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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逆境~人生常態

2 估量~逆境韌度

3 行在最低處~回溯你的逆境故事

4 盼望在轉角~迎向負面思想

5 心之所繫~逆境中的內在渴求

6 逆境~塑造品格的老師

7 幽谷同行~靈友相伴

8 逆境靈程~遇見上帝回家之路



聖經中充滿逆境人物和故事
• 挪亞、約瑟、摩西、大衛、以利亞、所羅巴
伯、末底改、約伯、路得、拿俄米、耶利米、
但以理……約瑟、彼得、約翰……保羅…….耶
穌

• 有的苦難/逆境是人為的，有的卻是因試煉，
有的因完成使命….

• 有好結局，亦有滄涼的終結

• 人生不免逆境



逆境中的靈性修持



神慰與靈枯 (平凡生活與靈修p103-)

祈禱進路(1)

光明之路三個階段

(希臘教父俄利根，185-255)

◼出埃及過紅海

◼漂泊曠野的日子

◼進入迦南應許之地



神慰與靈枯 (平凡生活與靈修p103-)

 積極的默想或做靈修工夫，能體會上主的臨在

 默想大自然和《聖經》是有效的，產生甜蜜的經驗

 上主的臨在是形象化，容易描述上主和自己的關係

 在情感上感受上主的臨在是重要的，且被視為屬靈

經驗的證據。

肯定 via negativa



神慰與靈枯 (平凡生活與靈修p103-)

祈禱進路(2)

黑暗之路 (貴格利，355-359)

◼光明之始：摩西在荊棘火焰中經驗神的
臨在

◼向黑暗推進：上西乃山→在黑暗中接受
神的吩咐→他不能見神的面



神慰與靈枯 (平凡生活與靈修p103-)

 越進深的靈修，越不敢斷言上主是如何親蜜的同在

 對各種的默想操練無積極、甜蜜的反應

 不能形象化地聯想上主

 沒有轟烈感人的宗教情感 (eg Mother Teresa)

否定之路 via positiva



神慰與靈枯 (平凡生活與靈修p103-)

靈枯的成因
出自個人沒有親近上主/負面經歷

出自惡者的詭計

出於上主恩典

受苦難打擊



神慰與靈枯 (平凡生活與靈修p103-)

 十架約翰相信：出自上主恩典的靈枯只會發生

在祈禱生活十分成熟的人身上。他認為在祈禱

生活上成熟的人是經過了思維默想的階段，也

曾經持之以恆地作簡樸的禱告，而最後乃安於

靜默歸心的禱告。他們沒有刻意地追求進入

「傾注的靜觀」階段，他們只是專心渴慕上主。



神慰與靈枯 (平凡生活與靈修p103-)

 只有在祈禱生活上成熟的人才能夠承擔這種靈

枯的經驗，因為他們有足夠的信心和愛心去接

受上主的洗煉。當他們不能再以情感去感受上

主的臨在的時候，他們仍相信上主沒有離開他

們。當他們不能再以過去認知的形象來描述上

主的時候，他們不會被那「不知之雲」奪去心

中對上主的愛。



靈枯/心靈黑夜的成果
(Thomas Keating: 基督徒的默觀之路，p119-123)

◼進入煉淨過程，學習謙遜

◼不再受任何情緒支配

◼拆毀心中偶像化上主的形象

◼淨化我們的信、望、愛

◼渴望放棄餘留的自私，去除障礙



靈枯/心靈黑夜的成果
(Thomas Keating: 基督徒的默觀之路，p119-123)

心靈黑夜最大的果實，

就是讓我們接受上主本來的樣子……

讓上主作上主，

雖然不知道祂是誰………..



神慰與神枯 (平凡生活與靈修p103-)

在靈枯中自處

學習接納自己在信仰和靈修的觀念/實踐上有所轉變

學習順其自然，腳踏實地，讓上主引導活每一天

尊重別人的祈禱生活、經驗和方式

常作良心省察，檢視自己的心靈動態是否有所偏倚

仍要保持祈禱和敬拜的習慣

在「靈枯」的境況中學習放手

邀請靈修導師一起同行



擁抱苦難

 Then Jesus went to work on his disciples. 

