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IRITUAL DEPRESSION  
靈裡沮喪靈裡沮喪靈裡沮喪靈裡沮喪 

主警告過門徒, 說在末期裡惡貫滿盈, 不法之事越發增多，人的愛心會漸漸冷淡(參看太
24:12) 。現在, 我們周圍四看, 就會看見我們的社會顯然變得愈來愈邪惡。凡是敬虔的, 都
被人譏諷鄙視。這等無法無天的情況會令我們愛慕聖工(即拯救失喪者)的心冷淡下來。現
在, 許多信徒都悲歎說: 「神啊, 求你帶我離開這裡。」 

你最近有否這樣祈求呢？倘若如此, 也許這是一種沮喪的跡象, 但這是一種另類的沮喪感。
這等「屬靈的沮喪感」能打擊 神百姓的心靈。或許你誠心為 神而活, 且要向漸漸淪亡的世
人代表主。然而, 你看見周遭那些可悲的悖逆之事, 就會開始捫心自問, 說: 「我確實會有所
貢獻嗎？我會在這一切事情中得勝嗎？」這等思想甚至可以佔據最敬虔的人的心靈。其實, 
根據聖經, 我們許多的前人也有過同樣的經歷。 

先知以西結時代的社會敗壞不堪, 以致 神下令將之結束。神指示以西結說: 「你去走遍耶
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歎息哀哭的人畫記號在額上。」(結 9:4) 我們看見在
那社會的最後時刻, 敬虔人心中都悲歎不已。我可想像他們在街道上行走, 不斷呼求說:  
「神啊, 活在這裡如此困難！眼見我們社會幾乎每一個層面都敗落, 我所珍貴的卻被人譏誚
踐踏，實在困難！」 

  神聽見你的歎息神聽見你的歎息神聽見你的歎息神聽見你的歎息 

我們從詩篇 12篇讀到, 甚至大衛也曾經有此同感。請謹記大衛命定要成為以色列的君王。
有一天, 萬事都會好轉, 他且會在 神的約櫃前跳舞。然而之前,  大衛必須經歷種種逆境。當
時的社會與敬虔的背道而馳。大衛在這詩篇的起頭說: 「耶和華啊, 求你幫助, 因虔誠人斷
絕了, 世人中間的忠信人沒有了。」(詩 12:1) 換言之，他說: 「我周遭的敬虔之事迅速消失, 
我又感到自己在阻止這些事情上無能為力！」 

「人人向鄰舍說謊; 他們說話, 是嘴唇油滑, 心囗不一。」(詩 12:2) 詩人實在說: 「他們空口
無憑。他們說謊, 違背良心, 甚至肆無忌憚，妄用神的聖名。」 

「他們曾說, 我們必能以舌頭得勝; 我們的嘴唇是我們自己的, 誰能作我們的主呢? 」(詩
12:4) 換言之，他們一概不受約束, 只按照他們自己敗壞的心態和謬誤的理性行事。人的罪
性(即撒但於伊甸園在人心中所栽下的 )大行其道了。人類接受了這樣的謊言: 你可以像 神
一樣, 以你自己的言談來斷定何謂善,  何謂惡。「你們再不必聽從 神了; 祂並不是惟一有主
張的。」如今, 人們都指惡為善, 指善為惡了。 



 

然而請注意, 那詩篇是以盼望為結束的。「耶和華說, 因為困苦人的冤屈, 和貧窮人的歎息, 
我現在要起來, 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之地。」(詩 12:5) 神實在說: 「我聽見了你的歎
息, 知道那敵對你的。現在, 我要起來, 安置你在不會被打敗的一個地步！」所以, 你若正受
沮喪感纏擾, 請放心好啦, 你是不會被之所勝的！神聽見了你的歎息, 且應許過要安置你在
安全之處。「耶和華啊, 你必保護他們; 你必保佑他們永遠脫離這世代的人。」(詩 12:7) 

