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課 ND-308 《如何走出靈性的低谷》 

于宏潔弟兄 2014 年 5月 18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

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 4:15-16)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祢，因為祢永遠愛我們。當我們每一次思想到祢、呼喊到祢的時候，我們

的心都覺得何等地甘甜。我們知道有一個永遠不放我們的愛、永遠不改變的愛在這裏等待著我

們。我們不管多麼軟弱、多麼失敗，主啊，祢永遠都在這裏等著我們。今天早晨，我們願意再

一次地坐在祢的腳前，在這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課上，我們求祢來教導我們，謝謝主！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首先，感謝弟兄姊妹為我們的禱告，出去了三十四、五天，時差一直在換，從紐約到歐洲、

到亞洲、又再回來。但是，一件很安慰我們的事情，就是在各地有很多我們不認識的弟兄姊妹，

甚至在山谷裏的一個小小的教會，都在跟著我們學《新人門徒訓練》。這是聖靈的工作，是主

特別的工作，在各地都聽到他們的見證。他們在那裏跟著我們同步操練，非常謝謝我們的同工。 

我在各地特別介紹說：我們不是只有講課，我們還有一個將近十個人的小組，他們專門負

責出操練題目。我們整個《新人門徒訓練》最大的負擔是重在「行道」，雖然「講道」跟「聽

道」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行道」的挑戰。而且，各個小組長、輔導都很認真地督促大

家在實際的生活中操練。所以，真正的果效、真正的祝福都在於我們有沒有實行——這是關鍵

點。有一些的小組碰到了困難，都是在實行上出問題。在各地的教會，你發現他們一直感恩、

蒙福的人，都是因為他們很具體地在操練。發現有問題說不知道怎麼做、推不動的，差不多都

是在實行上，大家還只是紙上談兵，說說聽聽。所以，希望在我們自己教會裏，我們是第一手

的、直接的，而且是像先鋒（pioneer）一樣：不論講的、聽的，我們都在主的面前很認真地來



操練。 

跟他們交通以後，我自己裏面覺得很難過、很慚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們的《新人門徒

訓練》的第三階段的課程《被改變的關係》上，我覺得自己好像沒有講到該有的水平。整個《新

人門徒訓練》的課程裏，《被改變的生命》跟《被改變的關係》本來都是我裏面最重的負擔。

所以，我在主面前禱告，我也跟主認罪，覺得虧欠。我們這兩年的課程結束以後，基本上我就

不再像現在這樣面對面地講了。將來下一梯次參加《新人門徒訓練》的弟兄姊妹都需要看光碟，

或是上網絡看。若是我覺得現在這八個題目或是其中某一個題目，沒講好的，我可能會再重講

一遍。希望幾年之後，能夠把最好的留下來。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這是 神

特別給我們的恩典，讓我們可以面對面地交通，然後大家一起實行。 

所以，從我們跟他們分享在教會裏，我們怎麼實行的事情上，他們也得到很多的激勵。很

多人聽到以後說，他們回去後，也要帶到他們的教會。所以，請弟兄姊妹不光為自己追求，我

們也為著 神的國度追求，我們跟他們都是整個基督大身體的一部分。我們走出了一條路，會

讓這個世代的 神的兒女們有盼望：知道有路可以走，這是行得通的（work），是可實行的

（doable）。所以，我們一起來加油、來學習！ 

今天我們要講《如何走出靈性的低谷》，這是第三階段的最後一個題目了。當初為了整個

《新人門徒訓練》禱告的時候，我曾經列出了將近六十個題目。因為我們計劃要講三十六個題

目，當然我們現在又增加了，大概將近四十個題目。所以，我從近六十個題目中刪了又刪，有

十幾個題目被刪掉。這個題目曾經被刪掉過，後來有一個年輕的同工跟我講，他說這是他們年

輕人常有的問題，希望再把它加回來。其實這個問題不只是年輕人的問題，也是我們每一個人

的問題。怎麼樣走出「靈性的低谷」？相信在我們屬靈的路程裏，多多少少都會碰到「靈性的

低谷」，對不對？從來沒有覺得有靈性低谷的請舉手，好不好？基本上大家都有。 

「靈性的低谷」，英文有的翻譯作靈性低谷（spiritual valley），也有人把它翻得更嚴重，叫

作靈性消沉（spiritual depression）——那個是更嚴重的字。我們的同工本來也是翻成這樣，我

昨天晚上把它改回來了。我現在講的靈性低谷，就是有的時候你覺得自己屬靈很低落，或是很

軟弱，甚至是很長時間的軟弱，就是使不上勁來；對主沒有渴慕，對很多知道該做的事情沒有

力量去做；然後，碰到試探，就投降；屬靈的追求免談，就是沒勁，沒有力量。這樣偶爾有一



下還好。但是，很多的時候，我們好像是連續幾天或是幾個禮拜、甚至連續幾個月，還有更可

怕的是連續幾年，都陷在這種狀態裏面——那個就是非常嚴重的。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怎麼樣

走出「靈性的低谷」。 

 

一〃正確認識靈性軟弱的本質與軟弱經歷的價值 

   「靈性的低谷」或是屬靈的軟弱，是難免的。只要是舊造，是老亞當的後裔，基本上

這樣的經歷是難免的。但是我們也要跟弟兄姊妹講，對一個基督徒來說，雖然屬靈的低落、

屬靈的軟弱是難免的，但不是正常的。就像我們生病是難免的，但是生病是不正常的。感

冒、生病、胃痛、瀉肚子、牙痛，我們都難免有這些病，但是你絕對不希望它是持續的。

它是應該要被面對，應該要被解決的。屬靈的軟弱就跟身體生病是類似的：它會發生，但

是我們不應該把它視為正常；雖然是難免的，但是我們不能夠讓它持續下去。 

要能夠走出屬靈的低谷，第一件事情你需要很正確地認識靈性軟弱的本質，還有軟弱

經歷的價值。所以我們一起來讀一下我在講義上所列的經文。《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第

