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信念系統 BELIEF SYSTEMS 

I. 我們的心思和我們的信念系統 The mind and our belief systems 

(mind set) 

（定見，觀念 Mind Set）  

1. 一個墮落受騙的心思  a fallen and deceived mind 

a. 箴言 23：7  (Proverbs 23:7)– 因為他心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怎樣。

--- as a man thinketh in his heart (soul), so is he. 

 

b. 我們的信念是如何建立的  Our belief is determined by: 

我們對事件的反應 Our responses to event 

一個墮落受騙的心思 

a) 堅固的營壘 Strong hold (2 Cor. 10:4) （林後 2 Cor.10：4）  

b) 我們有一個中心的信念，通常影響其他信念的形成。We have core 

belief systems that govern the formation of all other belief 

systems. 

一個墮落受騙的心思 

a) 更新信念系統，就會影響我們的感覺，情緒和行為模式 Change of 

belief(mind set), you will change their feelings and behavior 

 

2. 事實和真理(Fact & Truth)  

 

  

 

 

 



 
 
 

情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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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給我們的非神信念和影響 

 

一、 許多的文化，習俗是從宗教而來 

  聖經的例子: 以色列人  vs. 埃及人 

 

1. 影響中國文化傳統的宗教 

 

 儒教-----孔孟學說，人生的哲學(“真理”) 

 

 道教-----老子 / 張天師…祈求今生的平安、順利、富貴、長壽、死後還

要永遠當神仙。提供一條似乎可以得著永生的道路。 

 

 佛教-----釋迦牟尼，超脫得生命 

 

2. 儒、釋、道 對中國人的思想邏輯觀念造成的影響 

        

儒教: 專制，階級制度，威權管理，下不可犯上。  

唯命是從。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亂插嘴。  

需要討好權威人物  

需要表現  

不能失敗， 不能丟臉，  光宗耀祖，光耀門楣。 

造成完美主義， 對別人和自己批評，論斷，自責。 

失敗就被處罰，沒有饒恕，沒有恩典，形成以懼怕為基礎的文化。 

 教育: 

父母，社會來的高度的期待，不斷的比較，爭競，掌控，操縱，爭權，奪

利。 

士大夫觀念: 形成的教育制度高舉知識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男尊女卑，重男輕女，逆來順受，女子三從四德。  

孝道: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宗接代。養兒防老，兒女欠父母的債。 

禮儀: 應對進退，因應階級制度，都有須遵守的規範禮儀。壓抑情緒，

不能自由的表達情緒。 

父母對兒女管教: 愛之深，責之切。打是愛，愛你才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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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  

陰陽，五行，階級制度，拜祖先，精靈崇拜，敬鬼神，對靈界黑暗勢

力的懼怕。纖緯派，丹鼎派，符錄派。 

 

佛教:   

刻苦，修行，吃素， 遁世，輪迴，積功德，放生，消業障(靠自己贖

罪)，用打坐參禪，壓抑情緒、煩惱， 以達四大皆空的涅槃(無我)境

界。靠自己成聖，成佛， 

 

4. 傳統習俗帶來的捆綁 

拜龍的捆綁 

聖經的經文:  

1. 啟示錄 12 : 9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 又叫撒但，是迷  惑普

天下的 。  

2.創 3: 14 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 切的

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中國的傳統: 

1. 以龍為吉祥的動物…節慶時舞龍舞獅，拜龍、求風調雨順，平

安。把龍當作裝飾，彫刻、擺設、傢俱、放在家裡，廟堂，神龕，

柱子，屋頂， 繡在衣物，地毯，錦帳上等 。 

2.以龍為權力地位的象徵: 稱皇帝為真龍天子，皇帝，高官穿有龍標

誌的衣服。民間盼望自己的兒女成龍成鳳，生龍子龍女的說法，得

著身分地位。  

3.自稱為龍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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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生肖 

鼠、牛、虎、兔…..等 

用自己的口說自己是屬（   ）的，用生肖計算年齡。 

父母，親人和朋友也說…是屬（   ）的。 

用生肖的屬性，相信流年、黃曆。這是算命占卜的行為。  

 聖經經文: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 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

見的；或是有 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 是藉著他

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歌羅西  1:16)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 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
1;12) 

戰亂帶來的非神信念 

悲觀，宿命，貧窮，害怕，緊張，擔憂，不安全 

5.  中國文化對靈、魂的影響 

 拜祖先: 敬拜死人，祈求祖先的保護和祝福，其實是邀請死人的靈魂

及歷代的咒詛，是撒旦設計的帶來咒詛的方式導致靈的死亡及捆

綁。與死人相交和死亡陰間的權勢連結。 

 高舉知識: 著重知識的吸收，以知識多，博學多聞代表身價。 專制制

度使人的靈受捆綁，囚禁。著重魂裡面思想的部份。 

 壓抑情緒:  靈的沉睡。懼怕隔離親子關係。靈裡，情緒上成為孤兒，

導致孤兒的靈，嚴厲懲罰的結果也會導致靈被囚禁，破碎的靈。  

 上癮的問題 

心靈需要安慰，尋找假性安慰的止痛劑 

 

1.賭博  2. 色情媒體 3.醉酒，食物 4. 暴力影片 5. 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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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理與謊言 

謊言 

完美主義，挑剔，批評，論斷，失敗 

1. 我必須完美，勝任，否則我就是失敗者。 

2. 我不能失敗，否則我就沒有價值。別人會看不起我。 

3. 對自己參與的事都必須成功，否則就是我不好。 

4. 要求別人也達到完美，否則就不滿意。 

愛面子，丟臉，羞恥，不好意思 

1. 我必須做好基督徒，不能丟神的臉。 

2. 為了完成工作，個人的需要應放在一邊 

3. 我必須拼命努力取悅他人，得著別人的讚賞 

4. 我不能和別人分享我的軟弱 

無價值，沒有用，不重要，不配 

1. 我是一個錯誤，我根本不應該出生的。 

2. 我若需要幫助，就是在打擾麻煩別人。 

3. 我的想法不重要，不值的一提。 

4. 不會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 

5. 我的需要不重要。 

6. 我沒有需要。 

7. 我很倒霉，好事不會臨到我身上。 

8. 我很差勁，我將一事無成。 

掌控，專制，操縱 

1. 我一定要時時掌控一切，否則就是不負責任。 

2. 我就是我，我不需要改變 

3. 我不可能改變，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4. 我不能錯，必須是對的。 

5. 自以為是 

6.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7. 我是為他好才管教他 

懼怕，緊張，焦慮，擔憂 

1. 怕人，怕權威 

2. 怕處罰，怕錯，怕丟臉，怕被拒絕 

3. 怕失敗，怕不同意，怕傷害，怕不安全，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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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抑情緒: 

1. 男兒有淚不輕彈 

2. 化悲憤為力量/不能再哭了 

3. 哭有什麼用/哭會帶來麻煩 

4. 生氣是沒有修養 

5. 哭是弱者的表現，不會有人同情。 

6. 我沒有權利生氣。 

7. 生氣不像女孩子，不是好基督徒。 

8. 基督徒不應該生氣 

9. 生氣是不成熟的表現 

10. 生氣是錯的，我必須控制自己，不能把怒氣表達出來。 

11. 生氣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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