  還有許多事工還有許多事工還有許多事工還有許多事工 

先知以利亞是曾經靈裡沮喪的另一個例証, 而這是他大大得勝後所經歷的。以利亞和巴力
的先知們曾聚集在迦密山上, 為著屬靈真偽而決鬥。最後, 神從天降火, 燒乾了溝裡的水, 且
燒盡了以利亞的燔祭。「眾民看見了, 就俯伏在地, 說耶和華是 神。」(王上 18:39)  

當時的以色列王亞哈在迦密山上見証了這件事, 就駕著馬車, 回耶斯列去了。也許他要回去
這樣報告給那參政的王后耶洗別: 「聽哪, 我看見 神的聖火降下來！我看見巴力的先知們
愚不可及，一事無成。然而, 我看見 神的先知修築了祭壇, 退後一步, 且發出了簡短的禱
告。忽然間，神的聖火降下來了, 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以利亞也往耶斯列去了。聖經記載, 聖靈臨到了他, 他便跑得比亞哈的馬車更快。我不禁思
索, 以利亞有否想過, 也許執政者會像迦密山上的人一般, 向 神屈膝。畢竟, 神既彰顯了祂的
榮耀，他所傳揚的福音已證據確鑿。以利亞或許下此結論了: 「這件事誠然會令執政者回
心轉意！」然而, 以利亞很快就發現, 反對的勢力變本加厲; 耶洗別威嚇要殺害他。他有否
因執政者倔強傲慢, 而退到山洞裡，沮喪求死呢?  

請思量本國如今的光景。毫無疑問, 神使本國成為大國了。祂令世界各地的人到這裡來, 且
在短短的期間, 使他們(在科技, 社會並經濟上) 的成就史無前例。當然. 我們並不完美, 但本
國立國時, 誠心看重了 神的道路。你認為人們知道美國的歷史, 就會向 神屈膝。然而, 我們
周圍四看, 就很容易會心灰意冷。我們會求問說: 「主啊, 甚麼才能感動本國的人呢？甚麼
能令我們從現今自取滅亡的道路上至終回轉呢？」  

聖經記載, 神臨到了, 以微小的聲音對以利亞說話。祂的話語溫柔, 彷彿要表達以利亞並沒
有因沮喪而得罪祂(參看王上 19:12)。同樣, 主如今會提醒你，說你或你的處境也沒有得罪
祂。祂並沒有坐在天上, 雙臂交叉在胸前, 因你靈裡沮喪, 而搖搖頭。  

神與靈裡沮喪的以利亞相會, 滿有愛心的告訴他, 說雖然他尚未明瞭, 但還有許多事工。當
時, 以利亞並不曉得以色列民有一天會全然為 神而活。他並不明白, 救主會透過大衛的世系
而臨到。他更無法看見教會會永遠與主一同作王。正如聖經所說，「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

子觀看, 模糊不清。」(林前 13:12) 然而, 有一天, 一切都會真相大白。直到那時, 我們必須
讓主把我們從沮喪中提拔出來, 好讓我們能繼續下去。 

恢復指恢復指恢復指恢復指望望望望 

我們也從路加福音讀到有關這樣的一個故事:無神的宗教彷彿大行其道, 令許多跟隨主的人
失去指望。主受死復活後不久, 有兩個門徒離開耶路撒冷了(參看路 24:13) 。他們代表了那 



 

些曾經充滿指望的。主在往以馬忤斯的路上親身與他們同行, 問及他們愁眉苦臉的原由。
他們回答說: 「你沒有聽見嗎？你是個外鄉人嗎？你要明白, 神既差遣了祂的兒子, 我們曾
經滿有指望…」(路 24:19-21) 

他們的見証不過如此: 我們曾經滿有指望！「我們曾經盼望祂會拯救我們。我們曾經盼望
祂會令本國的人恢復敬虔的心, 且釋放我們脫離羅馬帝國的壓制。可是, 禍不單行, 我們的
宗教系統卻釘祂十字架了！」  

在他們看來, 無神論的宗教得勝了。當我們想到許許多多愚昧的電視節目都假裝為主的福
音, 你我就很容易會下此結論。關於這等無 神論會大行其道多久, 你有否思索呢？這假冒的
電視節目會欺騙人心, 防礙人認識 神多久呢？ 

