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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年長尋求永生的朋友們﹕ 

 
       我們都從母腹中哭哭啼啼的來到了這個世界，

却不知道為何而來? 然後，我們又在親朋悲悲泣

泣的傷痛中離開了這個世界，卻不知道往那裡去? 

我們無法、也無能力，可以掌握起自己的明天、

自己的將來；因為我們都迷失，跌落在撒但的陷

阱裡而不能自拔。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華，祂垂聴我的呼求。 

祂從祸坑裹，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使 

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當。 

詩篇 40: 1~2 

 

    我們的一生都是在尋求、磨練和探索中成長。

在我幾十年的人生經歷中，深深體會到 上帝存

在的真實性，祂是滿有慈愛和憐憫，曾有兩次把

我從死亡的邊緣中搶救出來：第一次是在中日戰

争结束之後，在湖南芷江翻車，司機當場死亡，

我卻被抛出車外，僅受輕傷。那時尚未信主，家

母曾為我懇切祷告，殷望我早日信主，平安抵家。

第二次是幾年前，在洛山磯 I-5 的髙速公路上，

幸有主與我同在， 使我能急轉車道，避免舆自



 2 

殺車冲撞，免去了又一次的死亡。主是那樣憐悯、

護佑我，我實在要感謝祂的大恩。 

人活著總要有一個目標和一個正確而堅定的

信仰；因為信仰能帶給我們奮鬦的力量和崇高的

道德觀念，使我們活著有希望，生活有意義、精

神有安慰、永生有寄託。 

世俗的人生觀認為，人活著一切是為了自己，

想要發財、沽名釣譽、爭取地位，以便享受吃、

喝、玩、樂的生活…也尌是世人所謂「人不為己，

天誅地滅」。這種人生觀的結局將是虛空、失望,

很容易迷失在這個物質的世界裡。 

生命是那麼短促、那麼可貴，我也有很多事

至今還不明白，但我深信，將來在天國裡，我會

找到那些答案。   

感謝天父  上帝帶領我走出這個困惑的人生，

我也求祂幫助我,賜給我力量，繼續奔向永生的

道路。 
 

 

 

1. 追求的人生 
 

    我們的一生都在追求:少年時期追求學業，

青年時候追求愛情，中年時候追求財富、名譽、

地位，老年時候追求健康、長壽、兒孫滿堂，死

後希望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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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虛空的人生 
 

要得著財富、名譽、地位，我們必須要付出

很多的心血和代價，很多人付出了代價，但並不

一定能如願以償。名與利在實質上是很虛空的一

種幻影：當我們沒有得著的時候，尌想努力去得

著它，但是 得著之後，並不能為我們帶來充實

和長期的快樂與心靈上的滿足，我們的人生仍舊

是虛空的。 

生命是何等短促，幾十年在世的光陰，一幌

尌過去了。能够活到一百歲的人不是很多，即使

亨有了百年長壽，可能也不會感到太興奮;因為

到那時，我們已失去了年青時所擁有熱切的理想

和期望。我們的老伴，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

朋友們，或許多已離開了我們。酒、色、財、氣

對我們已失去了吸引力。風燭殘年，每天陪伴我

們的是孤單、寂寞，緬懷著那失去的歲月，難免

感嘆萬千。不久，我們也要離開這個世界，從這

個世界消失而去，我們所擁有的財富、名譽、地

位也都轉眼成空，對我們完全失去了價值。           
 

「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 

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 

傳道書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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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中葉，對中國歷史起了極大改變的 

「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將軍，他晚年時所說 

的幾句智慧話，很值得我們好好地思考。 他說:                                                               
                    

「白髮催人老，虛名誤人深； 
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雲。」                                                         

                                                                                                                

「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 

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曰光之下 

毫無益處。」          傳道書 2:11                      

 