九到十節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

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

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 

弟兄姊妹，這節《聖經》大家熟不熟？很熟。請問你有沒有試著誇過自己的軟弱？曾

經像保羅這樣說的，有誇過自己軟弱的請舉手，好不好？有，大概一半的弟兄姊妹都有這

樣誇過。那麼你有經歷到“什麼時候軟弱，就什麼時候剛強”的，請舉手，少了很多，你

們算不錯的。因為我 2006 年在芝加哥福音大會的時候，我說到很多 神兒女們心中有一個

很大的困惑，就是當我在那裏像保羅一樣，誇自己的軟弱的時候，我並沒有經歷到“什麼

時候軟弱，就什麼時候剛強”，反而是越誇越軟弱，甚至起不來。為什麼保羅能夠誇自己

軟弱的時候，他就經歷了基督能力的覆庇？當他在那裏什麼時候軟弱的時候，他什麼時候

就剛強，為什麼我經歷不到？我軟弱的時候反而更軟弱。我又犯罪了，我又上去看色情網

絡了，我又跟妻子吵架了，我又跟同事處不來了、鬧矛盾了。越來越軟弱，我怎麼會什麼



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剛強呢？ 

弟兄姊妹，保羅所說的“軟弱”跟我們所說的“軟弱”有一個本質上的不同：保羅在

這裏所說的“軟弱”，指的是生命的本質——他認識了生命的本質是敗壞的、是軟弱的，

而不是講生命的行為、生命的表現。但是我們所講的“軟弱”，都已經是生命的表現、生

命的行為了——我犯罪了、我看了不該看的、說了不該說的、對人的態度、跟人的衝突、

我跟弟兄姊妹之間的矛盾——我們都是指著行為、是已經做出來的。保羅在這裏所強調的

是，我們需要認識自己生命的軟弱的本質，但是卻不需要有軟弱的行為。他因為認識自己

的敗壞，從本質上知道在 神的眼中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

有。保羅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在我肉體中，沒有良善。」（羅 7:18）這個認識讓

他在主的面前喜歡誇自己的軟弱：我不再憑自己，我需要靠基督。所以，什麼時候他碰到

難處、患難、凌辱、急難、逼迫、困苦，他把它當作可喜樂的，因為這些東西都逼著他不

能夠再靠自己，必須要靠主。 

所以，你發現保羅在這裏所誇的，不是以看色情網絡、犯罪、撒謊、打人……為可喜

樂的，他從來不講這些。他乃是指著這一切外在的環境都逼著我們到主的面前，我們要來

依靠主。我誇自己的軟弱，不是誇我會失敗、我會犯罪（這有什麼好誇的？）而是誇在我

的本質裏面，我的生命就是敗壞，而我需要靠主、需要讓基督的能力來覆庇我。而當我真

正認識自己敗壞、轉向主的時候，基督要來替代我，讓我活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裏面活。所以，雖然軟弱經歷難免，但是它本身是不該有的、是不正常的。 

軟弱經歷給我們所帶來的唯一的價值，或是真正能夠讓我們在主面前可以產生的一點

幫助，就是它讓我們在主的面前能夠謙卑下來，認識自己的本相；謙卑下來，要讓我們真

心地來倚靠主、倚靠聖靈。軟弱的經歷在我們身上的價值，是它能夠讓我們來經歷主的信

實和那個永遠不肯放我們的愛。雖然我們一再失敗、一再刻變時翻、一再對主不忠，它卻

讓我們經歷到主的信實、那個不肯放我們的愛。 

所以，不要任憑軟弱的經歷，不要去以為它既然有價值，我就多多軟弱好了、軟弱個

夠、軟弱個痛快——這都是不對的態度，都是仇敵給我們的欺騙。所以，我們需要正確認



識人性軟弱的本質。我們人本來就是弱的，不堪一擊的，沒有人能夠在主的面前憑律法稱

義。我們永遠是軟弱的、永遠是敗壞的，而且在我裡頭，就是在我肉體之中毫無良善。連

保羅這個從小在律法的義上是無可指責的人，一個非常注重行為、非常律己，待己非常嚴

格的人，他都還說：「在我裡頭，就是在我肉體中，沒有良善。」（羅 7:18）從人來看

是一個無可指責的、那麼好的人，他都認識自己的本質是敗壞的。連他到晚年，最後寫給

提摩太的時候，他還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那個動詞是現在式，他不是用過去

式，不是指他沒有信主以前，曾經殺害、逼迫基督徒。他是說：我到如今，我在罪人中，

我是個罪魁——這是保羅對本質的認識。這個認識能夠讓基督的能力來覆庇我們，讓我們

能夠知道什麼時候軟弱，可以什麼時候剛強。 

 