主與那兩個門徒一邊同行, 一邊解釋聖經, 說明了無神的宗教絕不會得勝。衪掌控萬事; 萬
有為要成就 神在地上的目的, 都服在祂的旨意之下。他們靠近一個村落時, 兩個門徒就請耶
穌留下來。聖經記載，主當晚與他們一同坐席擘餅，他們的靈眼就被開啟了。 

門徒們突然懂得真理; 就是說, 主的確勝過了魔鬼, 且破除了罪惡和陰府的捆鎖！門徒們發
現自己並不站在敗方, 便心中再次火熱起來, 轉身回耶路撒冷去了。他們要回到那從人看來
那失敗之地, 即仇敵已得勝的地方。然而, 那就是聖靈後來降臨, 充滿他們的地方。祂使他
們有份於的勝利是單單為著那些認識聖靈的人而設的。 
 

  主吩咐你起來時主吩咐你起來時主吩咐你起來時主吩咐你起來時 

聖經記載, 以色列人的首領約書亞也曾經心中沮喪。以色列人進入了應許之地。然而, 他們
在耶利哥不可思議的得勝後, 卻敗在艾城微不足道的敵人手下。約書亞撕裂衣服, 在 神的約
櫃前面伏於地, 直到睌上(參看書 7:6) 。 

請謹記，以色列人為要領受 神所應許的產業, 剛才開始了這旅程。可是, 約書亞當時心中思
索: 「我們甚至無法打敗這微小的敵人, 當面對大敵時, 又會如何呢？」繼而, 他開始被這等
虛假的理性所勝了: 「我們為何不留在約但河東呢？那裡起碼是安全的。我們甚至為何要
開始這旅程呢？」(參看書 7:7)  

請想像敵人一直嘲諷他說: 「約書亞啊, 你開始了旅程, 但卻低估了你的敵人。你高估了你
自己的力量和 神的應許。現在, 你會失敗, 且會在眾目睽睽之下並聖潔的 神面前蒙羞！」
你可以肯定, 那些謊言不斷衝擊約書亞的心靈, 極力阻撓他, 免得他成就 神的旨意。  

最近, 也許你同樣經歷了仇敵的譏誚。然而, 你不可向恐懼感或靈裡的沮喪感屈服。你千萬
不可聽信這樣的聲音: 「你會應付不來; 你所相信的應許也許會應驗在別人身上, 但不會應
驗在你的身上。」千萬不要相信這樣的話語: 「你的一生絕不會有什麼影響力; 你既敗於看
似微不足道的仇敵之下, 就絕不會得勝。」仇敵的這些謊言會防礙你的進展, 令你深深沮
喪。 

 



 

主也許要對付你生命中的一些事情。至於約書亞, 神只吩咐他起來。這是出於衪的大憐
憫。神知道營裡有些事情會削弱以色列的全軍。於是, 祂出於憐憫, 要他們將之對付, 否
則，祂會不讓他們往前走。同樣，你我若堅持一些不當的事情，就無法得勝。所以，神若

在你的生活裡指出一些事情，你就要遵行。那些在這人生旅途中削減你力量的事情，是不

值得堅持的。 

  不可缺少的一員不可缺少的一員不可缺少的一員不可缺少的一員 

當你蒙受試探, 被靈裡的沮喪感所勝時, 你必須謹記，神的計劃是大於你所能明瞭的。是的, 
你只是神不可思議的圖畫中的一個小部份而已, 但你是不可缺少的！請想像, 假如有人試圖
完成一個有一千小塊的拼圖, 對你說: 「完成了！」你馬上就會著眼在那缺少的一塊上。雖
然 999塊已被擺好了, 但那拼圖還是不完整。 

同樣, 你順從 神, 勇往直前，成就祂對你的聖召, 就是主在此時此刻不可缺少的。這是非常
要緊的。因為如果你離棄 神所賜的聖召，那幅圖畫就不完美了。所以, 千萬不要被靈裡的
沮喪感吞沒。不要向現今的無 神論屈服。務要恢復指望和對聖工的熱忱。即使你沒有全然
明瞭, 你還是要像以利亞一般, 繼續勇往直前; 因為還有許多事工尚未完成。若你不中途而
廢, 就必大得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