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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中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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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

聚光燈

在山上，在我面前。”那

“對於灰心的人有一道可靠的救治之方，──信靠，
祈禱，工作。信心和行動所給予的保證和滿足必是與日俱

時耶和華從那裏經過。”
（王上19:11）

增的。你是否受了試探而致焦慮杞憂或全然灰心呢？即使
在最黑暗的日子，各種形勢似乎最拂逆的時候，不要懼怕。
當信賴上帝。祂知道你的需要。祂具有一切的權柄。祂那
無限的慈愛和憐憫是永不困倦的…祂決不會改變祂與凡愛
祂之人所立的約。”（《先知與君王》第12章，第22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有一個天使拍他，
說：‘起來吃吧！’他觀看，見
頭旁有一瓶水與炭火燒的餅，他
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

當你感覺傷心絕望之時，以下哪項對你有所幫助？
____與某個朋友談心
____獨自靜一靜
____聽音樂
____祈禱
____看電視或電影
____與父母、顧問、牧師或關心你的
成年人談心
____運動
____為別人做些事情
____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
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當

走進
故事
所行的，和他用刀殺眾先
別就差遣人去見以利亞，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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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你知道

靈性的高峰之後往往是靈性的
低谷。你可以問一問那些從青
少年生活營或青年聚會那種興
奮的氣氛中回來的青年，看他
們是如何處理每日生活中問題
的。當你與其他基督徒在一起
之時，歌唱讚美上帝，此種環境
很容易讓你感覺快樂，興奮，並
被聖靈充滿。三周之後，當你與
父母交往時，當你處理功課時，以
及面對同齡人的壓力時，你會發現
自己陷入了灰心與絕望之中。

了，仗著這飲食的力，走了四十
晝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
山。

“亞哈將以利亞一切
知的事都告訴耶洗別。耶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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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路甚遠。’他就起來吃了喝

訴他說：‘明日約在這時候，

他在那裏進了一個洞，就
住在洞中。耶和華的話臨到他
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裏做
甚麼？’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象那些人的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

性命一樣，願神明重重的降罰

上帝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

與我。’

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

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
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將僕

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
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人留在那裏，自己在曠野走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

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

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

騰樹下（羅騰，小樹名，

從那裏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

松類；下同），就坐在那

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

裏求死，說：‘耶和華

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

啊，罷了！求你取我

其中；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

的性命，因為我不勝
聖經並沒有應許上帝
的子民永遠不會經歷
於我的列祖。’
傷心與絕望。先知以
他就躺在羅騰
利亞在迦密山上戰勝那
些敬拜巴力的假先知之
樹下，睡
後，他就陷入了傷心
著了。
與絕望之中。但上
帝並沒有丟棄他——
當你遇到困境時，上帝
也不會丟棄你。

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以
利亞聽見，就用外衣蒙上臉，出
來站在洞口。”
（王上19:1-13）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以利亞剛剛為上帝贏得了極大的勝利。隨後
發生了甚麼事情，使以利亞感到灰心絕望？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
界。”（約16:33）
“凡仰望耶和華的人，你們都要壯膽，堅固
你們的心！”（詩31:24）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
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
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
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賽40：30，31）

你認為以利亞想死的願望是當真的嗎？加以解釋。

以利亞對天使說明他想死的念頭之後，天使立刻建議以利亞如
何行？你認為這為甚麼是一個好的建議？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
你趟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
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
不著在你身上。”
（賽43:1，2）
“凡 勞 苦 擔 重 擔 的 人 可 以 到
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太11：28）

認真閱讀以利亞是如何回答上帝提出的問題的：“你在這裏作
甚麼？”以利亞的回答說明他當時的感受如何？

言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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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為甚麼以利亞沒有在旋風、地震、以及火中聽到上帝的聲
音？在以利亞的故事當中，上帝“微小的聲音（耳語）”有
何重要意義？

你如何能最清楚地聽到上帝對你說話的聲音？

“這可能會使你驚訝，為使
一個人能永遠屬祂，上帝需
要的低谷要多於山頂；某些祂
特別喜愛的人要比他人經歷更
長更深的低谷…上帝希望他們能
學會行走，因此必須撤去祂的手；
只要有行走的願望，他們所經歷的
跌倒也是蒙上帝喜悅的。” ——C S 路

