺我，我

雖無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還要辯明我所行的。」（約

伯記1�章1�節）

	 忍耐就是即使在前途茫茫之時，我們也立志要

沿著上帝所指引的方向走下去。

	 保持你與朋友的友誼。在調整過程中感覺到疏離、

孤獨、被遺棄是常見的。剛喪偶的寡婦或鰥夫要去參加

一個以夫婦和家庭為中心的教會時，會首次發現到上教

堂是何等的孤單。沒有父母是計劃建立單親家庭的。當

伴侶去世後，照顧整個家庭的重擔，無論是經濟上，還

是感情上，生活上或是心靈上，都突然落到仍活著的一

方的肩上，而他或她本身也還在掙扎求存呢。

	 消除疏離感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與人建立關係，

特別是其他的悲傷者。我們親身經歷過失落，這使我們

對悲傷者有深切的同情與共鳴。那些曾經為悲傷流過淚

的人，往往可以看到那些沒經流淚的人所看不見的境

界，他們有獨特的資格去幫助那些悲傷的人。

第四階段：重新投注在愛裡

	 若人有重新去愛的渴望，則表示他已成功地渡過悲

傷的階段。反之，拒絕再接受愛，表明我們害怕再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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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親人。沒有人會以失落的痛苦為樂。但是，我們能

夠冒險重新再愛一次，因為我們堅信上帝永遠也不會拋

棄我們。

	 信靠上帝永恆的愛，是我們渡過悲傷苦難的唯一支

柱。約翰．布藍尼（John Brantner）寫道：「只有逃避

愛的人可以逃避悲傷。重要的是我們要從悲傷中學習，

並樂意隨時接受因愛而受到的傷害。」

	 正是在這個悲傷的最後階段，悲慟者才可能把失落

看成是一個成長的經歷。由此他們變得更成熟，人生觀

得到根本的改變。這使他們對生命的脆弱及其意義有更

深的瞭解，因而更加珍惜這美好而重要的生命。

	 與他人共享安慰。

處理悲傷的一個目的，

就是讓我們能以悲傷

中所得的安慰，去安

慰那些需要相同安慰

的人（哥林多後書1章
� - �節；加拉太書6章�
節）。那就是要以上帝

的兒女的身分去履行

上帝的呼召：愛上帝並愛人如己（約翰福音1�章��-��
節；1�章11-1�節；加拉太書�章1�-1�節；約翰一書�章
�-�1節）。悲傷提醒我們這世界不是我們真正的家；我

們只不過是旅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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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可拉斯．沃特史朵夫（Nicholas Wolterstorff）
寫道：「相信基督的復活和勝過死亡，也就是相信我們

有能力從為愛受煎熬的黑暗墳地裡站起來。如果我們

的痛苦沒有使我們對世人的痛苦感到同情，沒有增加

對旁人的愛，沒有加倍對美好的事感恩，沒有加深我們

的洞察力，沒有委身於重要的事上，沒有增加對新的一

天的渴望，反而失去希望和放棄信念，也沒有從死別的

經歷中得益的話，那麼死亡就戰勝了。」（《愛兒輓歌》

Lament for a Son,	第��頁）

	 但是死並沒有掌握最後的決定權。一個偉大日子要

來了，那時上帝將永遠征服所有的失落。啟示錄�1章�
節說：「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

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那將是個榮耀的日子，我們和上帝的關係以及我們和那

些在基督裡死了之人的關係，將得以修復。我們再也不

需要說再見，那是每一個哀傷失落之信徒的盼望。

	 悲傷提醒我們這世界不是我們真正的家；我們

只不過是旅客罷了。

	 享受今天的生活。在那個榮耀的大日子來臨之前，

自由地去重新享受生活吧！如果你歡笑，你並不是背叛

你所愛的人，不是每件事都是灰暗和絕望的。主耶和華

所賜的喜樂不是我們可以控制或製造的，它是透過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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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生活來跟隨上帝而產

