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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了何时了春花秋月了何时了春花秋月了何时了春花秋月了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知多少往事知多少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小楼昨夜又东风小楼昨夜又东风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雕阑玉砌应犹在雕阑玉砌应犹在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只是朱颜改只是朱颜改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问君能有几多愁问君能有几多愁问君能有几多愁? ? ? ?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把酒问清天把酒问清天把酒问清天。。。。
不知天上宫阙不知天上宫阙不知天上宫阙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今夕是何年今夕是何年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我欲乘风归去我欲乘风归去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又恐琼楼玉宇又恐琼楼玉宇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高处不高处不高处不
胜寒胜寒胜寒胜寒。。。。起舞弄清影起舞弄清影起舞弄清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何似在人间何似在人间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转朱阁转朱阁转朱阁，，，，低绮户低绮户低绮户低绮户，，，，照无眠照无眠照无眠照无眠。。。。

不应有恨不应有恨不应有恨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何事长向别时圆何事长向别时圆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人有悲欢离合人有悲欢离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有阴晴圆缺月有阴晴圆缺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此事古难全此事古难全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里共婵娟千里共婵娟千里共婵娟。。。。



今年8月11日
喜剧演员罗宾威廉斯的悲剧



为何忧愁（忧郁）？
1遗传性生理体质
2习惯性负面思维：不可能、没意思…
3难以挽回的遗憾、罪疚，生老病死…
4现实生活的挫折感、压力、攀比…
5缺少成就感，生活工作没有意义…



何以解忧？
�三国三国三国三国 曹操曹操曹操曹操《《《《短歌行短歌行短歌行短歌行》

对酒当歌对酒当歌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几何人生几何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譬如朝露譬如朝露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去日苦多去日苦多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慨当以慷慨当以慷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忧思难忘忧思难忘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何以解忧何以解忧何以解忧? ? ? ? 唯有杜康唯有杜康唯有杜康唯有杜康…………



何以解忧？
� 看破看破看破看破看空看空看空看空

� 買買買買iPhone 6iPhone 6iPhone 6iPhone 6

� 穿越穿越穿越穿越

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回到明朝当王爷回到明朝当王爷回到明朝当王爷回到明朝当王爷》》》》

电视电视电视电视《《《《步步惊心步步惊心步步惊心步步惊心》》》》

� 网游网游网游网游网交网交网交网交网婚网婚网婚网婚

� 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吃喝玩乐

� 侃大山侃大山侃大山侃大山



基督徒会有不同吗？
不堪回首不堪回首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朱颜改朱颜改朱颜改朱颜改？？？？

悲欢离合悲欢离合悲欢离合悲欢离合？？？？ 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阴晴圆缺？？？？

忧思难忘忧思难忘忧思难忘忧思难忘？？？？



馬太福音6：27-34
你们哪一个能用你们哪一个能用你们哪一个能用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思虑思虑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
么长起来么长起来么长起来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它也不劳苦它也不劳苦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也不纺线也不纺线也不纺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然而我告诉你们然而我告诉你们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他所穿戴的他所穿戴的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明天就丢在炉里明天就丢在炉里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
何况你们呢何况你们呢何况你们呢何况你们呢！！！！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说说说说，，，，吃甚么吃甚么吃甚么吃甚么？？？？喝甚么喝甚么喝甚么喝甚么？？？？
穿甚么穿甚么穿甚么穿甚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你们需你们需你们需
用的这一切东西用的这一切东西用的这一切东西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你们要你们要你们要先求先求先求先求祂的祂的祂的祂的国国国国和祂的和祂的和祂的和祂的义义义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都要加给你们了都要加给你们了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因为明天自有因为明天自有因为明天自有
明天的忧虑明天的忧虑明天的忧虑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神国人和“外邦人”有何不同？
外邦人：忧虑衣食住行育乐

VS
神国人：对神、对己、对人、对物，
有不同（以神为本）的三观：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以神为本的三观
�Who 祂是谁 我是谁
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掌管者，也是
我们的天父。
我是祂所造的，也是是天父的儿女。
祂知道。



以神为本的三观
�What
我比飞鸟、野花、万物更贵重。
天生我才必有用。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



以神为本的三观
�How 
虽然生老病死，人生无常；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求祂的国（主权）和祂的义
（信靠）。



如何走出忧郁的幽谷？
1.真诚地把自己一生的过犯、悔
恨，恐惧，带到耶稣面前。
“主啊，救我”



如何走出忧郁的幽谷

2.每天早上对上帝说一句感恩的话
或唱一首感恩的诗歌。
哀哀哀哀3333：：：：22222222----23232323““““我們不致消滅我們不致消滅我們不致消滅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是出於耶和是出於耶和是出於耶和
華諸般的華諸般的華諸般的華諸般的慈愛慈愛慈愛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每早晨這都是新的每早晨這都是新的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你的誠實極其廣你的誠實極其廣你的誠實極其廣大大大大！！！！””””

