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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活在盼望中

邁入暮年之時，我們會思考哪些重要的事呢？我們該如何利

用在世上剩余的歲月？在這本小冊子中，作者蘇諾銘將帶領

讀者思考天堂之事，看看我們可以期待什么，可以如何做好

預備，以及如何善用在世的日子，因我們是活在盼望中，知

道自己將會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蘇諾銘（Robert M. Solomon）于2002年至2012年間擔任新

加坡衛理公會會督，一直積極在新加坡和世界各地擔任特會

講員及教導的工作。目前他的著作有40多本，內容涵蓋各樣

主題。此外，他也為靈命日糧事工撰寫過好幾本屬靈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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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考天堂之事

你曾否自問：我將怎樣離開這個世界呢？

	許多年長者大概都會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當

中，許多人可能希望有個舒坦愉悅的落幕。聽聞一些

人在睡夢中溘然長逝，沒有遭受任何病痛，我們或許

希望自己也能這樣離世。然而，比較睿智的人會注意

到，沒有人能掌控自己的生命將如何終結，所以他們

認為，沒有道理為這件事費心或擔憂。

	 這倒是真的：我們會怎樣過世並不在我們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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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聖經說，我們終生的事都在上帝手中（詩篇31
篇15節），而祂全權決定我們將如何終結世上的旅

程。死亡或許突然來臨，或經久病纏身；它或許痛苦

不堪，或許平靜安詳。我們沒有置喙的余地。我們可

以有自己的偏好，但是，我們終究得照上帝的旨意離

世。我在母腹中，祂就親自“覆庇我”，而且，祂

“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祂]都寫在[祂]的冊

上了”（詩篇139篇13、16節）。

	 上帝決定我們在世的年歲和我們怎么離世，而祂

的決定是憑着祂至高的智慧、慈愛和權能。我們可以

堅信，祂使萬事互相效力，好讓我們得益處。雖然有

些人的 后一程過得很辛苦，但絕不會持久。我們縱

使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耶穌必與我們

同在那裡。祂牧人的杖與竿，必安慰我們（詩篇23篇4
節）。

	 我們或許不知道自己將如何向人生謝幕，但我們

知道，曲終人散時，誰會與我們同在。我們也知道，

我們死后將去哪裡。當我們花時間思考天堂之事，

反思如何以屬靈和務實的方式裝備自己來應對死亡之

際，我祈願這本小冊子能帶給你盼望和鼓勵。

蘇諾銘（Robert M. Solo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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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經常遭人批評太注重天堂之事，以至于

他們對這塵世毫無貢獻。這樣的說法的確沒

錯，因為有些基督徒的生活確實無法將未來的天堂，

與當前的世界連結起來。	

	 但是，知名的作家魯益師（C. S. Lewis）提醒我

們，這是錯誤的二分法。論及歷史上許多影響深遠的

基督徒，他的觀察是：“對當今世界 有貢獻的基督

（一）

天堂會是什么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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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正是那些對來世有 深刻思考的基督徒。”思考

天堂之事，將幫助我們以救贖的方式融入世事。

	 基督徒以許多不同的方式思考天堂之事。人們常

問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天堂會做什么？”

	 按照流行文化的描述，天堂裡的人常常慵懶地躺

在雲端，悠閒地彈着豎琴。這種想法或許有些聖經的

根據，因為啟示錄的確談到雲和琴（啟示錄5章8節，

14章2、14節，15章2節）。另有一種見解是，我們將

組成一個永恆的詩班，不住頌讚上帝。只要看看啟示

錄中所有的天韻詩歌，有這樣的想法就不奇怪了。起

初人們往往會覺得這是一個好得無比的想法，尤其對

那些酷愛歌唱的人，但過一陣子之后，即使這些愛唱

歌的人也會問：“除此之外，在天堂我們還做什么

呢？”

再思天堂之事

	 然而，我們或許是從錯誤的角度思考天堂這個議

題。不錯，聖經的確提到琴和雲，以及天堂裡的歌

唱。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些只視為一些行為或活動，

恐怕就誤解了聖經給我們的真正教導。倘若我們的心

態受到現代文化的掌控，即使源于聖經的想法也會遭

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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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當中許多人落入一種講究實效的思考