易士，二十世紀英國作家，地獄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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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請閱讀王上19：1-13。以利亞坐
在羅滕樹下說了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認為此時的以利亞有何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生命中感覺最灰心絕望的時刻
是甚麼時候？你認為自己的感受
有沒有像以利亞在羅滕樹下時一
樣絕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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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列出上帝都對以利亞說了甚麼，
作了甚麼，以便幫助他走出陰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顧本課中“你的看法”。當你
情緒低落時，甚麼事情給予了你
最大的幫助？你認為在這樣的時
刻，上帝會對你說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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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溫習“走出故事”中的問題並
思考你的答案。以利亞剛剛為上
帝贏得了巨大的勝利。然而，當
王后耶洗別恐嚇以利亞之時，以
利亞便不想活了。
靈性的高峰之後往往是靈性的低
谷。我們既需要高也需要低，既
需要山頂也需要低谷，以便使自
己的靈性成長。以利亞通過這次
經歷學得了上帝不會丟棄他，不
會讓他孤單，上帝依然用微小的
聲音向他說話。

星期一
上帝告訴以利亞站在山上，預備
迎見上帝的臨格。以利亞已經在
迦密山上經歷了一個驚人的神跡，
然而，僅僅幾週之後，他需要站

在另一座山頂，再次面見上帝，
以便使他恢復對上帝的信心。
當我們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經歷灰
心絕望之時，我們可以用哪些方
式重新站在上帝面前？請列出某
些可以幫助你聽到上帝微小聲音
的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二
在課文“聚光燈”中，懷愛倫對
那些灰心失望的基督徒有特別的
指導：信靠，祈禱與工作。
信靠包括信靠上帝並曉得祂依然
與我們同在，即使我們沒有感覺
到祂的同在。我們的信心並不是
建立在自己的情感之上，而是建
立在聖經中諸多說明上帝是信實
而且總是關懷我們的應許上。
祈禱乃是我們與上帝的交通。就
像上帝用微小的聲音對先知以利
亞講話一樣，祂也要在我們祈禱
之時用微小的聲音說話。祈禱不
僅僅是向上帝傾心吐意，祈禱還
包括傾聽上帝對我們說話。
工作可以使我們擺脫自己的問題，
並幫助我們關注他人的需要。為
某人做一些善事可以幫助你振奮
精神，擺脫鬱悶的心情。你能不
能想到某些可以幫助人的善事，
以便幫助自己的情緒有所好轉？

星期三
當我們灰心絕望時，上帝話語中
的應許可以很好地鼓勵我們。溫
習“妙語連珠”中的經文，並找
出最鼓舞你的經文。將這節經文
謄寫到一張卡片或者一張招貼紙
上。你也可以用這節經文來裝飾
某些照片或圖案。然後將其擺在
某個吸引你注意力的地方，以便
當你下次心情低落之時能再次鼓
勵你。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星期四
現在我們可以將自己在本週所學
到的內容彙集在一起，配製一個
“處方”，以便你灰心絕望之時
可以“服用”。在以下橫線上寫
出你獨特的處方。
下一次我感到灰心絕望之時，我
要與___________________談心。
我會聽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會思考並復述這個聖經經文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會祈禱，懇求上帝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會做三件自己喜歡並對自己有
益的事情___________________。
我會為某個人做以下的事情：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五
基督徒生活中的高低起伏，苦與
樂，都屬於正常現象。但是有些
時候我們可以明白是甚麼導致我
們情緒低落，並在我們過度絕望
之前開始從上帝那裏學得鼓勵。
以利亞的絕望是由於他害怕王后
耶洗別的恐嚇，因為耶洗別揚言
要殺死以利亞。恐懼這種情緒往
往能給我們帶來消極的感受。其
他的還有怒氣、嫉妒、孤獨、以
及痛苦。
甚麼情形導致你灰心絕望？當
你要產生消極的感覺之時，試
圖用你在昨天配製的處方來治
療。上帝有能力帶領你擺脫困
難的時刻，並將你從低谷中重
新帶 到“山 頂”。

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12,13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堅持
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