二〃找出陷入靈性低谷的真正原因 

我現在所講的「靈性的低谷」是指著我們常犯的，就是我們因為自己的問題、因為一

些特殊的遭遇，讓我們整個人落到低谷的裏面去，我們到底怎麼樣能夠走出來？所以，我

們要找出陷入靈性低谷的真正的原因。病有病因，要找出真正的病因，才能對症下藥。對

不對？如果一個人發燒了，你一天到晚只給他吃退燒藥，但是，你卻忽略了原來他的發燒

是因為闌尾炎或是盲腸炎，都已經爛掉了，你卻只是在那裏壓他的發燒——這個不是對症

下藥，只是耽延，而且讓問題更嚴重。屬靈上的軟弱、失敗也是這樣。軟弱一定有原因的。

我說過軟弱是難免的，但是軟弱是不正常的。所以一定要正確地找出自己屬靈低落的原

因、我的破口、漏洞，我失去生命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才能夠對症下藥。 

大家剛剛都舉手表示自己有過落到屬靈低谷的經歷。就著自己的經歷，你覺得自己落

到屬靈的低谷最常有的原因是哪些？太忙、壓力太大。還有沒有？別人的軟弱造成了你

的軟弱。還有沒有？主不聽禱告，困難沒有解決，所以心裏軟弱。還有沒有？生病生

久了，真的是會讓我們陷入靈性低谷。因為鐘馬田（Martyn Lloyd-Jones）在寫《靈性

低谷》的時候，他也提到很有名的講臺王子司布真（Spurgeon），外面看他「講道」那樣有

能力、那樣地祝福人，其實背後他有四十多年的痛風症折磨他，讓他很痛苦。所以，他常



常掉到靈性低谷（spiritual depression）裏面，他需要爭戰（fight），因為他的身體一直消耗

他，讓他很痛苦。身體不好，的確是會影響屬靈的光景。像我們時差反應太厲害，聚會結

束的時候，整個人累得不得了，你就發現那個靈要用力，的確是困難。身體是一個很重要

的因素。 

還有沒有？太容易可憐自己，很好。難處太大的時候，很好。還有沒有？沒有穩

定的靈修生活，很好——長期不吃飯，誰不軟弱？我們今天在座有沒有任何人已經一整

天沒吃飯的？沒有。對不對？有沒有一整天還沒讀《聖經》的？一定有，不好意思舉手——

這就是問題，沒有正常的屬靈生活。還有沒有？離開了肢體的生活，也是會讓我們軟弱

的。 

大家已經講了很多的原因，可是我卻發現一件很特別的事情，沒有一個人講犯罪。其

實犯罪是我們軟弱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你一旦犯罪了，就不可能與 神和好（peace 

with God）。良心不平安，失去了跟 神之間該有的關係。你的讀經、禱告……都會出問題

的。所以，其實罪是讓我們軟弱的一個很關鍵的原因，而且是應該最先直接去禱告的一個

診斷：到底我有沒有因為犯罪，因為不順服 神，因為在主的面前不肯順服恩膏、不肯順

服 神的要求而造成了我裏面的軟弱？很多的時候，只要我們認罪了、悔改了，我們順服

了，我們就從裏面出來了，從靈裏面就活過來了，力量就回來了——所以，犯罪是一個很

關鍵的原因。 

當然，其他剛才說到的，像生活裏面失控、連續太忙、壓力太大；或是人際關係起了

衝突、矛盾；或是我們受到了傷害，別人的軟弱傷害了我們、讓我們痛苦；我們失去了最

親愛的人，喪親之痛、還有身體情況出問題……這些都會讓我們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的低

谷。還有，仇敵主動的攻擊跟破壞：「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約 10:10）

牠常常會把很多消極、灰心、失望、埋怨、反面的思想、不信的惡心放在我們裏面，讓我

們長久都活在一些很消極的情緒裏面，這些久了都會讓我們裏面很低落的。 

當然你可能不止一個原因，你可能同時有好幾個原因。但是，一定要找讓我最近一直

起不來、最關鍵的原因，然後我們針對它好好去禱告。雖然走出靈性低谷有一些共同的

方法是可以用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就是你必須要直接對症下藥的。例如你的軟弱是從



犯罪來的，你不去解決罪，卻是去用各樣的方法：你去參加培靈會、去度假、你跟朋友出

去打發時間（hang out）、去運動，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來幫助自己恢復，可是你的罪沒有

解決的時候，不管你怎麼去做，你還是出不來。所以一定要找到最關鍵的原因。 

 

三〃要有強烈渴望能儘快被恢復的意願 

第三個，要有強烈的能夠回到正常（back to normal）的渴望（strong desire），要有一

個強烈渴望能夠儘快被恢復的意願。我常常講宣信弟兄的一句話，他說：“愛 神的能力

從 神來，但是愛 神的心願在於人。”同樣的，得勝的能力在於 神，得勝的心願、

心志在於人。所以，你今天要從軟弱中得能力，要從「靈性的低谷」走出來，如果

你自己不想走出來的話，那麼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你也許會問：“難道會有人不想走出來嗎？”會！如果你要走出來的那個意願不夠

強，就會讓你不想走出來。我這裡提幾件事，其實等一下你們從經文裏就會看到，因為我

第四點就會講到仰望 神的幫助，而且是聖父、聖子、聖靈都願意來幫助我們從軟弱中出

來。所以，在 神的那一面從來沒有問題，祂不希望我們軟弱、不希望我們受苦，祂

巴不得我們能夠脫離所有的軟弱，把我們帶出來。所以，最大的挑戰還不是禱告沒得

答應或是得不到 神的幫助，最大的問題是在於我們自己裏面想出來的意願不夠強。如果

連意願都沒有的話，那就更糟糕。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忽略了這件事情的嚴重性，這會讓你裏面缺少一個強烈的

心志（strong desire）說：“我一定要出來”。因為你忽略它的嚴重性，你覺得這不是大事。

你覺得：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這根本就是誤用保羅的話，對不對？所以，你覺得：

每天看個三個小時電視，沒什麼關係，因為我白天太累了，我需要休息（relax）。你上網

去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覺得沒關係，這個世代，誰不是這樣？如果你忽略了它的嚴重

性，不管你自己認可不認可，它可能已經是你的軟弱。但是你任憑自己，覺得這件事情還

沒有嚴重，自己也沒犯大罪，所以沒有去針對自己逐漸在軟弱、或是在消耗體力、能力、

消耗生命的事情上去對付它的話，你會發現，你會越來越軟弱。 



所以《聖經》上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患血漏症的婦人。《利未記》第十七章告訴

我們說：「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利 17:11）當血漏掉的時候，生命能力就漏；當血