方式，它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我們往往會以

我們的作為或成就來衡量自己，也以同樣的方式評斷

別人。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都反映出這種思考模式。

就以度假為例，我們考慮的重點，往往是度假的目的

地有哪些吸引我們的特點。想到沒事可做或沒有什么

可以觀賞，我們就會惶惶不安。在當今世代，我們喜

歡用我們的“作為”來定位自己。

	 讓我們拿這個觀點，來比較過去主流的思考方

式。在以前，人們在乎人的本質，勝于人的作為。

人們以“我是誰”來定位自己，而不是“我做了什

么”。因此，我們今天會不時得到提醒，要專注于本

質而不是作為，且要謹記，基督徒的生命其實是關乎

我們成為什么樣的人，而非我們會成就什么事。

	 在一個看重作為和成就的文化裡，這樣的更正大

有助益，也是迫切需要的。讓我們停下腳步，想想自

己現在是什么樣的人，將來會成為什么樣的人。

	 同樣地，或許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有關

天堂的問題：與其問我們在天堂將做些什么，不如想

想我們在天堂會成為什么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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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對生命的世界觀

	 按照合乎聖經的世界觀，評價我們的不是我們的

作為或成就，也不在于我們是誰，而在于我們屬于

誰，我們與誰同在。在這種世界觀中，我們存在的核

心價值不在于作為，甚至不在于身分或本質，而在于

與誰同在。基于這個理由，耶穌告誡祂的門徒，影響

審判的是他們與誰同在，而非他們的作為（馬太福音

7章21-23節）。

	 當年邁的使徒保羅被囚禁在羅馬的監獄時，他曾

經想過自己將來的遭遇。他會殉道嗎？還是上帝會允

許他再繼續服事若干年？他寫給腓立比教會的信中透

露了一部分的想法：“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

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

着，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

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越發加增。”（腓立

比書1章23-26節）

	 對保羅而言，天堂的定義就是與基督同在。另一

種說法就是與上帝的子民同在。因此，保羅總結基督

徒生命的核心是與主同在，並與祂的子民同在。主耶

穌親自教導世人，律法的核心是愛上帝及愛人如己

（馬太福音22章37-40節）。基督徒蒙召作門徒，就是

與上帝、與彼此進入聖潔及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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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講究的是關係

	 以此為前提，我們可以回到先前的問題：天堂會

是什么樣子？	

	 沒有人能充分想像或精準地描述天堂會是什么

樣子（參閱哥林多前書2章9節），但是，現在我們

有一些概念了。我們思考天堂之事的角度不應當是

“我們將會做什么事”，甚至不是“我們會成為什么

樣子”，而是我們會與誰同在	

（啟示錄21章3節）。

	 讓我們不要從“待辦清

單”的角度來思考天堂，也不

要抱着要實現自我的不切實際

想法，而是從關係的角度來考

量。在天堂裡，我們將與創造

我們、救贖我們、時時刻刻扶

持我們的永恆上帝同在。祂是

具有無限創造力的自有永有

者，在祂面前，我們永遠不會

無聊。	

	 聖經給了我們一段關于天

堂的簡潔描述，好讓我們可以

我們思考天堂之

事的角度不應當

是“我們將會做

什么事”，甚至不

是“我們會成為什

么樣子”，而是我

們會與誰同在。

–啟示錄21章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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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着極大的期待等候天堂。沒錯，我們將會歡唱，不

過，是在神聖威嚴的上帝面前達到忘我的境界。

省思：

你對天堂有什么想法？你有哪些疑問？聖經怎樣影響

你對天堂的想法？

當你思考天堂時，知道“我們將回到永恆天家”，如

何帶給你平安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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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進天堂做準備

我曾認識一位教會的會友，他能告訴你，教堂

前面用來放置用過聖餐杯的聖餐欄杆上有多

少個小孔。他曾不厭其煩地數過這些小孔，我真想知

道他要數多少遍，才能確保他得到的數字正確無誤。

可惜的是，我們還沒來得及找出我們教會建築物及室

內陳設的其他趣事，這位會友就安息主懷了。

	 我們當中有些人很善于計數，但是我們在數算什

么呢？我們在數算 重要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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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數算自己的日子