“Anyone who intends to come with me has to let 

me lead. You’re not in the driver’s seat; I am. 

Don’t run from suffering; embrace it. Follow me 

and I’ll show you how. Self-help is no help at all. 

Self-sacrifice is the way, my way, to finding 

yourself, your true self. What kind of deal is it to 

get everything you want but lose yourself? What 

could you ever trade your soul for? (Matthew 

16:24) 



 我做錯了甚麼/別人
做錯了甚麼才引致
這惡果？

 我一生循規蹈矩，
為何惡運降臨？

 上帝既是慈愛有能
力，為何祂讓不幸
或不好的事情發生？

對人生順逆的迷思….



楊錫鏘牧師《聖言之導引》p25-



楊錫鏘牧師《聖言之導引》p25-

如何面對苦難： (希12:1-2)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

前頭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

﹝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那忍受
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留血的地步。



楊錫鏘牧師《聖言之導引》p25-

如何面對苦難：

往外面看

許多見證人

耶穌基督



楊錫鏘牧師《聖言之導引》p25-

如何面對苦難：

忍：在 (重擔)……..之下持續

堅忍的方法：
並非否定苦難帶來的痛苦

放下各樣的重擔/丟棄纏累我們的擔子：
罪/苦澀/埋怨/惱怒….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輕看(瞧不起) vs 看高一些，看深一些



楊錫鏘牧師《聖言之導引》p25-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

『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

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為主所愛的他必

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你們所

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

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管教原

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
私子，不是兒子了。(來 12:5-8)



楊錫鏘牧師《聖言之導引》p25-

如何面對苦難：

往裡面看~神給你的
操練

◼管教→操練

◼鞭打→鞭策

操練：因神愛你，看
重你極其尊貴的身份



楊錫鏘牧師《聖言之導引》p25-

『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操練)，被他責

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為主所愛的他

必(操練) ，又(鞭策)凡所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操練)你們，待你們

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操練)的

呢。(操練)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

受(操練) ，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來
12:5-8)



楊錫鏘牧師《聖言之導引》p25-

 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
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他
得生麼。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
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
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
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
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所以你們要
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也要為自己
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腳《歪腳或
作差路》，反得痊愈。。(來 12:9-13)



楊錫鏘牧師《聖言之導引》p25-

操練的果效：

聖潔：分別出來，與人不同

平安



Ruth Graham

 “He had something to teach me about the difficulties of 

life: to show me that none of us are exempt, that we all 

have hardships. We all have things that happen to us 

that we don’t ask for, but we have to endure. And it’s 

OK. It’s all part of God’s plan. I didn’t like having to go 

through that – none of us do. But i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me to have that experience – and to grow from it. 

I’m still growing. The story is not over. But that’s OK, 

God gives me grace. And God is a covenant-keeping 

God. He is faithful even when I am not. Now I’m living 

life. I am just living in the grace of God.”   



 我做錯了甚麼/別人
做錯了甚麼才引致
這惡果？

 我一生循規蹈矩，
為何惡運降臨？

 上帝既是慈愛有能
力，為何祂讓不幸
或不好的事情發生？

對人生順逆的迷思….



瞎子摸象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

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

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撕裂有時，縫補

有時；……………..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

麼益處呢？ 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 神

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

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我知道神一

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

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生命的季節 傳道書3:1-15 



我們所了解的有限，
只能忠信地生活！

 There’s an opportune time to do things,
a right time for everything on the earth:
A right time……………….



逆境與神相遇‧歸家

逆境中更熬煉一個人對神的 Integrity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饑餓麼，

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

然而靠著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

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

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

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羅8:35-39)

被愛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xYDaHpV4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xYDaHpV43w


…..absolutely 

nothing can get 

between us and 

God’s love 

because of the way 

that Jesus our 

Master has 

embraced us.



並非鼓勵成功神學，

亦非否定逆境中的壓力和情緒，

而是學習如何面對逆境，

透過逆境學做人、學順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