漏光的時候，這個人就死掉了。血漏症跟其他的病，像瞎眼、瘸腿、長大痲風那種很明顯

的病，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外表看不太出來，它只是在隱藏的地方，有個破口、有

個漏洞，它逐漸漏、一直漏，它從來不停止漏。這個漏，因為在外面看不出來。所以，你

一樣可以有正常的生活，可以事奉，甚至可以「講道」，可以帶詩、帶聚會，可是你自己

知道你裏面是乾的、是軟弱的，你的生命一直在漏失。所以，如果你不去重視這個問題的

話，你再多的祝福早晚漏光；你再多的能力早晚漏光，因為生命裏面有破口。 

血漏的婦人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就是她有一個那麼強烈的心志：我一定要

得醫治（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所以，她在好些醫生手裏花盡了她養生的，她受了許

多的苦，她還是繼續找。在十二年裏，她從來沒放棄尋找，直到她找到耶穌，她得到完全

的醫治。所以，不要忽略它的嚴重性，你不要以為大罪不犯，小罪不斷，沒關係。

其實，只要有，連我們嘴巴的話語都會漏掉生命的；連我們消極的思想都會叫我們

漏掉生命的；連我們一個不和諧的人際關係，它都會叫你一生活在軟弱中。不要小

看這些事，它不見得是大罪，但是它會叫你軟弱。 

第二件事，我們捨不得脫離造成我們軟弱的原因。你會說真有這樣的人嗎？當然

有！罪中之樂，誰不享受？因為它可以帶給你一些即時的（instant）快樂跟舒解。當你這

麼做的時候，你的壓力好像解脫了；當你犯了這個罪的時候，你當時在犯罪的過程裏，還

是有罪中之樂。雖然犯罪完可能有虛空、有痛苦，可是犯罪的本身可以讓你得到罪中之

樂——這就是爲什麼有很多的賭徒，很多人犯淫亂，看網絡色情，去做不該做的事情，看

一些不該看的小説，因為在他做的時候，他可以得到某種的快感，他捨不得放。這個捨不

得，就讓你長久活在軟弱中。 

還有些不見得是罪，例如身體不好。在軟弱的時候，他可以跟別人叫苦，能夠得到很

多的同情、扶持、寬容。“啊呀，你身體不好，多休息哦。”“這個椅子，難得有個椅子，

你來坐。”你會覺得被人家同情、了解，其實也蠻舒服的，所以天天叫軟弱，對不對？這

種自憐自己或是享受關懷，通通都會讓你捨不得脫離。或是你付不出代價。剛剛講到穩定



的靈修，主明明光照你了，幾天不吃不喝，你怎麼可能剛強？但是，我們就是不肯付代價

去培養穩定的靈修生活，你就捨不得，你就沒有真正全力地、全心地願意去脫離它。 

第三件事，就是耽延。你可能已經知道問題了，可是就是耽延。人的惰性再加上仇

敵的詭計，就會讓你對自己說：“不用今天嘛，何必嘛，再慢一點，將來一定會愛主，等

這個事情過了，我一定會愛主；等到孩子大了，我一定會愛主；等到我病好了，一定會愛

主；等到我找到工作了以後，我一定有靈修生活。”你就一直拖一直拖。所以，當 神對

約書亞說：「你年紀老邁了，還有許多未得之地。」（書 13:1）約書亞就起來對百姓們

說：「你們耽延不去得,要到幾時呢？」（書 18:3） 

弟兄姊妹，耽延（delay）是人的惰性，耽延（delay）是仇敵的詭計，這兩個加

起來就讓我們明明知道，但是我們不去做。所以，我在這裡只提三件事情：我們忽略了它

的嚴重性；我們捨不得脫離；第三個我們耽延。第四個才是得不著門路，不知道怎麼脫離，

那是我們等一下會講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這個強烈得恢復的意願，我列了幾節經文：《以賽亞書》第三十章

第十五節，是最有名的一節：「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

們竟自不肯。」看到了沒有？問題不是出在我們不能得，而是我們居然不肯。 

底下《詩篇》第六篇第二到四節，大衛的禱告：「2 耶和華啊，求你可憐我，因為

我軟弱；耶和華啊，求你醫治我，因為我的骨頭發戰。3 我心也大大地驚惶。耶和

華啊，你要到幾時才救我呢？」看到沒有？他催 神。他裏面覺得：主，祢怎麼可以耽

延呢？祢不可以耽延，祢不要再耽延了，祢要到什麼時候才來幫助我？弟兄姊妹， 神喜

歡看我們這樣的迫切。「4耶和華啊，求你轉回搭救我，因你的慈愛拯救我。」 

約拿因為犯罪得罪 神，不順服 神，然後被 神丟到大魚的肚子裏去。他說：「我的心

在我裏面發昏的時候，我就想念耶和華。」（拿 2:7）我一直都很喜歡約拿的禱告。很

多的時候，我們犯罪到發昏，我們遠離 神，我們軟弱，我們被困到一個地步、絕望到一

個地步，真的是發昏。但是約拿在發昏的時候，他就想念耶和華，他就用禱告進入 神的

聖殿。這真是太好了——我用我的禱告回到 神面前。所以，史百克弟兄的同工 Harry Foster

曾經講過約拿的這個禱告，他說：人不管離 神多遠，他都可以回到 神面前。人不管



多軟弱， 神都還接納他。我們都可以用禱告再回到 神的面前來。太寶貴了！“ 我

以禱告進到祢的聖殿，達到祢的面前。” 

主耶穌自己在《馬太福音》第九章也說到：「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

得著。」（太 9:12）不要光承認自己是個罪人，也要承認自己是個病人。要勇敢地、謙

卑地，常常在主的面前承認：“主，我真是個病人。我需要祢的健康來替代我。我

需要祢的醫治，讓我能夠起來。” 

 

四〃仰望主的幫助 

底下開始講到得不著門路，我們要知道第一件事情永遠是：回到主的面前，仰望主的

幫助。我剛剛說過，聖父、聖子、聖靈都願意幫助我們，每一個我列一個經文作代表性的。

第一個，神願意幫助我們。《以賽亞書》第四十章第二十九節到三十一節：「29 疲乏的，

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這是我們的 神，祂永遠願意幫助我們，賜我們能力，

加我們力量。「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少年人”跟“強

壯的”，都說到我們天然生命的性情就是很剛強、很有力，但是早晚你要疲倦的，早晚你

要全然跌倒的。天然的能力，不管愛心、忍耐、溫柔、聖潔、努力，早晚有一天你要發現

你要疲倦、你要全然跌倒。人永遠有盡頭的：你天然的力量，最多讓你走第一里路（first 

mile），到此為止，走不下去；第二里路是只有屬天的生命、只有基督的生命可以

走的。 

所以，在這裡《以賽亞書》第四十章就講到：「 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因為祂要把屬天的能力、祂要把屬天的力量加給我們。疲乏的，祂要賜能力；軟弱的，祂

