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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手記 10  最不像精神病患的病人 林美絢    
 

姜太太(假名)精明幹練 很有幫夫命 她管理先生的建築事務所非常成功 夫婦兩人都

交遊廣濶 去什麼社團都做領導 他們思想先進 為了不讓孩子受殭硬死板的傳統教育

就召集理念相近的知識分子創建私立學校 採用全新的教育方法 讓兩個兒子一開始

就接受啟發式教育 
 
姜太懷老三時 知道是個女兒 不料生下來却是個智璋兒 姜太太拿出她積極進取的精

神 遍訪名醫 吸取知識 為的就是給女兒不失任何機會更好一奌  也許是她照顧得太

好了  醫生原預估女兒活不過六歲 但寶寶到了十二歲却仍不會說話也不會翻身 更

不曾叫過一聲 媽  姜太太己經退出先生的公司多年 各種社團的事也不再過問 雖然

家裏一直有專職保母 這一年她跌入生命中最深的低谷 最難越過的是那無法招架的

絕望 那種生命毫無意義 人生不值得活的意念盤繞腦海 有一年之久 這之間她也吃

抗憂鬰症的葯 出國旅行 追尋法師 參加各種人生講座 用盡自已的方法仍不能得到

平安 說實在真是不明白那一年怎麼過的  先生繼續賺錢 兩個兒子進入青少年 全世

界照常運轉 只有她讀得懂寶貝女兒的一顰一笑 

 
姜太太走出谷底的転戾奌 是她最後決定不再用自已的方法解決自已的間題 偶児姜

太也去教會 早上做讚美操 昔日好友也有基督徒 所以她对交託的概念不陌生 終於

什麼都放下了   

 
奇妙極了一旦她放下  憂鬰症就悄悄走了 

 
做夢也沒想到 這一生最痛苦的經歷竟是更大災難的前奏  女兒接近十三歲生日前就

不斷進醫院 每換一家醫院 醫師都說情形不樂觀 最後姜先生做了困難的決定 不再

堅持人工維生 姜太太就是那時發精神病病的  起初她很憤怒為什麼先生不跟她商量 
她覺得应該夫婦倆在病床前說給女兒聽 看看反应 因她最讀得懂女兒的心呀 可是先

生無法再與她溝通 她的感覺是她被先生 “背叛”   接下來的事 对她而言 是一場混乱  
有人見她在花叢前站著小便 對著空氣講話 對先生大吼大叫 她住進精神病院多久 

如何回家 被二十四小時盯著等 那些是真實那些是錯亂 多年後拼拼湊湊 都無法湊

斉 

 
她知道她病很重 要回復正常生活要很辛苦  但奇 妙的是即使最糟時 她也相信她走

得出來 因為一年前她走過憂鬰症的幽谷 她對神的信實已有經驗 

 
原來神是在她得憂鬰症時托住她  托住她全家的 那一年間她一次感冒都沒患  女兒

离世後十多年中  精神病一次都沒復發 現在回想起來 神給世間名利之後 讓她看到

全部福分之上還有更寶貴的福分 就是神自已 而姜太太也張開双手抓牢了 

姜太太真是精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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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 有經歷神跡讚嘆時  也有盼神跡良久仍盼不到時  

明知神不會给超過我能承受的   卻不斷撲倒      明知神不會不理我  卻真的崩潰 

在禱告中等了又等   卻年歲日漸消逝 條件愈來愈差 情况改善的機會越來越渺茫  愈

看愈看不到解脫的轉機      基督徒有屬靈生命的確據    神可不曾保証 苦難免疫      

 

這種体驗  常常發生   也不限於 有特別需要孩子的家庭   或家裏有久病者  或有外人

看不出來的精神疾患 內心卻一直崩壞 軟弱到只剩一奌力氣 做無聲的吶喊    

 

曾有一位教門徒訓練的牧師說  禱告  在希伯來文就是 :“神”啊 這一聲呼喊 

 
我們的呼喊神當然是聽到了 但神的回答 我們卻仍不一定想聽 

所以我們繼續等待  神也繼續等待     然後人開始抱怨神的沈默 

 
 
雖深深被愛  仍深深受苦 這種経歷  您有沒有? 

 

在安寧緩和照顧團隊做社工  経常看到人與神作交易式的禱告 也有時人用加倍的禱

告想逼神就範 神蹟有時來得快 但大部分時候慢  神改造生命好像一奌也不急  

 
祂還是什麼都能  祂還是充滿慈愛   祂還是不可思議的 一次又一次讓我們下深井  

雖派遣天使來照顅  我們仍以為 神 “您真的好狠!” 

 

在黑暗中過日子的訣竅沒有兩人相同  只能自己摸 

 

深深的井裏 有一種安靜   無亮光但並不凄冷  雖看不到出路 有些不安 卻有一種我好

像來過這裏 的孰悉感    因為被神觸碰過好多次  也因為與神相錯好多次   因為身上

還有以前受傷的烙痕  認得自已在此處跌倒過 假如我們能再等一會兒 假如我們能

再等那麼一會兒  当神出手時 能看到  “啊 我是罪人! 原來如此!  立時驚異而歡呼!”    

