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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自憐 
“REJECTING SELF-PITY” 

 

講員 Speaker：柯達文牧師 Pastor David Clotfelter   日期 Date：十月二十日 October 20, 2019 

經文 Verse：創世記三十九章 19 節~四十章 23節 (Genesis 39:19 – 40:23) 

主題 Theme：神已經賜給我們可以勝過憂鬱和自憐的方法了。 

             God has provided ways for us to overcome depression and self-pity.  

 

開場、自憐多麼容易 

Introduction: The Appeal of Self-Pity 

 創世記四十章 15 節「我實在是從希伯來人之地被拐來的，我在這裏也沒有做過甚麼，

好叫他們把我關在牢裏。」(Genesis 40:15) 

 
 
 
 
 
 

戰勝自憐的方法: 

一、 勤奮工作  Work Diligently 

 創世記三十九章 22 節「監獄長就把監獄裏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約瑟手下；在那裏的一

切事都由他處理。」Genesis 39:22 

 傳道書九章 10 節「凡你手所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Ecclesiastes 9:10 

 創世記四十一章 51-52 節「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因為他說：『上帝使我忘了一

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因為他說：『上帝使我在受苦的

地方興盛。』」Genesis 41: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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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注於服事別人 Focus on Serving Others 

 創世記四十章 6 節「到了早晨，約瑟來到他們那裏看他們，看哪，他們很憂愁。」

Gen. 40:6 

 彼得前書四章 10 節「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上帝各種恩賜的好管

家。」1 Peter 4:10 

 

 

 

 

 

 

我會不僅僅是歸屬-我會參予     I will do more than belong—I will participate. 

我會不僅僅是關心-我會幫忙     I will do more than care—I will help. 

我會不僅僅是相信-我會實行     I will do more than believe—I will practice. 

我會不僅僅是公平-我會恩待     I will do more than be fair—I will be kind. 

我會不僅僅是夢想-我會努力     I will do more than dream—I will work. 

我會不僅僅是教導-我會啟發     I will do more than teach—I will inspire. 

我會不僅僅是賺取-我會使人富有 I will do more than earn—I will enrich. 

我會不僅僅是給予-我會服事     I will do more than give—I will serve. 

我會不僅僅是生活-我會成長     I will do more than live—I will grow. 

我會不僅僅是受苦-我會得勝     I will do more than suffer—I will triumph. 

 

 

 

 

 

 

 

 

 

三、 信靠神 Trust in God 

 創世記四十章 8 節「約瑟對他們說：『解夢不是出於上帝嗎？請你們把夢告訴我。』」

Gen. 40:8  

 約翰福音十六章 33 節「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

John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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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書一章 2-4 節「我的弟兄們，你們遭受各種試煉時，都要認為是大喜樂，因為知

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就生忍耐。但要讓忍耐發揮完全的功用，使你們能又完全又

完整，一無所缺。」James 1:2–4  

 希伯來書十章 35-39 節「所以，不可丟棄你們無懼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可以獲得所應許的。…因為『還有一點點

時候，那要來的就來，必不遲延。…只是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縮，我心就不

喜歡他。』…我們卻不是退縮以致沉淪的那等人，而是有信心以致得生命的人。」

Hebrews 10:35-39 

 約翰福音八章 31-32 節「你們若繼續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了。你們將認識真

理，真理會使你們自由。」John 8:31–32 

 

 

 

 

 

 

 

 

 

反思及討論問題 Questions For 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 

1. 當你面臨非常困難、痛苦的情況，又改變不了時，你會用什麼方式/策略來讓

自己不陷入絕望嗎?  

When your circumstances are difficult or painful, and you cannot change 

them, what is your strategy for avoiding despair?  

2. 柯牧師提到我們可以從約瑟身上看到戰勝自憐的三個方法。在這段故事中你

還能看到其他的方法/策略嗎? 想想看約瑟在監獄裡的行為，還有什麼是我們

可以學習的嗎? 

Pastor David mentioned three remedies for self-pity that we can see in 

Joseph’s story. Do you see any other remedies or strategies in the story? 

Are there more lessons we can learn from Joseph’s behavior in prison?  

3. 你曾有過因著你對上帝的信心幫助了你度過一段艱難的時間嗎?  

Can you describe a time when your trust in God carried you through a 

period of hardship? 

4. 約翰福音八章 31-32 節對你有什麼意義呢? 信仰耶穌如何使你得自由了呢? 

What does John 8:31-32 mean to you? In what ways has faith in Jesus set 

you free? 

 

背誦經文：約翰福音十六章 33 節 

Memory Verse: John 1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