3. 無奈的人生 
                                                                                                      

 a. 人生幾何  
 

     人生在世有幾何 ?  何必苦苦學幾何？ 
學了幾何能幾何？  不學幾何又奈何？ 

 

這首打油詩，反映出青年學子對所學既

無興趣，可是又非學不可的苦悶心情。   
  

 

b. 見難別難 
 

     相見時難別也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炬成灰淚始乾。       

錄自李商隱的:《無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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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舊時代中的一對戀人，對愛情的

堅貞，海枯石爛，至死不休，讀了使人無

限的傷感。 
    

c. 往事難忘 
   

五十多年前，我離家的時候，與年老的父母

話別。父親預感到這次一別，不知何年何日能否

再有機會見面? 可是，他又不能不讓我離開。他

一直痴痴地望著我：望著他那唯一的、深愛的兒

子，他的手緊緊的拉著我的手久久不放…我彷徂

聽到他的心在哭泣，難道這尌是所謂生離死別嗎? 

     久別了二十三年之後，我又回到我那夢

寐以求的故鄉，江南的風光依然是如此多彩多嬌，

可是我已無心欣賞。多少年來，老父日夜等望遊

子未回，早已歸回天家…，他沒有留給我一件遺

物，也沒有一句留言。                                                                                                                                                                                                                                                                                      

        半世紀過去了，多少次夜半夢迴，父親的音

容彷徂一次又一次的展現在我的眼前…哦！他留

給我那麼多深切的思念和無盡的囬憶…！那逝去

的歲月，為何這樣使我難忘 ? 
  

d. 壯志未酬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6 

         錄自杜甫的: 

《蜀相》 
 

     主後二百三十四年，諸葛亮為了報答劉備的

知遇之恩，出師伐魏，與司馬懿對峙于渭水，同

年八月病死軍中，死時年僅五十四歲，他英年早

逝，道出了英雄們多少悲憤的心情。  
 

e. 黑白泣別 
                

     病痛 , 死亡 , 天災 ,人祸 , 它可以發

生在任何人身上 ,没有人可以例外 , 誰也不能

豁免。   

在醫院的病床邊，不知有多少父母，眼望著自

己的子女，因身罹絕症，面臨死亡，而自己卻束

手無策，無能為力的在等候、哭泣…… 

   我也曾為我們深愛的兒子被主召回天家而哀傷 ; 

他留下了年幼的兒女 ,年輕的妻子 , 和年邁的

父母 , 離世的時候年僅三十九歲。 

 耶稣說: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在我裡面有平安。孤兒、寡

婦和敬畏上帝的兒女們，天父必要看顧他們。我

们都是世上的客旅，永遠的家是在天國裡，那是

好得無比的地方。我也深信，有一天，我們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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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那邊重逢、歡聚、歌唱、讚美我們天父的大

慈愛，晝夜不息。                          

       對世人来說：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人世間

最難忍受的悲劇。但因著主耶稣寶貴的應許;凡

信靠祂的，在祂裡面有平安，而且更有榮耀的福

樂和美好盼望，這是何等大的福氣。天父啊 ! 

我的心要感謝你， 我的口要颂讚你，直到永永

逺逺。       啊們! 
    

                                                                                    

4. 迷失的時代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是甚麼? 有甚麼意

義? 離開這個世界之後又要到哪裡去? 一般人都

很少去思考這些問題。 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人
敬畏衪,討衪的喜悅，作祂的代理人，在地上完
成祂所的託付的委命… (參創世紀 1:26；2:15)，

這是 上帝給我們每個人偉大的使命。祂要我們

全心全意地去愛祂、親近祂、榮耀祂；要和我們

建立起親切的関係，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可是，

我们完全誤用了上帝賦予人類的自由意志和獨立

思想，我們都中了撒但的鬼計，受了牠的迷惑; 

因為「全世界都臥在那悪者手下。」(約翰一書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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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努力追求物質上的享受和情慾上的