	 人們認為詩篇第90篇是摩西所寫的，它可能是聖

經中 古老的一篇詩。在這篇詩當中，我們看到詩人

的一個祈求：“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12節）。這裡說，怎樣數

算我們的日子，意思是正確地數算日子。但是，我們

要怎么正確數算自己的日子呢？這顯然並不容易，否

則，詩人也不會祈求上帝教他如何數算。

	 要數算我們自己的日子，其難處在于我們並不知

道自己會活多久，詩人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

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10節）。每個人都

有一個期滿謝幕的日子，但是，我們不知道它是何年

何月何日。我們知道自己的生日，但是，不知道自己

何時會嚥氣。因為我們不知道此生何時會結束，所

以，很難數算自己還剩多少日子。	

	 正確數算自己的日子，其實是要意識到我們剩下

的日子已被數過，而且它實在不是個大數目。數算自

己的日子意味我們要得到真正的智慧，領悟到“我們

在世的光陰有限”這句話的含意。這樣的智慧使我們

能夠從上帝永恆的國度去理解如何活得有意義，因我

們在世上的日子與永恆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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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我們都渴望

自己能像詩篇23篇6節所說的那

樣，“一生一世”都豐豐富富地

領受上帝的恩惠和慈愛。但是，

惟有這“一生一世”的日子都架

構于“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

到永遠”的事實中，這個渴望才

能成真。惟有當我們轉向永在的

上帝，承認“從亙古到永遠，禰

是上帝”（詩篇90篇2節），我

們才能真正學會正確地數算自己

的日子。	

	 我們必須正確地從上帝

永恆的角度來看待自己有限的

年日；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從轉瞬即逝的年歲中覓得

真正的意義。上帝賜下的智慧使我們能分辨上好與次

好，也讓我們能夠辨明，是“聖餐欄杆上小孔的數

量”重要，還是“與永活的基督相遇，得着生命的更

新”更為重要。

	 許多人，即使不是終其一生，也是把人生的大部

分歲月用于追逐現實的目標，並為其費心費力。他們

無法分辨手段和目標的差異，無法辨明何者終歸會灰

我們必須正確地

從上帝永恆的角

度來看待自己有

限的年日；惟有

如此，我們才能

從轉瞬即逝的年

歲中覓得真正的

意義。



為進天堂做準備  13    

飛煙滅，何者將會長存不朽。耶穌告訴祂的聽眾說：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么，喝什么；為身體憂慮穿什

么。⋯⋯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

的。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

你們了。”（馬太福音6章25、32-33節）

數算與蒙福

	 我們若能正確數算自己的日子，必會在許多方面

蒙福：

	 首先，我們必能從親身對上帝的認識，體會到

深刻的滿足，因為每日清晨，祂都使我們飽享祂的慈

愛（詩篇90篇14節）。人生 大的滿足，莫過于有十

足的把握，知道上帝全然愛我們。祂知道我們需要什

么，也必賜予我們。祂不會讓我們無依無靠，也絕不

忘記我們。

	 第二，即使在患難中，我們仍能經歷喜樂（詩篇

90篇15節）。我們必能應和保羅的說法：“我想，現

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于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

了”（羅馬書8章18節）。上帝賜下的智慧使我們明

白，患難是有價值的，因為“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老練生盼望”（羅馬書5章3-4節）。我們不是環

境的“受害者”，而是上帝的“病人”，祂正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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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再造之工，使我們成為超乎自己想像的新人！

	 第三，上帝在我們一生中的同在與作為，也將延

及我們的后輩子孫（詩篇90篇16節）。我們將可以活

出智慧的生命，讓我們的子孫也能看見上帝的榮耀。

知道上帝不但在我們的生命中動工，也在我們后代的

生命中動工，將使我們滿有喜樂。

	 第四，我們為上帝所做的工必然長存（詩篇90篇
17節）。明智地為主勞心勞力絕對不會徒然，必存到

永遠（哥林多前書3章14節，15章58節）。我們可以篤

定地相信，真正動工的是上帝，祂使萬事互相效力，

叫我們得益處，並使祂自己的名得榮耀（羅馬書8章28
節）。	

	 簡言之，我們在第90篇詩中讀到的智慧，可以使

我們心裡得平安，即使在挫折中也是如此，因我們對

上帝有深刻的認識。我們為主服事留給后世的遺澤，

也會讓我們所蒙的福在別人的生命中長存。所有這些

智慧，全來自知道如何正確數算自己的日子。

	 在我們展望上帝“永恆”中數不盡的日子之際，

願我們學習倒着數算自己在世的日子，以智慧行事。

隨着歲月的飛逝，讓我們學習在上帝的永恆中建構我

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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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