要加力量。當我們等候的時候，我們就重新得力。「 31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

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這是屬天的了。這就是保羅說的：「誇自己的軟弱，好

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 12:9）什麼時候軟弱就什麼時候剛強，因為 神把屬天的

力量和能力賜給了我們。這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境界。 



第二個，主耶穌願意幫助我們。從《希伯來書》我至少列了三節經文。《希伯來書》

第二章第十七到十八節：「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 神的事上成為慈

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

試探的人 。」所以，我們在各樣的軟弱、各樣的試探中，我們的主能夠體恤我們的

軟弱，而且祂知道怎麼樣搭救、幫助我們。 

《希伯來書》第四章第十五節到十六節，是今天的背誦經文：「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

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所以

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隨時的幫助”有的英文翻譯，叫作及時的（timely）或是應時的（in time），就是即時的

（instantly）。在你最需要的時候，就在那個當口， 神就把需要的幫助賜給我們。不

光是隨時的、而且是及時的、是應時的幫助。這是《希伯來書》第四章講到主能夠幫助我

們從裏面出來。 

最後，《希伯來書》第五章第二節也是讓我們非常感動的經文：「他能體諒那愚蒙的

和失迷的人。」我最近真的常常也被主光照，很多時候會在一些屬靈的認識上、功課上，

好像失迷、好像愚蒙。但是，主在這裡能夠幫助我們，祂瞭解我們：「因為他自己也是被

軟弱所困。」 

第三個，聖靈願意幫助我們。《羅馬書》第八章: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

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羅

8:26）我們連怎麼禱告都不知道，更不要說其他方面的軟弱。聖靈來，來幫助我們。 

所以，在軟弱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讓我們不要忘記主願意幫助我們。 

 

五〃走出靈性低谷的實際行動 

   底下我們講走出靈性低谷一些實際的行動、我們可以做的幾件事情。 



1. 真心地歸回、轉向主 

    第一件事情就是真心地歸回、轉向主。沒有一件事情比這件事情更重要。弟兄姊

妹，我相信如果今天要你們來講這個題目的話，你們要講的第一個點是會跟我一樣的。

第一件事永遠就是回到祂面前。別無他法（No other way）。任何一個電器：吸塵器也

好，冷氣機也好，電鍋也好，電爐也好，任何的東西，你只要拔掉它的插頭（unplug），

它能力（power）就不在了。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把它插頭插回去（plug back），讓它

連於源頭，連於能力之源。 

所以，當你軟弱的時候，你千萬先不要急著叫人家同情你，去別人面前哭一場——

這的確是一個方法。但是，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回到 神面前:祂是我們的救主。

我們常跟人家傳福音，我們不是在傳教主，我們在傳救主。因為我們已經懂得

太多，我們做不出來，我們需要的是拯救。耶穌來，救我們脫離。不光從罪惡

脫離，從一切的軟弱、一切不合 神心意、一切不能歸給 神的裏面，祂要把我

們救出來。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真心地歸回，轉向主。所以，《撒母耳記》上第七章記載到在

士師時代，以色列家原來是那麼黑暗，黑暗到到一個地步，史百克弟兄說：讀完士師

記需要洗眼睛，甚至需要洗澡的——怎麼會百姓失敗成這個樣子？但是，當撒母耳被    

神興起來的時候，他成為一個轉移時代的人：他為 神家禱告，二十年之後以色列全家

歸向 神，所以 神藉著撒母耳起來責備他們。 神就對他們說：「你們若一心歸順耶

和華，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他錄從你們中間除掉，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地

侍奉他。」（撒上 7:3）“一心歸順”、“專心歸向”、“單單事奉”，全部都講

到跟 神之間那個單純、絕對、完全的關係。任何的東西破壞了這個關係，這個

歸回都不完全。任何的東西破壞了這個真心的回轉，你還是活在軟弱中出不

來——這個歸回必須一心的，必須是專心的，必須是單單的。 

我們一起來看《約珥書》第二章的兩節經文。你如果去讀《約珥書》，一開始它有



非常生動的描寫，講到蝗蟲像軍隊一樣臨到全地，把所有的作物破壞，把所有的祝福

摧毀掉——那是一個很可怕的局面。但是，《約珥書》的後大半段，充滿了祥和、充滿

了 神的祝福，充滿了生命、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榮耀的盼望。那麼，銜接這兩段的關鍵，

就是我們這裡所要讀的這段經文。 

《約珥書》第二章第十二節到十三節, 神在這裡要求他們：「你們應當一心歸向

我。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講到那個歸回必須是真心的、是全心的。很

多 神的百姓們在懊悔、痛苦的時候，例如像家人過世時，猶太人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