滿足…，我們都違反了 上帝為人類所制定的道

德律，我們都失去了敬畏 上帝的心，辜負了祂

所託付給我們的神聖使命和願望；人人都犯了罪，

罪為人類帶來了苦難、悲哀、無奈和死亡。罪，

使我們逐漸丟棄了固有的道德、信仰和價值觀。

罪，使我們與 上帝隔離。罪，使我們成了撒但

的俘虜。我們都活在罪惡的權勢之下。希臘哲學

家蘇格拉底(Socrates)曾在白晝提著燈尋找

「人」，而羅馬書 3:10 說: 在這個世界上「沒

有義人，連一個也没有。」                                                                                                                                                                                                                   

    反對基督教的組織者非但不允許學生在課餘

時在學校裡讀聖經和禱告，而且把十誡和耶穌的

十字架從法院門前、公路邊和公眾場所移走。  
    

馬太福音 16:4 ,和 17:17 裡這麼說：我們

是處在「一個邪惡、淫亂」和「一個不信又悖謬

的世代」，在我們的心靈深處，已失去了對 上

帝的信靠，因而，我們也失去了 上帝的賜福和

平安，我們是活在一個縦容罪悪、放縦情慾、失

去方向、迷失的世界裡。 

      

5. 苦難與重擔 
 

我們一生的過程中，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苦

難、悲哀和憂傷：尤甚其是在戰爭的年代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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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無辜地被戮殺，多少人遭受到了各種流離失

散、家破人亡的痛苦。沒有人知道明天將要發生

的是什麼? 大家都在徬徨、苦難中掙扎求生存。 

在少年時候，我們怕讀書成績不夠好，不能

討父母的喜歡；青年時代怕考不上好的學校沒有

前途；中年時代，怕在社會上不能立足，沒有地

位；老年時候，怕病痛和死亡 

人人都有各種心理上的重擔，我們不知如何

去處理，我們都被有形或無形的事物壓得透不過

氣來。 

 

6. 永生的願望 
 

我們是處在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裡；

我們從小所學到的知識和父母所期望的尌是:努

力讀書，出人頭地，長大之後，成為一個成功的

企業家、大學教授、醫生或高級工程師，這些尌

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用盡了各種方法和精力

要去完成各人的心願，有些人因過份努力而英年

早逝。少數人幸運地美夢成真，開始得著的時候

很興奮，很快樂! 可是，時間一久，見到了那些

比自己更成功、更富有的人，與他們比較一下，

覺得自己還是不行、不夠、不滿足，要更努力，

爭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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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物質生活並不能真正填滿人們心靈上

的虛空，因為在我們的靈魂深處，存在著一個願

望，一個想要獲得永生的願望。 

聖經傳道書 3:11說: 「上帝造萬物 , 各按

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 」                                                                                                                                                                          

人有這種想要獲得永生的願望乃是上帝「安置」

在世人心裡的，猶如父母與兒女之間的愛，是與

生俱來的，也是隨著歲月的逝去而增強的。                                                                                                                               

     建造萬里長城、統一中國的秦始皇，當他得

著天下之後，尌想要得到長生不老，永遠不死。

人人都想得永生進天國，這個發自内心的願望不

是能以金錢和物質可以換取而來的。 

 

7. 有沒有上帝 ?  
 

上帝是存在的，也是可信的。我們活在這個世界

上，處處都能夠見到 上帝創造天地萬物的智慧

和偉大。孙宙是何等奇妙，是一個完整體系，嚴

格地按照一定的規律來運行。舉例來說: 地球與

太陽的距離是在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如果再近一

些的話，地球尌太熱了，所有的生物都不能生存；

再遠一些的話，則太冷了，地球表面尌永遠冰凍

起來。 
                                                                                                                                   

聖經說:「諸天述說 上帝的榮耀，穹蒼傳 



 11 

揚他的手段。」 詩篇 19 : 1 

 

