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IRITUAL DEPRESSION  

靈裡沮喪 

「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殺眾先知的事都告訴耶洗別。耶洗別就差遣人去見以
利亞，告訴他說：明日約在這時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願神明重重
地降罰與我。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將僕人留在那裡，自己在
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騰樹下，就坐在那裡求死，說：耶和華啊，罷了！求你
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王上19:1-4).  

我們可從這段經文讀到有關靈裡沮喪. 雖然這沮喪感相仿於臨床抑鬱症, 或罪惡過犯所帶來的遺

憾, 靈裡沮喪卻只會發生在愛 神的人身上. 靈裡沮喪會臨到那些心中愛慕真理, 渴望社會改邪歸

正的人. 

這是你如今心中渴望的嗎? 你讀到新聞, 看見公理不伸, 不虔不義的被高舉, 便心中煩惱. 主指

著末期, 警告過: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太24:12). 不法

的事情顯然在這世代裡大行其道. 我們眼見社會越發邪惡, 愛心就很容易冷淡起來—包括對人

, 主肢體中的聖召, 和致終對生命的愛心! 結果, 許多信徒都會祈求説: 「神啊, 求你帶我回天

家! 我一睡不醒也好. 我會與你永遠同在. 」 

若你有此感受, 我相信當我們讀到以利亞的旅程, 前車可鑒, 便會得鼓舞. 比如, 我們從開頭的

經文讀到以利亞感到沮喪 首先便撇下了 神打發去給他安慰和力量的. 「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
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將僕人留在那裡，」(王上19:3). 

這就相仿於信主的人沮喪起來, 便停止上教會--離棄可安慰他的人. 你要明白, 以利亞的僕人是

為要陪伴他, 侍候他, 且在旅程上鼓勵他的. 所以, 你若靈裡沮喪起來, 就要小心, 免得你棄絶 

神安排來幫助和安慰你的人. 不要孤立自己, 試圖單獨走過這深谷, 因為這是你最大的錯誤之一! 

進入曠野 

聖經繼續說: 「(以利亞)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騰下，就坐在那裡求死
，說：耶和華啊，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王上19:4). 

 



 

換言之, 他説: 「我對自己有過高的期望--有關如何影響這社會. 可是, 當我想到自己要如何立

場堅定, 抵擋黑暗, 卻發現自己無能為力. 」於是, 以利亞深深的陷入了絕望中. 他開始失去了

對自己身份和目的感覺, 至終更失去了生存的意志. 

你若愛 神, 就會走過這深谷. 那時, 請謹記, 這患難並非你獨有的. 許多人都走過這死蔭的幽谷

, 寧願一死了之. 保羅説過: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

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

住。」(林前10:13). 

我走過這深谷不僅一次. 我心中曾經無緣無故的經歷黑暗. 我甚至曾經在大大得勝的時期裡, 突

然沮喪起來. 我在某年在本教會為一千人施浸後, 落在沮喪深淵裡. 有時候, 沮喪感會持續多日, 

甚至更久. 每一位與 神同行的牧師都會有此經歷, 無人幸免. 

聖經記載説: 「他就躺在羅騰樹下，睡著了。有一個天使拍他，說：起來吃吧！」(王上

19:5). 換言之, 他為著逃避現實而倒頭大睡, 忘記了那些令他重新得力的事情. 同樣, 靈裡沮

喪的信徒往往會不讀經. 他們也會不上教會, 或與信徒相交, 反倒會終日昏睡. 靈裡沮喪若繼續

下去, 會令人與人和一切隔絕起來--若不是在身體上, 也會在心靈上. 

團契的重要性 

雖然知道這經歷非你獨有會令你放心,, 也許你還是會思索: 我究竟會如何渡過困境呢? 

首先, 你必須曉得 神已把主的肢體賜給你. 比如, 你上教會, 主會使用你的牧師或其他人來提醒

你, 說衪沒有離棄你. 因此, 聖經説: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

此。」(來10:25). 換言之, 不可停止與別的信徒聚會, 尤其是黑暗越發加增的時候. 既不要極

力單獨渡過難關, 也不要掩飾自己的掙扎. 人家問你如何, 就坦誠的告訴他. 不要在宗教上故弄

玄虛, 以為要假裝時時得勝. 

然而, 好消息就是即使你極力孤立自己, 主必尋找你. 我們讀到「他在那裡進了一個洞，就住
在洞中。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做什麼？」(王上19:9-10). 以利亞

試圖在那裡把自己封閉起來, 但主沒有離棄他. 同樣, 主必臨到你, 問及你為何這樣沮喪. 

希奇的就是, 你答案混亂, 祂也不會介意! 

你要明白, 靈裡沮喪會令你思想錯亂. 你會對 神, 自己和別人有錯誤的想法. 以利亞説: 「以
色列人…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王上19:14). 然而, 事實並不如此, 因

為 神在以色列保存了七千人. 以利亞也堅持說: 「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王上19:14). 其
實, 要追殺他的, 並不是「他們」, 乃是邪惡的王后耶洗別. 

你靈裡沮喪, 就會感到人人都反對你; 忽然間, 你會再也不信任任何人. 然而, 神不會因以利亞

心中困惑而生氣, 祂也不會因你對你自己的景況判斷錯誤, 而離棄你. 



 

聖靈的事奉 

聖經記載: 「他就躺在羅騰樹下，睡著了。有一個天使拍他，說：起來吃吧！」(王上

19:5). 多麼有趣, 那是棵羅騰樹(其枝子可用作掃帚); 因為魔鬼實在要在那裡把他掃出 

神國! 他抬頭一看, 就看見自己身旁有一個炭烤過的餅和一瓶水. 他吃喝過後, 又再躺下來. 主

的使者再次臨到, 拍他, 說: 「起來吃吧！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他就起來吃了喝了，仗著
這飲食的力，走了四十晝夜，到了 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王上19:6-8). 