是哀哭，然後撕裂衣服，披麻蒙灰，表達他們的痛苦。但是， 神說：連這個都不夠。

你不要只是撕裂衣服，你還要撕裂心腸。所以，當我們軟弱、犯罪、得罪 神的時

候，我真的希望在我們裏面有那個真實的光照、真實的悔改。 

的確有很多東西很吸引我們、霸佔我們；的確有很多的東西傷害了我們、捆綁了

我們、也消耗了我們。但是，如果你要真心地歸向 神，就必須是一心的，是真心的。

如果是悔改，就不要只是撕裂衣服，還要撕裂心腸，不然出不來！ 

弟兄姊妹，我們要一百八十度地轉向 神（make a U-turn to God）。我再強調一

遍，不是轉三百六十度——別人誤用我的話說：要轉三百六十度——三百六十度轉太

多了，轉太快了，回到 神面前，馬上又回到世界去了。要一百八十度的轉回，一個絕

對的轉回。任何時候轉回向 神（anytime make a U-turn to God），是我們這一

生都要學的，任何時候都要學的，是我們隨時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學的功課。

當我們真心歸向 神、一心歸向 神、完全歸向 神、單單事奉祂的時候，我們會

發現自己接上能力了，力量回來了，祝福回來了，喜樂回來了，平安回來了，

從前所失去的祝福回來了。大家可以試一下（try it）。 

所以，我們最直接、最有效、最徹底的得力的秘訣，就是把我們跟 神之間

所有的帕子、障礙、所有罪惡的攔截、通通都在主裏面除去。造成我們軟弱的原

因有那麼多：身體不好，禱告沒得答應，別人給我們的傷害，失去配偶，被罪惡捆綁……

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通通都不能離開這個原則，不然我們走不出來的。如果你



離開了這個原則，用其他的方法去解決那些問題，那是白費功夫，所有的果效是暫時

的、是表面的。只有真正跟 神之間有對的關係的時候，你才發現裏面有真實的力量，

有真實的恢復，有真實的平安、喜樂。雖然外面的難處跟那些原因可能都還在，可是

你裏面卻是踏實的。所有軟弱歸回的第一件事情，所有要從低谷裏走出來的第一

件事情，永遠是歸回、歸回、歸回。 

2. 數主恩典 

第二件事情可以幫助我們的就是數主恩典。在靈性軟弱低落的時候，如果你的軟

弱是從罪來的，唯一要做的就是認罪、悔改、歸向 神，別無他法（no other way）。但

是，如果你的軟弱不是從罪來的，例如說：身體生病；親愛的家人走了；你受到別人

的傷害、被人出賣、攻擊、譭謗造成的痛苦；或是長期的壓力、忙碌讓我們靈修不正

常等等，我們要開始數主的恩典——這也是一個非常直接、有效的方法。 

你們聽過我的見證，很多次我被環境壓到自己喘不過氣來，到最後我連禱告都不

想禱告。我整個人軟弱如水，趴在地上。我跟主說：“主，祢自己看著辦好了。祢把

我搞成這個樣子。”我連禱告都不想禱告，我覺得禱告沒用。仇敵常常對我說：“你

的 神在哪裡？”我說：“主，我現在就是不知道祢在哪裡。祢就看著辦好了，我在這

裡像死狗一條。就是如果祢還把我當祢的兒女，祢就自己來解決。” 

弟兄姊妹，很多的時候我們自己真的是已經沒有辦法。可是，我卻發現，藉著數

算主的恩典，我們卻可以起來。當你真的在那裡數主恩典，你數算主已經給你的。為

著你所有擁有的東西，你要來感恩。我記得感恩節我曾經講過，如果有來生，叫你將

來再活一次的話，有哪三件事情或是哪五件事情是你希望一定要有的？你會說：我還

是希望這個人當我的爸爸或媽媽，我還是希望嫁給他，我還是希望我能夠讀我喜歡的

學科、或是做我現在的工作……當然每一個人都會說是要信耶穌，對不對？那我就想

問你：你常為這三、五件事情感恩嗎？還是已經把它們當作理所當然（take them for 

granted）的？當你還是希望你來生一定要有這些事情，當你現在還擁有它們的時候，

你爲什麼不感恩呢？ 



為著健康的身體，你有感恩過嗎？甚至為著你能夠自由地去排泄，你有感恩過嗎？

我自己受過那個苦：動手術之後，根本連上廁所用力都不敢用力，那個真是很痛苦。

到了這時候，你才曉得連能夠正常上廁所都要感恩的。弟兄姊妹，我們太缺少感恩了。

我們天天看的是沒有的，看的是不滿意的、是失望的。所以，我們這個人常常活在軟

弱裏面——要為著已經有的感恩。 

有一次，我自己軟弱到底，我都沒有力量為外面的事感恩，突然聖靈感動我，叫

我宣告基督的內住，讚美基督的內住。弟兄姊妹，當我在那裡讚美祂的時候，裏面的

力量就起來。我知道所有的東西都會改變：感覺會變的，環境會變的，只有耶穌

基督真是不改變。祂的內住是真實的，祂的同在是真實的。就算我都感覺不到，

我仍然相信祂是真實的。所以，我開始讚美、讚美，那個力量真的從裏面出來，

那個說不出來的力量從裏面出來，從數主恩典、從宣告、從讚美出來。「我要求

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詩 18:3）這是《聖經》詩

篇第十八篇的話。 

3. 信心的運用和宣告 

第三個，信心的運用和宣告。我這裡列的四節《聖經》都非常重要。但是，時間

的關係，我沒有辦法都讀。但是，《詩篇》第五十七篇跟《彌迦書》這兩段，我特別想

跟弟兄姊妹讀一下，因為這兩段的《聖經》常常成為我在軟弱中的一個幫助。 

《詩篇》第五十七篇是大衛在逃避掃羅，藏在洞裏時所寫的，他這樣形容那個時

候的危險: 「我的性命在獅子中間，我躺臥在性如烈火的世人當中。」（詩 57:4）

他隨時要被傷害、要被吞吃的——非常危險、受苦的局面。但是，第二節他就說：「我

要求告至高的 神，就是為我成全諸事的 神。」這是我們常做的，就是禱告。碰

到難處的時候，向至高的 神、為我成全諸事的 神禱告。但是，你發現他不光是禱告，

到了第七節，他開始宣告，他開始用意志的力量、憑著信心超過自己所有軟弱、超過

自己眼見，因為他眼睛看到的全是危險，仇敵像獅子一樣、像烈火一樣設下網羅，用



各樣的方法要來傷害他。他這個時候開始讚美、開始宣告。第七節，他說：「 神啊，

我心堅定,我心堅定。我要唱詩，我要歌頌！」大家注意那個“我要、我要”，都

是“I will，I will”，這是他用他的意志，他起來歸向 神，他起來憑信心宣告 神的得

勝、宣告 神的信實。「7我要唱詩，我要歌頌！8我的靈啊，你當醒起！琴瑟啊，

你們當醒起！我自己要極早醒起。」第七、第八節是他自己意志的歸向 神，是他

信心裏面的宣告，是他信心裏面的舉動。然後，第九節就帶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境界，