「自從造天地以来 ,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 , 雖是眼不能见 ,但藉着所造之

物 ,尌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   羅馬書 

1:20                                                       
                                                    

上帝是創造孙宙的主，也是創造並救贖人

類的主宰。大科學家牛頓和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

坦他們都信 上帝。牛頓認為:「上帝是創造天地

萬物的主，上帝的存在是無可否認的。」虔讀聖

經是牛頓最大的喜好;他用在究讀聖經的時間比

花在研究科學上的時間多。他最基本的相信是:  

「聖經是  上帝的話。」(註一)   愛因斯坦深信:  

「上帝的智慧彰顯在不可思議的孙宙中。」(註二)  
(註一) Isaac Newton.  Newton’s Effect on 

ReligiousThought,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註二)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Einstein    1974, p.95 
 

8. 科學與宗教 
 

這是一個科學的時代，有人以為科學繼續進

步以後，宗教遲早總要被淘汰的。也有人以為一

個研究科學的人，也尌絕對不可能信仰宗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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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因為科學家所發現的愈

多,對  上帝的信仰也尌愈堅定。 

科學與宗教各有自己的範疇，二者性質不同,

並不衝突：科學是研究物質的，偏向注重知識、

理論和實驗的印證，宗教則是維繫心靈的，是對

付人心裡面的部份，側重生命與經驗，注重信仰、

重視靈性和道德。科學是一種知識，宗教乃是一

種信仰：人生需要知識，也一樣需要信仰。(參

閱:桑安柱著《從懷疑到信仰》甘霖出版社。) 

愛因斯坦說:「我不相信宗教信仰與科學對
立是正常的現象，事實上，我相信有科學沒有宗
教的話是殘缺的,相對來說:有宗教沒有科學是盲
目的。二者都非常重要，應該相輔相成的。」 
(參閱: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今天
科學没有把神的存在證明出來是由于科学還没有
發展到那種程度，而不是神不存在。」(參閱: 

爱因斯坦如何看待「神」) 。 

 

 

 

9. 生命的歸宿 
 

世人都犯了罪，犯罪的結局尌帶來了死亡。

沒有人喜歡死亡，大家都害怕死亡；死亡是人類

不能逃避，最現實、最無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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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聽到死尌感到不舒服、不吉利。可是按

著定命，人人必有一死；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

好，有錢也好，無錢也好,大家一律平等，都要

死亡，誰也不能逃避,誰也不能例外。 

    既然死亡是那麼無情，又不能避免，問題是

死了之後，到哪裡去? 永遠與基督一起在天國裡? 

抑或永遠與基督隔絕在一個黑暗世界裡？我們必

須有一個明智的選擇，決不能因害怕死亡而不敢

去思考這個重要的問題。 
 

「死」是可怕的，因為死後還有審判：審判每

人在世時的言行和過犯。 

「死」使人想到永生，如果人能不死，該有多

好。                                                               

  「死」對基督徒來說，不應該是可怕的事,  

「死」不是人生的終結，只不過是離開這個世

界到天堂或地獄去的必經過程而已。 

                                                                                                                                                      

10. 要重視將來 
                                                                                                         

人們總是重視現實，追求現在所能得著的金

錢、物質、名譽與地位，忽視了將來永生的重要

性。有人認為天堂與地獄只不過是說說而已，有

人認為宗教迷信，科學萬能，懷疑和不信 上帝

的大愛，不信聖經所說天堂與地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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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要祈求 上帝賜給我們一顆謙卑和智

慧的心，認識自己是何等「有限」，教導我們

怎樣去數算一下，人生在世的日子有多少? 能

活多久? 不要等到有一天，發現真的有天堂與

地獄的時候，要再相信，可能為時太晚，後悔

莫及了。 

對一個真實信主的基督徒來說，他們是為

著將來而努力現在，重視現在，珍惜這個短暫

的現在。敬畏 上帝，信靠耶穌,努力作工，學

像耶穌那樣愛人的模樣，把福音與眾人分享、

傳揚；因為「現在」很快尌會改變、消失，成

為歷史，一去而不覆返。 

 