多好呢?  願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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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植物 會生一種有囊袋的花 吸引昆蟲來 邊緣滑溜溜的 一不小心就掉下去

了   囊底還有可以熔化筯骨的毒液  憂鬰症患者 就好像那隻誤入囊袋的昆蟲  雖

努力想爬出來卻抓不著力 上面看得到一小片藍天 下面那池毒液卻更逼近 

許多人不了解 憂鬰症患者面對強大的 往下拉的力量  這力量產生自己是無價

值 無力 無希望的想法 都不是自主的 也不是理性 的 這種非理性的思維 它的羅輯

是纽曲的  就好像那滑溜溜的囊袋墙壁 怎麼抓 怎麼滑總是得不到穩妥 

憂鬰症患者 表面上不起勁不起床不上學不工作  但他內在思緒很忙   因為他須要

不停與那不斷往下拉的力量搏鬥  面對一波又一波思緒對自我價值 的攻擊怎能不

累呢 憂鬰症患者 不只情緒低沈  常伴隨易怒 挫折忍受度低 焦燥不安等 症狀  就

是因分分秒秒都在耗費費元氣 實在是精疲力竭 那種自覺窩囊 差勁  荏弱的感

覺 真遭透了 又羞耻之極 

偏偏這時不懂事理的人常用謷戒 提醒 規勸等訴求 理性的方法來"豉勵"病友 沒

看到他一肢腳已經被毒勾勾住了 這種豉勵多多少少意味   你有病是自己的錯 你"

只要"自己走出來就行了 要多運動  多想父母 堅強一奌 勇敢多些 想開一奌  不但

沒有伸出双手幫肋落難人脫險  還像亂棒当頭打使挣扎中人 越陷 越深 

病友本來就受有毒思緒的攻擊   一聽更証明自己無力無能自我價值 不是好母親 

好兒子沒有出息  人生失敗 更加羞耻沮喪 

憂鬰症患者 因生理混乱睡眠品質不會好深愈睡愈累 正常人情緒是動力的來源 憂

鬰症患者情緒卻像火把在腹內熒燒分分秒秒不能遁逃  憂鬰症病友自殺並不是想

要用自殺解決問題 而是逃到天邊海角 思緒也陪去天邊海角   醒著睡著 都無休無

止的受鞭擊  自殺成维一看得見叫那無止境驚慌止息的方法 

因為他在深坑他看事有奌像 井裏之蛙樣樣事都如山困難 不大客覌 首要之務是

把他從坑裏拉出來 到目前為止科學家仍不知道為什有人比較容易谄近憂鬰症這

種坑 也不能預測同一人什麼压力環境下 會思緒"換擋" 往非理性的方向飛去 但

可確定的是若有正確的處理不管是外來肋力或是藥物改善神經傳導物質 治療有

效的机會很大 

曾患憂鬰症又復元者 在各行各業傑出优秀的都有 但憂鬰症常是甩不掉的討厭

親戚 久久會來一下  患者在復建期花工夫在心理上靈性上成長 下一回被訪問時

也會老練奌  關心病人的親友們也應好好學習   下回看到家人水深火熱時 不要亂

棒打下去  对有病的人要有智慧牽引才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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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生命中 有掙扎欵惑甚至對神憤怒宣戰   其實是理所當然 

 
假如 您是死蔭幽谷的常客 甚至是常年住客 下面幾奌可能有益: 

 
第一  首先找一家用平常心 看信徒掙扎的團体或教會  先揭下面具的重担 醫治才能

 開始   一個安全的地方 可以讓你老實說 我今天  真的好惨 唱不出讚美歌 

 也沒有人會大驚小怪 

 
第二  陰影之下困難會顯得比較大  受驚嚇 受騙是家常便飯  自卑自責的想法可能

 是搞錯了 在黑暗中過日子會認得敵人技倆  學會不上當 對您大有益處 

 
第三  復健過程不是一直線 己經打勝的仗 可能要一打再打 

 儘量克制太早宣告得勝  不要急急把”禱告會”當 “廣告會” 那樣的見証對人 

 沒有益處 許多長期症神容許它 我們也要包容 不要把 “完全治癒”  當做

 是唯一選項  復發了也不是失敗 

 
第四  並不每次 走過 幽谷 都會有 豁然開朗的結局 

 並不每次在 幽谷中  神都會打破沈默  人有時走過好久才明白 那時會錯

 神的意了  有時人生難解的謎 等到死都沒明白 

 信心的功課都是說還沒看証據就信  在幽谷中看不見 聽不見 被陰影弄得心

 乱乱時 追求神要成習慣動作  跟神持續吵架沒關係  

 
第五  但人可以清楚明白神的真實與同在  而且祂走在你的前面 早早就預備好給你

 的幚助了  神一出手你就不得不由得說奇妙 沒有上第四奌的堅持就不會嚐到 

 這個甜奌 

 
人看成功與神看成功真的不同  

 
   經過磨難的人 看事 看生命 都不再一樣 他的結局可能外觀上沒有不同 但他的眼

光不同了 神看他的眼光也不同  進幽谷是一個人 出來卻是另一個人 

我們不一定能避 過幽谷 然而神的兒女有的就是神的應許:幽谷的苦可以不白白受 

我們一定能從中得益處 現在巴不得脫离的處境 有一天却成了難得的祝福 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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