他說：「9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列邦中歌頌你；10因為你的慈愛高及

諸天，你的誠實達到穹蒼。11 神啊，願你崇高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弟兄姊妹，如果我沒有讓你讀整篇詩，我只把《詩篇》第五十七篇的第九節到十

一節打出來送給你：「9 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列邦中歌頌你；10 因為

你的慈愛高及諸天，你的誠實達到穹蒼。」請問，有誰能夠想到這一首詩歌是在大

衛被掃羅追殺、活在獅子的中間、活在烈火的中間、活在各樣網羅中間的背景底下寫

出來的？很難想像，對不對？我們會覺得不可能，這肯定是在大衛蒙恩的時候，訴說 神

的恩典，訴說 神的慈愛永遠不改變，祂的信實達到穹蒼。是在一個感恩的局面裏寫的，

而不可能是在一個這麼可怕的光景寫的。什麼東西讓他回轉（turn around）？讓

他有這樣的轉機？就在於他信心的宣告，就在於他意志的行動，他來歸向 神。 

另外一個經文也是我很喜歡的，尤其在我大學的時候，這段經文大大地幫助我。

因為那時候我在信仰上面臨一個危機，我怎麼禱告， 神都不聽，所以我已經對 神絕

望透頂了，我就覺得我都不要信祂了。我的疾病、我的難處、我自己的軟弱，各方面

讓我覺得 神不在。我是從小基督教家庭長大的人，那天像放棄信仰一樣。所以那時我

讀到《彌迦書》的時候，裏面感觸很深。 

《彌迦書》第七章，第七到十一節：「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要等候那救

我的 神，我的 神必應允我。我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倒，卻要起

來；我雖坐在黑暗里，耶和華卻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

了他，直等他為我辯屈，為我伸冤。他必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他的公義。



那時我的仇敵，就是曾對我說耶和華你 神在哪裡的，他一看見這事，就被羞愧

遮蓋。我必親眼見他遭報，他必被踐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

到，你的牆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開展。」 

當我讀這段《聖經》的時候，我就在主面前一直哭，因為我真的覺得好像一個被 神

離棄的人，被 神管教的人，好像被仇敵在那裡嘲笑。但是彌迦把我整個的心境都說出

來，他說：我的仇敵啊，你不要向我誇耀，我雖然跌倒，但是我會起來。我雖然好像

現在坐在黑暗中，但是耶和華永遠是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為我得罪了

祂，直等到祂為我辯屈。有一天，那個曾經一再對我說“你的 神在哪裡的？”，

牠要受羞辱，牠要遭報，牠要被踏在腳下。而我們這班被 神管教、製作的人、

被 神從黑暗中帶出來的人，那一天，我們的牆垣要被重修；那一天，我們的境

界要展開。 

對於我們一切在軟弱中的人，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安慰。不要灰心、喪氣，

主永遠愛我們。《哥林多後書》第四章第七、第八節講到：「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

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一定要來經歷，

有一個莫大的能力，是說不出來的（unspeakable），沒有辦法來形容的。「8我們四面

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9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

卻不至死亡。」因著基督的死，基督的能力在我們的裏面。 

《以弗所書》第三章第二十節也是說到：「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我們軟弱，祂早知道，但是祂能