學習正確數算自己的日子如何幫助我們為進天堂做準

備？這對你個人有什么意義？	

你認為以智慧行事的生命有哪些特質？你要如何使自

己在世上的日子活得有意義，並建構在上帝的永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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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活在盼望和信靠中

 

東馬來西亞的一位牧師曾告訴我一對美國宣教

士夫婦的事。他們在東馬服事主多年，建立

教會、培訓許多門徒，祝福了無數人。他們退休后回

到美國，在八十多歲時，沙巴的一些基督教領袖安排

他們重訪這塊他們曾經服事的土地。	

	 這對夫婦帶着滿心的喜悅回來，受到眾人的熱情

接待，大家感謝他們為當地人帶來極大的祝福。在某

個地方，眾人甚至分列街道兩旁歡迎這對宣教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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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慶典結束之后，那位宣教士先生告訴這位牧師：

“你知道嗎？重訪這裡之后，在世上我已經沒有什么

可期盼的事情了。”

	 他們回到美國之后，沒有多久，這位先生就辭世

歸主，回了天家。

	 據這位牧師所說，這位宣教士在世的 后五年，

時常都談到天堂，而且越來越多。好像除此之外，他

沒有其他可談的話題。這位上帝的僕人有一個活潑的

盼望。他知道自己離世回到基督永恆之家的時間近

了，而他滿心期待這個日子。他好像已經“整裝待

發”，先把行李送回了天家，只等着交通工具來接他

上路。

我們在主裡的盼望

	 各樣挑戰伴隨着年老不期而至，包括疾病，或許

還有寂寞和抑鬱，以及對未來的恐懼。但對相信基督

且與祂同行的基督徒來說，心中總有盼望。對于我們

生命的結局，基督有 終的決定權。正如上帝創造萬

物之后說的話一樣，祂會說：“這是好的。”上帝為

我們的益處，讓萬事互相效力（羅馬書8章28節），祂

必賜下 終的結論，宣告說，祂透過我們一生的高山

低谷所成就的一切，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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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又有什么能

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呢（羅馬書8章31、35節）？我

們的上帝是“賜盼望的上帝”，

因為祂讓我們滿得喜樂和平安，

除祂以外，無處可尋這樣的喜樂

和平安。保羅為羅馬的基督徒禱

告說：“願那賜盼望的上帝，因

着你們的信，把一切喜樂平安充

滿你們，使你們靠着聖靈的大能

滿有盼望”（15章13節，新譯

本）。上帝賜給我們忍耐和安慰	

（5節），來應對此生的挑戰，

也必在我們心中賜下平安、喜樂

和盼望。

	 著名的神學家及作家巴刻

（J. I. Packer），對于許多沒有

信仰和盼望的老人所面對的境遇，他做了如此描述：

		 今天， 可悲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許多不信

主的長者，他們沒有未來可以期待。他們的生命

時刻在流逝。他們的身體越來越孱弱，越來越多

病痛。許多過去能做的事，如今已力不從心，而

且再也做不到了。他們覺得自己正在進入一個越

上帝賜給我們忍

耐和安慰，來應

對此生的挑戰，

也必在我們心中

賜下平安、喜樂

和盼望。



活在盼望和信靠中  19  

來越深的漆黑洞穴，黑暗從四面湧來，而漆黑洞

穴的盡頭既沒有亮光，也沒有出路。他們發現，

沒有盼望地活着是一個無法減輕的擔子。他們心

中埋怨，沉溺在自憐自艾及懷舊情緒中，無法釋

懷。如果他們讓別人苦不堪言（唉，有時，他們

真是如此），那是因為他們先這樣令自己痛苦不

堪。絕望銷蝕了他們的心靈。

	 年老且無助，對未來又沒有任何盼望，那是一個

可怕的處境。但對上帝的兒女而言，我們始終都有盼

望，因為我們正在邁向一個榮耀的未來。我們尚未擁

有它，也還沒有到達那個境界；那是一個將來會臨到

我們的體驗，就像隧道盡頭的亮光。

	 白朗寧（Robert Browning）的這首詩令人振奮，

提醒我們在主裡的盼望：

與我相伴到白首，佳美日子在后頭；

生命起始為結局，一生年歲在祂手。

生命之主如此說：

為你規劃人生路，青春年少只半途；

信靠上帝入暮年，心無憂懼至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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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談到如何等候我們在基督裡完全的救贖，保羅寫