生的，是聖靈所結的果子

（加拉太書�章��-��節）。

雖然生活有可能暫時處於

低潮，但喜樂必意外地臨

到我們。當這時刻來臨

時，要好好地享受這樂

章，開始在你屬靈的相本

裡放入快樂時光的剪影。

聖靈賜給你這些，是為了

幫助你渡過灰暗的日子。

	 想起失去的人和事總是令人心如刀割，有時甚至會

讓你再度流淚。但這不止如此，它同時也使你更加愛惜

生活，更加熱誠地盼望著基督再來。如果你沒有經歷過

令生命改變的悲傷幽谷，這一切將不可能發生。

如何去幫助悲傷的人？

有
些好心的基督徒不假思索地引用羅馬書8章�8節，

或說些類似這樣的話：「這下子，他可好多了，

因為現在他和主在一起」或「我們知道上帝掌管一

切」。此類安慰的話並未顧及悲傷者的感受，同時也會

促使他否認正在經歷的痛苦。甚至會被傷心的人視為是

麻木不仁，企圖使他或她覺得為所失去的如此悲傷是不

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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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多數人都對悲傷者的感受覺得不自在，因為

我們花費大半生要將我們自己摒除於痛苦之外。當面對

某人赤裸裸的悲慟時，我們會試圖將自己的痛苦儘量減

少。我們試著轉移悲傷者的悲痛，從而減少自己的不自

在感。但任何使人避免或壓抑因失落而應有的痛苦的作

法，都會延長整個哀傷的過程，類似這樣的「安慰」其

實是弊多利少。

	 教會也和社會上其他的人一樣對悲傷感到不自在，

但教會應該與眾不同，因為我們共同享有在基督裏復活

的盼望。教會應該鼓勵信徒們正視悲傷，讓他們接受失

落的痛苦現實，並鼓勵他們更加信靠基督。眼淚是人性

的表現，而不是軟弱與缺乏信心的表現。

	 教會應該鼓勵信徒們正視悲傷，讓他們接受失

落的痛苦現實，並鼓勵他們更加信靠基督。

	 如何走過我們自己險峻而又危險的悲傷地帶，將會

極大地影響我們幫助其他悲傷者的能力。在哥林多後書

1章�-�節，保羅指出那些被上帝安慰過的人，有資格去

安慰他人。

	 保羅指出那些被上帝安慰過的人，有資格去安

慰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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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在羅馬書1�章1�節裡所說的原則，「與哀哭的

人要同哭」，在耶穌於馬利亞和馬大的弟兄拉撒路死亡

後去拜訪她們時，就是這樣做的。當祂看到馬利亞極度

的悲痛，「就心裏悲嘆，又甚憂愁」（約翰福音11章��
節）。祂深受她們的悲傷所感動，祂感受到祂本身和她

們失落的痛苦。令那些哀悼者感動的，不只是祂令拉撒

路復活的大能，而且是祂與他們同在的大能和對他們的

愛。想想看！上帝和你一同為失去所愛的人哭泣。

	 身為教導人們與上帝和好的福音使者（哥林多後書

�章18-�0節），我們已經被委託，代表基督與悲傷的人

同在。言語絕對無法形容每一個悲傷者個人的需要。唯

有讓哭泣者倚靠的肩膀、樂意傾聽的心和沉默的陪坐一

旁，才能作最好的溝通。

	 我們都對我們束手無策的情況感到不自在。那些正在

悲傷中的人也知道你無法改變已發生的事實。他們最想知

道的是「你能不能陪我走過這條我必須走的痛苦小徑？」

	 當人們失去摯愛的人時，會感到遭受遺棄。此時，

他們更不希望感覺到被周圍的人遺棄。他們所需要的是

那些不但是用耳，更是用心聆聽的真正的朋友。這些朋

友以基督的愛和安慰，向他們伸出援手。

	 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的小問題也很需要。如送一

頓飯，為他更換汽車機油，打掃一下房間，或騰出時間

陪他們出去吃飯，代為照顧孩子、財務管理、以及持續

的禱告支持等，都是幫助他們從心力交瘁的失落中恢復

所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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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去
年我和弟弟與父親一起去釣鱒魚。我們去到三十

年前我第一次與祖父一起釣過魚的小溪。他老人

家就安息在可以俯視這條小溪的一個鄉村墓園裏。我從

沒有到過他的墳墓，父親問我要不要停下看看，我說好

的。當時我的眼淚意外地奪眶而出，我真沒有想到，畢

竟他已去世十四年了。照說，我應該不會再感到悲傷。

可是，那天我才明白，其實我們從來沒有遠離過喪失親

人的痛苦。這也讓我明白上帝無限的智慧，因祂使用了

我的爺爺，以他的生命深刻地影響我，豐富了我的生

命，使我的內心對他的上帝產生渴慕。祖父的去世改變

了我，我永遠不會也不應該忘記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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