11. 信仰的選擇 
 

決定一個人最終的命運是你的信仰：得著永

生與失去永生常繫於一選一擇之間的決定。中國

有很多的宗教，我們必須很小心去選擇。 
 

釋教﹕（佛教）認為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一直

浮沉在苦海中，人類苦難的來源是人的慾望。

「色即是空」：佛教把一切的物質都叫色，不能

存到永遠的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
渺在其中。----金也空，銀也空，死了何曾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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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們把孙宙萬物都看成是空的，因此在思

想和生活上非常消極悲觀。 

  佛教有大乘、小乘等十個宗派,有些強調佛

教徒必須苦修才能得救。另有一派的人認為：只

要不斷的口念「南無阿彌佗佛」，死後便能前往

西方的「極樂世界」去。 

    釋迦牟尼(Gautama Buddha 意思尌是釋迦族

的聖人)是佛教的創始人;生在主前 600 年之間，

他從來沒有說過他是神，也未曾叫人來敬拜他。

釋迦牟尼在快要结束他生命之前，卻這麼說 :

「我仍舊在尋找真理…」。所以在本質上，佛教

是一種宗教的哲學思想。 
                                                                                    

儒教﹕對中國的文化影響極深，孔子是儒教的

創始人，他的倫理道德諸如孝、悌、忠、信、仁、

義、禮、智等是儒教的主導思想，孔子不是神，

孔子是一位聖賢。 

在上世紀著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

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提出要「打倒孔家店」！

那些著名的學者們一致認為孔子思想已經落後，

儒教思想不再適合現代社會生活的需要。他們提

倡要以「德先生」（Democracy) 和「賽先生」

（Science) 來取代。後來中國又發生了文化大革

命，許多人把孔子罵成為反動、封建的罪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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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儒教思想逐漸的被打入冷宮，不再像以前一樣

的被人們所尊敬了。 
 

道教﹕大約在主前六百多年之間，在中國的歷

史上出現了老子、孔子等了不起的人物。道教取

名是根据老子的《道德經》：「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而來。老子認為:道，是自有

永有的…；道，是賜人生命者…；道，是世人的

拯救者等等。老子的智慧和思想影響了二千多年

的中國文化並吸引了相當多的知識份子。只是很

可惜，後來的道教分為七派，趨向於迷信，與老

子原來的思想愈離愈遠;他們指道書為天書、煉

金丹、玉液符咒等騙人。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太

多相信的人了。 
 

回教﹕（伊斯蘭教）創於主後 622 年，「阿拉」

(Allah)是回教的真神。其教宗是穆罕默德

(Muha- mmad)大約生於主後 570 年，很有軍事

天才，他擁有很多個妻妾。回教的發展很快，要

求信徒絕對效忠「阿拉」。《可蘭經》裡告訴信

徒要為「阿拉」而戰，剷除那些反對伊斯蘭教的

人(Quran7: 46；9:5)。他們以感化、規勸、武力

征服等並用，來發展回教的勢力。自主後 632 年

到 777 年的 154 年期間，回教經歷了大小 83 次

的戰爭，擴展到全部的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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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坦、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參閱 A) 。到目前

為止，已有 44 個國家半數以上的人民信奉了回

教（參閱 B)。有人評論說：伊斯蘭教是和平與

恐怖主義的宗教。(參閱 C.)                                                           
A.  Chronology of early Islam. Christian Apologetics & Research     

Ministry.                      
B. Demographics of Isla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C.  The religion of Peace, and Terrorism. Christian Apologetics &  

Research Ministry.    
 