道：“我們得救時就存着這盼望；但是看得見的盼望

不是盼望，因為誰會盼望自己看見了的呢？但如果我

們盼望沒有看見的，就會耐心地熱切期待。”（羅馬

書8章24-25節，新譯本）

	 本着同樣的精神，保羅也見證說：“忘記背后，

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3章13-14節）

	 聖經學者亞當·克拉克（Adam Clarke）用扣人

心弦的字眼，來描述保羅如何期待即將來臨的死亡：

“如今，他仿佛站在永恆的邊緣，滿有上帝的同在，

強烈期待進入榮耀的永恆。”

	 能懷抱盼望，在滿有上帝的同在中謝世，那是死

得其所。對基督徒而言，未來既非一無所有，也非一

成不變；相反地， 好的是在未來，因為未來將不再

有痛苦、死亡、失敗，或失望。基督將更新萬有（啟

示錄21章4-5節）。	

	 因此，在我們帶着熱切的期盼等候時，必須靠着

聖靈的大能，學習忍耐，得着激勵。

	 瓊妮·塔達（Joni Eareckson Tada）是一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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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作家，年輕時意外受傷而致癱瘓，她的生命卻榮耀

了上帝，也服事了許多人。她筆下的盼望，是她透過

痛苦、患難和殘疾親身經歷的那種盼望。她說：“我

們今生能擁有的 佳盼望，不過是透過孔隙一瞥未來

的光明現實。然而，一瞥已經足夠了。它足以說服我

們，不論現今遭受任何患難和痛苦的侵襲，都不足以

和天上等候我們的榮美相匹敵。”

	 那些一生到老都忠心與主同行的基督徒，對未來

的領受必然遠超過“孔隙中的一瞥”。上帝已經向我

們啟示了一部分祂為我們預備的基業（哥林多前書2章
9-10節）。我們知道，基督必“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

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立比書3章
21節）。

	 因此，讓我們謹記基督的復活，懷着這“活潑的

盼望”，知道上帝已在基督裡為我們在天上存留了基

業（彼得前書1章3-4節）。我們 好聽取靈修作家章

伯斯（Oswald Chambers）的睿智建言：

		 別忘了你屬乎誰，你要事奉誰。要提醒自己常

常記念，你對上帝的愛必定十倍加增。你的心再

也不會飢渴，反而要熱切活潑起來，你的盼望也

必定燦爛得不可言喻。



 思考天堂之事22

省思：

在每況愈下的處境中，老年人如何能在基督裡覓得盼

望？你怎樣幫助一個失去盼望的人？

擁有“活潑的盼望”（彼得前書1章3節）對你意味着

什么？你認為，上帝為你存留在天上的是什么基業？

這基業怎樣激勵你？你怎樣與年長的朋友及正在受苦

的人分享這種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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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離世后，人們會怎樣紀念我們？

葬禮中的悼辭，通常會美言亡者及其作為。

隨着時間流逝，人們往往會忘懷他們所做的事。畢

竟，有多少人會記得我們祖先的作為？

	 若我們專注于要為后人留下自己的遺風余澤，我

們的努力不外乎是自吹自擂，而這些都終將隨着時間

而消逝。但若我們專注于愛慕基督、順服基督，我們

（四）

留下遺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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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會留下深具意義又能長存的遺澤。讓我們看看基督

自己的典範。

	 耶穌為后人留下了什么？我們的主並沒有遺下妻

子、兒女、房產、家業，銀行帳戶、事業、紀念碑、

雕像、著作，實質的遺跡或墓碑。詹姆士·艾倫·法

蘭西斯博士（Dr. James Allen Francis）是一位牧者兼

作家，他有一篇證道后來轉化為一首詩《孤獨的生命》

（One Solitary Life）。在詩中，他描述了哪些不是耶

穌留下的，哪些是祂留給后世的：

		 祂生于一個偏僻的村莊，是一位鄉下婦女的

兒子。祂在另一個村莊長大，在一間木匠工作坊

工作維生，直到三十歲。隨后有三年的時間，祂

成為一位巡迴傳道人。祂沒有任何著作，也未曾

擔任過一官半職。祂從未擁有自己的家室，也沒

有住房。祂從未上過大學，也未曾踏足大城市。

祂旅行的範圍，僅限于出生地200英里之內。祂從

未做過人們通常認定的大事。除了祂本身以外，

祂沒有任何資歷憑證。

		 年僅33歲時，攻擊祂的輿論洶湧而至。祂的

朋友棄祂而去，其中一個還不認祂，祂被交在敵

人手裡，經歷了遭人嘲弄的審判，被釘在兩個強

盜之間的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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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祂垂死之際，行刑者拈鬮分了祂的衣物，