又有一個理由可以深信你會渡過任何靈裡沮喪的時期: 主必親自扶持你, 正如衪待以利亞一般. 

聖經說, 我們有需要, 聖靈就叫我們想起所學過的(參看約14:26). 

比如, 你感到全然絕望, 這經文就會在午夜浮現在你的腦海中: 「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來13:5). 「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審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你必
定他為有罪。」(賽54:17). 無論你多麼沮喪, 聖靈必在你身旁, 提醒你有關你的身份, 且

賜你力量!  

神的溫柔心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從那裡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
，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
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王上19:11-12).  

神雖大能, 能隨意拯救我們(包括崩山降火), 祂卻定意使用最偉大的辦法來救我們脫離沮喪感: 

神的溫柔心! 我們在此看見祂以微小的聲音臨到了以利亞. 

難怪大衛王說: 「你的溫和使我為大。」(詩18:35). 主沒有以我們該受的來待我們, 反倒

定意忍耐我們的跌倒, 在我們的掙扎中與我們同行. 祂是溫柔的救主, 且必不讓我們背負重

擔, 過於我們所能承擔的!  

愛人的心 

神為要救以利亞脫離沮喪感, 而另作了一件事. 請謹記, 以利亞老是想到群眾, 對抗, 使國人向 

神回轉. 他大有異象, 有關他自己的一生和 神能透過他所能成就的. 然而, 這異象沒有全然實現

, 他就沮喪起來. 

然而, 請注意, 神並沒有打發以利亞到迦密山, 説: 「去築壇, 我要再次降火. 」, 或「回到城

裡向耶洗別發出挑戰. 」神反倒對他説: 「我要你起來, 與我同行. 你要膏兩個人; 這些世俗的

領袖會深深的影響國家. 你也要膏一個人; 他會代替你成為國中屬靈的聲音. 」(參看王上

19:15). 很希奇! 在以利亞餘下的一生, 神起先會透過他膏抹三個人; 他們則會繼續戰勝, 舉手

反對邪惡之事. 



 

我相信 神的心願就是要以利亞以他從 神領受的溫柔心, 同樣感動這三個人. 我能想像以利亞脱

離沮喪感時, 説: 「我能這樣做! 我能感動三個人. 」 

以利亞去見以利沙, 把他自己的外衣加在他身上, 說: 「來跟從我. 」以利沙實在說: 「請讓我

與家人道别. 」(參看王上19:20) 照常理, 以利亞一定會下此結論: 「你若回頭, 就不配得 神國

. 」而繼續前行. 

然而, 聖經記載, 以利沙宰了一對牛，召集了親朋好友, 與他們道別. 我想像這件事為期數週

. 以利亞一直等候他. 之前, 以利亞多半不會這樣做. 但是, 他經歷過何謂軟弱, 且被 神的溫柔

心所感動. 沮喪的經歷改變了他的性情. 我相信他在一生中首次享受與人共處! 

保羅邁向溫柔心的旅程 

我們看見另一幅圖畫有關使徒保羅的生平. 他與 神開始他的天路歷程時, 雄心勃勃, 無法忍耐別

人; 這是從他如何待年輕的馬可顯而易見的. 「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但保
羅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們，不和他們同去做工，就以為不可帶他去。於是二人
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 」(徒15:37-39). 

你要明白, 保羅大有熱忱, 在主的肢體中類似以利亞; 他會斷定說: 「任何回頭的人都不配得 神

國. 」我是個年輕的傳道時, 甚至像這様子. 我甚至曾經在聖壇前抓住一名不肯戒酒的人. 我對

他說: 「我戒了, 你也可以! 」 

但是, 神出於憐憫會如何呢? 祂容許我們落到軟弱和沮喪的一個地步, 好溫柔的臨到我們. 若你

按先後次序讀保羅的寫作, 就會發現他在一生中漸漸溫柔起來了. 他在晚年時, 甚至吩咐一位使

徒説: 「 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或作：服事我）的事上於我有益

處。」(提後4:11). 他變得全然不一樣了! 

在你看來, 他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認為這是因為, 正如他論到他在亞西亞時, 説:「我們…被壓

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亅(林後1:8). 換言之, 他説: 「我們認為自

己不會渡過難關. 若沒有 神的力量, 我們無法渡過. 」我不禁思索, 他當時是否想起了馬可. 畢

竟, 我們往往會在軟弱和試煉中反思, 且想起自己曾經惡待的人. 我們突然承認自己也會跌倒, 

有所掙扎. 我們需要得聽某人仁慈的話語; 我們需要主的肢體,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能單獨走完這

天路歷程!  

神給你的託負 

若你靈裡沮喪, 請問: 你能為著三個人而相信 神嗎? 你能相信 神能使用你的生命來感動他們, 

正如祂待以利亞一般, 以致他們會對 神國有所貢獻嗎? 你願意承認自己沒有失去主肢體中的崗位

嗎? 

 



 

我鼓勵你如今要讓 神重新託負你. 衪樂意救你脱離沮喪感, 且為著你的未來賜你新的異象. 請謹

記, 以利亞跨出去成就三件事時, 神已顯示他的沮喪感消失了!  

我喜歡以利亞故事中的另一件事就是, 以利沙道別後「隨後就起身跟隨以利亞，服事他。」(

王上19:21). 

請謹記, 以利亞沮喪時, 首先撇下了他的僕人, 即 神打發去鼓勵他的. 然而後來, 神重新點燃和

託負以利亞時, 祂賜給了他一位朋友! 我所求的就是, 神也會在主的肢體中一一賜給我們朋友--

榮美的提醒說我們在這天路歷程中絶不孤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