夠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們永遠不要忽略《聖經》給我

們的祝福和應許。 

4. 謙卑地尋求肢體的扶持和禱告 

第四個，要謙卑地尋求肢體的扶持和禱告。《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第十四

節：「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



也要向眾人忍耐。」所以當你疲倦灰心的時候，來到 神家， 神要藉著肢體扶持

你；將來你剛強了，要起來堅固軟弱的弟兄，要回頭去堅固他們，也要去扶持他

們——這是 神家的寶貴。 

所以，要謙卑地尋求肢體的扶持和禱告，跟家人或是同伴一起禱告。我們常常

講到，一個炭火，它再濕、再冷、再剛硬，只要丟回到炭堆裏面，它早晚會成為熊

熊烈火。把熊熊烈火裏面的最熱的那個炭火，拿出來，放到旁邊，它早晚會冷卻、

剛硬、完蛋。所以，不能夠離開身體，司布真說爬都要爬回到教會來，要爬回

到 神家來，活在身體的裏面。有的時候，身體不見得一定是當事人，你可以去

讀一本很好的屬靈書、聽一篇很好的信息，但是一定要小心，現在網絡上一些野瓜

藤、摻雜的信息、不準確的信息太多。所以我鼓勵大家，如果要讀屬靈的書，要聽

信息，儘量讀純正的，聽經典的（classic）。像慕安德烈、史百克、倪柝聲、宣信、

陶恕、賓路易師母——這些都是在歷史上被聖靈印證過的，他們的信息常常可以給

我們帶來說不出來的幫助。 

5. 繼續持守穩定的聚會和靈修的生活 

第五個，要持續持守穩定的聚會和靈修的生活。你再軟弱，都回到身體來，勇敢

地把自己的軟弱告訴別人。 神不喜歡我們過那種大起大落、起起伏伏的生活， 神喜

歡我們在祂面前能夠穩行在高處。所以，儘管你覺得最近聚會沒有給你帶來幫助，

或是靈修沒有給你帶來幫助，但是你不要放棄，你繼續做，它至少維持你基本

的生命能力；至少提供了一個讓聖靈可以對我們說話的機會；至少提供了一個 

神可以藉著別人來幫助我們的機會。所以，再怎麼樣軟弱，都還是要維持這些屬靈

的生活。 

6. 其他的幫助 

最後，一些其他的幫助，例如說：閱讀屬靈書報，尤其如果你很軟弱，看不起太

堅硬太深的書，你可以閱讀屬靈偉人傳記——這是我常常在最軟弱的時候做的事情。



一方面你會受到激勵，你會發現原來這麼屬靈的人也這麼軟弱過。我曾經介紹你們讀

一本小書，叫作《屬靈偉人得力秘訣》。它的序言裏面就講到說：當你在讀完這些屬靈

偉人的時候，你發現他們身上有一個共同的點，就是他們都曾經被 神帶到他們屬靈的

絕望、低谷裏面，認識到離了 神，他什麼都不能做；也認識到他自己是軟弱的、是敗

壞的。你才會發現，原來這些屬靈偉人，被 神用的人，個個都是被帶到軟弱失敗的裏

面，對自己絕望，也認識到自己的不行。你才曉得自己的經歷並不是特別的，原來這

是必須的。另外，你也會從他們身上找到出路：就是當他在這樣的軟弱裏面，他是怎

麼走出來的？ 神怎麼把他帶出來的？到底那個出路在哪裡？我們從中間可以得到幫

助、得到祝福。所以不花力量，你可以得激勵，又可以摸著出路。 

另外一個我常用的方法，就是藉助詩歌。有一段時間，我背很多詩歌，有的時候

就一面走一面唱，藉著唱詩歌，自己就恢復過來。有一段時間，我根本連唱詩的力量

都沒有，那時候正好出了《倪柝聲弟兄詩歌全集》，是演奏曲。雖然演奏得很棒，但是

我不是在享受那個旋律（melody）跟音樂（music），我是一定拿著歌詞看。 神多少時

候藉著詩歌幫助了我——不見得都是倪柝聲弟兄的詩歌，也有像 Fanny Crosby 的，或

是很多《聖經》上很好的詩歌。當你在那裡看著歌詞，聖靈就藉著歷代的聖徒來

服事我們。他們的信息，他們的話語，讓我們常常一面流淚，一面在那裡聽，他們所

有經歷寫得那麼深，怎麼會正好講到我的情形？正好摸到了我的痛苦？正好摸到了我

對自己的絕望、失望和悔恨？ 神就是藉著這些話把我們提起來。 

所以，有時我自己很軟弱的時候，我坐在椅子上，點個燈，晚上在那裡讀一本屬

靈偉人寫的書。我可以跟那些早已經歸天家的聖徒們交通，好像我坐在他的腳

前，聽他對我說話。他來勸我，來鼓勵我，來糾正我，來安慰我，來幫助我。

讀一篇慕安德烈的信息，常常我讀到一半，我都得放下來，我就流淚禱告。因為他的

信息就是一直把你帶回到聖靈，帶回到主的裏面去——這些都是幫助我們在主的面前

可以重新得力。 

還有其他的一些幫助，例如你自己主動去關心別人。太多的時候我們太自私了，



太自我中心了。所以你活得不快樂。你如果肯主動去關心旁邊有需要的人，你發現：

原來我還是有價值的。你不信的話，你試試看。你下次活得不耐煩，到醫院去，去找

那些最痛苦、最絕望、有很多需要的人，你試著去跟他傳福音，去關心他。你出來的

時候，你就好了一大半。我自己進出醫院太多次了，所以有的時候，也逼得我再回醫

院去看看這裡的人，看看我原來應該是這樣的，自己已經就感恩了。更何況當我們幫

助他們、服事他們的時候，看見他們得到了盼望，看見他們悔改信主了，不久就死掉

了，我們就發現居然福音在最後一刻（last minute）進去了，這些都會讓我們裏面重新

得力，覺得我不要再浪費我的時間在今生這些宴樂、自私、狹窄的追求裏。我們會有

更高的意義和價值，讓我們在主的面前可以起來，去關心別人。 

然後找一點時間安靜休息，尤其是太忙的時候。要強迫自己，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事情，把自己安靜到主的腳前。再不行，出外度假，去享受 神創造的大自然。你要讓 

神做（let God），不是隨它去（let go），隨它去（let go）是放縱；讓 神做（let God）

是讓 神來做。所以這樣的話，你發現 神可以用很多的方法，用一些中性的，好像健

康的娛樂，或是運動，也可以幫助我們身心靈，稍微得到休息。體力夠的時候，你才

有力量在靈裏面來恢復。 

但是所有的這些方法，只是一些輔助性的，暫時性的。它永遠不能替代第一個，

就是立刻轉向主（make a U-turn to God）。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你都說:主啊，求祢藉

著這些，來恢復我，來幫助我。主啊，我今天要來聚會了，求祢藉著今天的信息，藉

著詩歌、擘餅，藉著任何一個弟兄姊妹可能對我說的話，主，祢至少對我說一句話，

讓我能夠復興起來。當你裏面真的都是這樣的時候，你發現 神不會讓我們長久活在軟

弱中，隨時可以走出「靈性的低谷」。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唱《聖徒詩歌》第 715 首「數主恩典」了。這首詩歌是說你在

數主恩典的時候，很多東西要變色。你的軟弱都要除去，灰心都要除去，烏雲都要除

去。大家回家唱，好不好？ 

 



禱告： 

主，我們再次感謝祢。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主啊，祢曾經凡事受過試

探，祢也願意搭救一切受試探的人。而且祢應許我們，可以隨時、坦然無懼地來到祢施恩的寶

座前，得憐恤，蒙恩惠，做我們隨時的幫助。主啊，祢說我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

靜安穩。很多的時候我們竟自不肯。主啊，幫助我們，就在今天，再也不拖延。所有攪擾我們

的、打岔我們的，叫我們失去力量、失去安息的，主啊，我們今天都願意帶到祢寶座前。求祢

寶血在這裡赦免、遮蓋我們所有的失敗。求祢藉著聖靈的大能，那正在我們裏面運行的大能大

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祢發命，叫我們剛強起來；祢賜能力，叫我們

起來行走。我們謝謝祢，把一切在軟弱中的弟兄姊妹都交在祢的手中，幫助我們從軟弱中更體

會自己的敗壞和無能，讓我們更謙卑、更全心、更真實地來倚靠祢。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