這是祂在世上僅有的財物。祂謝世之后，因着一

個友人的憐憫而被放在借來的墓穴中。

		 十九個世紀倏忽而過，至今祂仍是人類的核

心要角。世上所有曾出征的軍旅、所有曾在海上

稱霸的海軍、所有立法的國會、所有掌過權的君

王，他們對世人生命影響的總和，都遠不及這孤

獨的生命來得巨大。

	 那么，耶穌留下了什么？簡言之，耶穌留下了祂

的教導和祂的教會。耶穌宣告說：“天地要廢去，

我的話卻不能廢去”（馬太福音24章35節）。祂還

說：“我要⋯⋯建立我的教會，死亡的權勢不能勝過

他。”（16章18節，新譯本）

耶穌永存的產業

	 相對而言，耶穌在世上的服事很短暫，服事群眾

是祂事工的主要特征。祂留下許多受祂服事、被祂感

動的人，包括瞎子、瘸子、聾子，甚至還有從死裡復

活的人。	

	 更重要的是，耶穌留下了祂的眾門徒。那時，約

有120名信徒聚集在一起（使徒行傳1章15節），等候

五旬節的到來。這些人當中，有耶穌特別訓練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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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門徒，祂花了很多時間與他們共處。后來，這些使

徒撰寫了聖經書卷或促成別人撰寫聖經書卷，將福音

傳遍全世界，並且殉道。他們並非人中豪傑，但耶穌

在他們身上行了神蹟，改變了他們的生命，並糾正他

們的盲點和靈性的遲鈍。

	 耶穌留給門徒三件確鑿的事實：

	 首先，耶穌將祂的聖靈賜給他們。祂應許門徒將

被聖靈充滿，這個應許在五旬節得以應驗，改變了眾

使徒的生命。聖靈使他們成為聖潔（基督的屬性），

賜給他們能力繼續耶穌的事工。耶穌的靈是祂永存的

遺澤，因為聖靈永遠與我們同在（約翰福音14章16
節）。

	 儘管我們無法像耶穌一樣賜人聖靈，但我們可以

將自己的生命特質留給后人。這種遺風代表我們的品

格、態度、事工等等，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遺澤。

	 第二，耶穌將祂的教訓留給祂的門徒。耶穌教訓

人滿有權柄，與一般的律法教師截然不同（馬可福音1
章22節）。祂留給后人某種的世界觀、某種思考舊約

的方式，以及某種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這一切都涵括

在新約，耶穌所講的話語中。我們也可以留給后人那

些塑造我們生命的元素：我們的信仰、價值觀、行事

為人的原則，	以及當守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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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耶穌將祂的平安賜給門徒。復活的耶穌

問候祂的門徒說：“願你們平安”（路加福音24章36
節；約翰福音20章19、26節）。耶穌從未應許給我們

無憂無慮、一帆風順的人生。祂在約翰福音16章33節
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祂接着說：“你們在

我裡面有平安。”這是耶穌留給后人的遺澤，千百年

來，它激勵了許多人，也展現在無數人的生命中。

投資于自己的遺澤

	 耶穌留下一群信徒和祂的話語，祂也將祂的聖靈

和平安賜給他們。如果這些是耶穌所看重的，那它們

豈不應該反映在我們留給后人的遺風中，反映在我們

如何投資自己的生命、如何投資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聖經學者及作家尤金·畢安戚（Eugene Bianchi）
提議說：“年長者能留給子孫 美好的風範，或許就

是帶着勇氣優雅地面對衰老和死亡，這是一堂親身示

範的功課。”我們可以將這樣的典範留給肉身的兒

女，以及屬靈的兒女。

	 聖經學者亞當·克拉克（Adam Clarke）在著作中

提到基督徒時，寫道：“在你完成使命之前，必不至

于死。”我在2012年被診斷得了胰臟癌時，這句話曾

帶給我莫大的鼓勵。我的醫療團隊已經準備替我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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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但是，我將我的活檢報告轉給其他醫生，尋求他