诗诗诗诗57575757：：：：2222”””” 我要求告我要求告我要求告我要求告至高至高至高至高的的的的 神神神神，，，，就是为就是为就是为就是为
我成全诸事的神我成全诸事的神我成全诸事的神我成全诸事的神。。。。““““



约约约约16161616：：：：333333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是要是要是要
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在世上在世上在世上，，，，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有苦难有苦难有苦难有苦难；；；；但你们可以但你们可以但你们可以但你们可以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我已经胜了我已经胜了我已经胜了我已经胜了
世界世界世界世界。。。。””””

罗罗罗罗8888：：：：26262626““““况且况且况且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只是圣灵亲只是圣灵亲只是圣灵亲
自用自用自用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



罗罗罗罗8888：：：：28282828““““我们晓得万事都我们晓得万事都我们晓得万事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互相效力互相效力互相效力，，，，叫叫叫叫
爱爱爱爱 神的人得益处神的人得益处神的人得益处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就是按他旨意被召就是按他旨意被召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罗罗罗罗15151515：：：：13131313““““但愿使人但愿使人但愿使人但愿使人有盼望有盼望有盼望有盼望的的的的 神神神神，，，，因信因信因信因信
将诸般的喜乐将诸般的喜乐将诸般的喜乐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使使使
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大有盼望大有盼望大有盼望！！！！””””



詩歌
《《《《This is the DayThis is the DayThis is the DayThis is the Day》《》《》《》《Jesus Loves MeJesus Loves MeJesus Loves MeJesus Loves Me》》》》

《《《《野地的花野地的花野地的花野地的花》《》《》《》《耶稣恩友耶稣恩友耶稣恩友耶稣恩友》》》》

《《《《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我不知明天將如何》》》》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



如何走出忧郁的幽谷

3.思念（留意）一个值得感恩的
人或事

腓腓腓腓4444：：：：8888““““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我还有未尽的话我还有未尽的话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凡是真实的凡是真实的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可敬的可敬的可敬的、、、、公义的公义的公义的公义的、、、、清洁的清洁的清洁的清洁的、、、、
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美名的有美名的有美名的，，，，若有甚么德行若有甚么德行若有甚么德行若有甚么德行，，，，

若有甚么称赞若有甚么称赞若有甚么称赞若有甚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如何走出忧郁的幽谷

4.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些有爱心、
有智慧、有喜乐的朋友：
聆听、陪伴、共享、同哭
“分担分担分担分担的痛苦会减半的痛苦会减半的痛苦会减半的痛苦会减半，，，，

共享共享共享共享的快乐是双倍的快乐是双倍的快乐是双倍的快乐是双倍“



如何走出忧郁的幽谷

5.学习从不完美升华到“美”，
但不一定是完美。



如何走出忧郁的幽谷

6.学习去做一些美好的事
例如艺术创作、拈花惹草、
助人、义工…



跨越苦海的橋樑跨越苦海的橋樑跨越苦海的橋樑跨越苦海的橋樑

bybybyby SIMON & GARFUNKELSIMON & GARFUNKELSIMON & GARFUNKELSIMON & GARFUNKEL

當你精疲力盡當你精疲力盡當你精疲力盡當你精疲力盡﹐﹐﹐﹐

當你無力自強當你無力自強當你無力自強當你無力自強﹐﹐﹐﹐

我擦乾你一切的眼淚我擦乾你一切的眼淚我擦乾你一切的眼淚我擦乾你一切的眼淚﹐﹐﹐﹐

我在你身旁我在你身旁我在你身旁我在你身旁。。。。

日月艱辛難忍日月艱辛難忍日月艱辛難忍日月艱辛難忍﹐﹐﹐﹐

友朋四散淒涼友朋四散淒涼友朋四散淒涼友朋四散淒涼﹐﹐﹐﹐

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

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

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

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

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When times get rough,

and friends just can't be f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跨越苦海的橋樑跨越苦海的橋樑跨越苦海的橋樑跨越苦海的橋樑
當你灰心絕望當你灰心絕望當你灰心絕望當你灰心絕望﹐﹐﹐﹐

當你街頭徬徨當你街頭徬徨當你街頭徬徨當你街頭徬徨﹐﹐﹐﹐

驅開暮色的沉重驅開暮色的沉重驅開暮色的沉重驅開暮色的沉重﹐﹐﹐﹐

我為你承當我為你承當我為你承當我為你承當。。。。

四處苦痛環繞四處苦痛環繞四處苦痛環繞四處苦痛環繞﹐﹐﹐﹐

漫漫黑暗蒼茫漫漫黑暗蒼茫漫漫黑暗蒼茫漫漫黑暗蒼茫﹐﹐﹐﹐

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

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

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我捨身俯下

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作你跨越苦海的橋樑﹗﹗﹗﹗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 I'll take your part.

When 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ll ar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