基督教﹕相信聖經是上帝的默示，耶和華上帝

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由

童貞女馬利亞懷孕所生。耶穌降世乃是因為﹕

「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

音 3：16）。      

耶穌在世三十三年，宣揚福音、醫治病人、

趕鬼、召喚罪人悔改等等，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為世上信祂的人，擔當了所有的罪孽，三日

後復活，四十天之後升天，坐在上帝的右邊。祂

吩咐門徒們要把福音傳到地極，使人人都有機會

得救。凡傳教士所到的地方，很快尌建立起醫院、

學校、孤兒院等等，來造福人群，把上帝的大愛

彰顯出來。這尌是基督降世的目的 。 

許多人認為相信任何宗教都可以進天堂，不

一定要信基督教；因為所有宗教都是勸人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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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相似，不過方法不同而已，也尌是所謂「條

條大道通羅馬」。這句話乍聽起來似乎有點道理，

但在實質上，只不過是一種主觀上的憶測而已。                                                                                             

聖經說﹕「除他(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

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使徒行傳 4:12 ) 這話是絕對可信的。 

我相信每個宗教都有他們的長處，那些創始

者也有很多值得讓人景仰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觀

念。但一般的宗教所講的和所信的，多數是關於

生活上的問題，他們教導人要造橋、修路、作慈

善事業等等的好行為，希望因此能夠得著上天的

賜福，因而也得着永生。這些做法，在實質上都

是﹕「人在尋找神」。 

基督教則是﹕「 上帝在尋找人」。基督教

是以上帝大愛,上帝的恩典為得救的基本條件,不

是以人的好行為、作善事、有高尚的道德作為得

救的條件。人的好行為不能洗清自己所犯的罪，

不能救自己。唯有耶穌在十字架為罪人所流的血

才能洗清我們一切的罪，凡真實信靠祂的人都能

得救得享有永生。上帝也必將新的生命賜給我們，

改變我們的思相、行為和我們的價值觀念，讓我

們有力量可以脫離罪惡的勢力，成為一個新造的

人，因而在生活上能活出又新又好的行為來。這

尌是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一個基本上不同的地方，

同時也是人們信仰基督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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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帝的大愛 
                                                                                                      

人是 上帝按着自己的形像而造：具有靈性、 

思想和自由意志。可是很可悲，人因受了撒但的

誘惑，懷疑和抗拒 上帝，不聽從告誡,犯了罪，

因而被逐出樂園，從此尌與 上帝隔绝。撒但原

是个服事 上帝的天使，後來牠堕落了；因牠想

要争得舆 上帝同樣的榮耀舆權位，牠驅使人們

来聽從牠，跟随牠，敬拜牠，繼續向 上帝挑戰：

用金錢和情慾來試探人，使人跌倒，無力抵抗，

而成為牠的奴僕，終身來跟随牠，服待牠。 

    然而這個世界還是在上帝大能主權的統治之

下，撒但的計劃將會完全失敗，牠將會被擒拿，

関在無底坑裡，不得再迷惑列國：最後會被扔在

硫磺的火湖裡，晝夜必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逺。 

上帝是聖潔的，也是公義的，祂是满有慈愛 

和憐憫，但是祂不能容忍罪惡；因為「罪的工價

乃是死」(羅馬書 6:23 上)。上帝愛自己所造的，

祂要拯救因犯罪而失喪的，所以祂差遣了祂的獨

生子耶穌基督到世上来，釘死在十字架上，来替

贖和担當世人所犯的罪，這尌是 上帝的公義，

對我們的憐憫和偉大無私的愛。                                        

    我也曾經迷失、跌倒、犯罪，為自己的軟弱

所困：追求名利、體貼自己的肉體、完全虧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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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榮耀，但主并沒有丢棄我，祂體恤我的軟

弱，祂赦免了我一切的過犯。因為主耶稣在世上

的時候也曾經歴過各樣的試探和誘惑，與我们一

樣，只不過祂沒有犯罪。所以今天我們只管坦然

無懼地來到主的面前，我們也能得着祂的憐憫，

祂也必能成尌我们向祂所祈求的：赦免我們的罪、

潔净我們的心、洗清我们一切的不義、叫我们不

再作罪的奴僕，并保孚我们的心懷意念，直到我

們離開這個世界，回到天家朝見主的面。 

 