們的意見。三週之后，我被告知這不像是癌症。感謝

上帝，手術因而取消。

	 這次經歷令我反思，上帝為什么讓我們活着。我

認識到，我們的工作其實都是上帝的作為。面對新的

每一天，我們都當問問自己：今天，上帝為什么讓我

活着？	

	 面對這個問題，我領悟了兩個答案。首先，上帝

在我裡面的工作尚未結束；祂要使我變得更像基督。

第二，上帝藉我所做的工尚未結束；這關係到我為基

督所做的事工。等到上帝接我回天家的那一天，我將

知道，祂已經完成在我裡面的工作，以及藉着我所作

的工，從而讓祂得着榮耀。

	 這是多么美妙的真理！因為上帝在我們裡面並藉

着我們工作，因此只要我們與上帝合作，讓祂在我們

的生命中重現基督的性情和事工，那么，我們就可以

給后人留下一個由祂的恩典及大能所塑造的生命典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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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

反思耶穌的遺澤，你自己從中領悟到哪些功課？你的

省思對你的行事為人及當專注的焦點有什么提醒？

你能想到哪一些逝者留下極佳的典範？他們的遺風怎

樣表明他們的信仰、價值觀、人際關係，以及生命的

優先順序？這些遺風怎樣使上帝得着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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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你在建造什么？

 

中世紀的神學家金碧士（Thomas à Kempis），

在他的經典著作《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中，提出這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得享長

壽，生命卻了無改進，這有什么益處呢？”

	 想像一下，你陷在車陣中寸步難行，讓你的耐性

備受考驗。你是否很想放棄前進，干脆把車子停在路

邊呢？在生命的旅途中，當你發現自己一直沒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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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進時，可能就像這樣的景況。不論你聽了多少激勵

人心的講道或談話，生命似乎停滯不前。隨着你越來

越多的懷疑，你甚至會想放棄整個“靈命旅程”，只

要及時行樂就行了。

	 但是，你若堅持待在路上，必定會有長進，不

論它的步伐有多小。等到堵塞解除后，交通開始再度

順暢，你 終必然安抵目的地。關鍵在于你要留在旅

程中。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要做到這一點就是透過順

服，將上帝的教導付諸于行動。

	 在登山寶訓（馬太福音第5-7章）的結尾，耶穌

提到兩種人建造房屋的比喻。聰明人將房屋蓋在磐石

上，而愚昧人投機取巧，將房子蓋在沙土上。遇到傾

盆大雨，洪水暴漲時，磐石上的房屋堅穩不動，而沙

土上的房子則崩塌毀壞。

	 耶穌強調兩者的差異說：“所以，凡聽見我這

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

房子蓋在沙土上”（馬太福音7章24、26節）。其差異

在于我們聽道后有沒有行道，有沒有將聽見的教導付

諸行動。

	 使徒保羅也呼籲他的讀者即刻採取行動，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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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

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上帝

就必與你們同在”（腓立比書4章9節）。

	 隨着年紀日益老邁，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揮

霍。我們必須避免落入“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

道”的景況（提摩太后書3章7節）。唯有不斷操練我

們的信心和順服，我們對真理的認識才能增長。

	 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說，我們奔跑人生的

后一圈時，必須“把握當下，為主而活”。他的勸

勉，呼應着湯姆士·肯恩主教（Bishop Thomas Ken）
1674年所寫詩歌中的一句歌詞：“每一天都當作在世

的 后一天。”

	 同時，我們可以繼續抓住上帝在以賽亞書46章4
節所說的應許：

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

  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搋。

我已造作，也必保抱；

  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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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ODB Indonesia
PO Box 2500, Jakarta 11025,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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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60-7) 353-1718 • Fax: (+60-7) 353-4439 • E-mail: malaysia@odb.org

新加坡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Asia Ltd
5 Pereira Road, #07-01 Asiawide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6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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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是讓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
變得易懂、易得。

探索叢書以溫和、生活化和容易理解的方式帶出耶穌

基督的真理，讓我們知道聖經的教導適用于生活的各

個層面。所有的探索叢書都是以不收費的方式提供

給讀者，可作為個人研經、小組查經材料或是佈道 

工具。

若你想要與我們一同將上帝寶貴的話語分享給更多的

人，可以點擊以下的連結，以奉獻支持探索叢書和靈

命日糧事工。

我們衷心感謝許多人支持靈命日糧事工，即使是小額

奉獻也能聚沙成塔，幫助我們將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

帶給他人。

點擊奉獻

點擊奉獻

https://simplified-odb.org/donate/
https://simplified-odb.org/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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