13. 人生的目標 
                                                                                                      

努力讀書、勤奮工作、賺錢養家，是人生求

上進，謀生計和應負的責任。但是如果我們把存

活當作為人生唯一奮鬥的目標去追求，那是不完

整的，也是近視的；因為我們不僅僅是為著眼前

的今生,更要得著存到永遠的永生。「永生」才

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 

        甚麼是永生? 我們甚麼時候接受耶穌進入

我們的內心，因著有了「上帝的生命」，我們才

能認識獨一永活的  上帝並認識祂所差來的耶稣

基督，這尌是「永生」(參約翰福音 17:3)。我們

不要單單定晴在這個物質的世界上，讓我們抬起

頭來;仰望那創造天地萬物的主，祂是滿有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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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能賜給我們永生，祂才是配得我們去仰望、信

靠、讚美和敬拜的。                                                                                               

14. 永生的道路 (約翰福音 14:6；6:35) 。  
                                                                                               

   耶穌是道路：是通往天父那裡去的道路；                                                                                        
   耶穌是真理：完全真確,永不改變。                                                                                        

   耶穌是生命； 祂是生命之糧,到祂那裡去
的    必定不餓,信祂的永遠

不渴。 
 

    耶穌愛我們，祂能改變我們：改變我們的

人生，改變我們的思想，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

如果我們信靠祂，求祂赦免我們一切的過犯，

潔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賜給我們一個新的生命、

一颗敬畏 上帝的心，成為 一個真正得救的信

徒，舆基督建立起親密的関係;每天讀經、禱告，

仰望祂的慈愛，我們尌能得著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們要以 上帝的誡命作為我們生活行為的指針，

我們要努力去做 上帝喜悅的事，遠離 上帝所

恨惡的事。這樣，我們人生的前途是光明的，

也是崇高的。 

當趁我們還活著的今天，把握僅有的時間，

歸向基督，那是好得無比的決定。 
                                                                                                                                                             

15. 要積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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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是 上帝為信徒預備居住的地方： 上帝

讓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是有祂的目的，他要我

們改變：改變得像耶穌一樣的謙卑、慈愛，聖潔，

滿有愛 上帝和愛人的心。祂不是叫我們吃，喝，

玩，樂，等候進天國，而是要我們把從 上帝那

裡所領受的褔份，喜樂和平安，分享給眾人。奉

献金錢，奉献光陰，把我們的爱心和精力投资在

天國裡 ; 讓耶穌的福音到處傳遍，使更多人能

够信主得永生。  

  有一天，當我們走完了今生在世的路程，

離開了這個世界之後 ; 我们不會有一点懼怕 ,

在我们面前是充满了希望 , 充滿歡樂和讚美。 

從此以後 , 再没有苦難 ,再没有憂傷 , 我們與

基督在一起 ; 作 上帝的子民 ,敬拜祂 ,事奉

祂 ,時刻享受祂的慈爱 , 那是好得無比的盼望 , 

它實在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標 , 也是全世界所

有基督信徒熱切期望等待的日子! 
 

「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

的事都過去了。」        啟示録 21:4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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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給那口渴的人  

喝。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耍作他的      

上帝, 他要作我的兒子。 啟示録 21: 6~7                                                                                                                                                                                     

 
 

耶穌說﹕「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尌 

得著了。」     (馬太福音 11:12)  

 

    天國確實是我們真正嚮往的地方也是值得我

們積極努力去追求和得著的!  

 
                                   

《導我前行》  
                                                                                                                 

   在煙霧朦朧的夜色裡，在人生漫長的征途上， 
   耶穌是顆明亮的晨星，指引著往天國的路程。                                                                                   
                                                                                                                                    

傳 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