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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講   永遠的生命（一）

福音的總內容

我們打開聖經，看詩篇第一百三十三篇3節：「又好比黑門的

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

命。」所 以 福音 的總內容就是「永遠的生命」， 神給人的福氣是

「永遠的生命」。這是聖經在舊約 神向世人所應許的，這個生命要

在錫安山賜給我們，所以耶穌基督降生為人，33歲半死在錫安山耶

路撒冷城外的各各他山，就把這個生命表明出來了。

耶穌基督有永遠的生命

祂釘十字架是用永遠的生命來贖世人的罪，一個「永遠的生

命」贖我們這些「有限的生命」，這是賜生命的第一步，先用「永

遠的生命」來贖罪。然後祂再顯明這個生命是無窮的，他從死裏復

活，用無窮的價值來贖我們這些有限的，罪都贖光了還是無窮，所

以耶穌 從死 裏復活了。復活以後就把生命分給我們這些信的人，

「因為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祂原來是父

懷裏的「獨生子」，是「獨一的」，所以用一粒麥子來形容，但是

祂經過死而復活，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所以用麥子這個生命的分發

來形容這個生命的給予，所以耶穌必須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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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案如何記錄

「罪」一共有四個東西，第一個叫「罪案」，就是我們一犯

了罪以後都被 神登記了。因為現今科學的發達，我們就越來越懂

得 神能記錄我們每一個人的罪，為什麼呢？因為現在這個時代叫光

學時代，像我現在在這裏錄音、錄影，就是用一個光碟，把我的聲

音、我的影像都錄在裏邊了，並且可以把它儲存、壓縮。有的時候

我講了很多次的道，一壓壓成一個小光碟，都集中在一起，這個方

法都有了，人都發明了。那麼 神是創造宇宙萬有的主，祂早就有這

套方法把我們也都記錄了，記錄在光裏。把我們的聲音、影像都記

錄了，所以聖經裏說 神記錄的方法非常清楚。我們唸幾處聖經就知

道 神清楚地記錄了。

詩篇第一百三十九篇，這個叫 神的鑒察，也是我們要走永生

道路的人必須懂的， 神有鑒察， 神有試煉， 神用奇妙的方法來鑒

察，我們解釋一下，好讓大家知道 神把我們都記錄了。因為 神要

鑒察我們，祂鑒察的法子是把我們記錄了，以後在審判、在檢查我

們的時候一目瞭然，只要把所有記錄的放出來就行了，那麼怎麼放

出來呢？聖經都有描寫，我大概給大家找出這幾處聖經來看。

我們先看詩篇第一百三十九篇1至5節，詩篇是大衛寫的，他

被聖靈感動，知道有這樣的事，但不知道是為什麼，他就覺得很奇

妙，高深不可測度。那麼現在，科學時代把這個光學發明了以後，

我們知道這太容易了，用現在人類所發明的東西都做得到，創造諸

天宇宙萬有的 神，造人、給人智慧的 神，祂的智慧豈不比我們更

高嗎？所以祂早就有這套方法了。

生命的原則與奧秘

耶穌說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不死，這

個生命就分不出來，所以耶穌釘十字架的死，不只是贖我們的罪，

還是 分 賜 生 命 的 一 個 方 法。若不死就不能生，這是「生命的原

則」。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為我們這所有人類的罪死了，因

為祂是無窮的，以「無窮的生命」代替我們這些「有限的」。但是

祂從死裏復活以後，祂的生命就可以分給一切信祂的人，所以凡信

祂的不至滅亡，都得永生，這就是「生命的奧秘」，這也是「永古

隱藏不言的奧秘」的一部分。所以耶穌必須死，祂必須死在世界的

正當中，就是各各他山。然後三天從死裏復活，復活以後祂的生命

就 可 以 分給我們任何一個信祂的人，這叫「生命的奧秘」，這是

「生命的原理」。我們讀聖經的時候，必須先懂這個。

用心靈誠實來信

那麼祂這個「永遠的生命」我們一信就得著了，信是什麼呢？

這個信不是信歷史上有耶穌，這樣的信不行，因為歷史上的耶穌是

一個人物，但是我們要信在「永遠的靈」裏有一位耶穌，這是一個

屬靈的事情，那麼我們用什麼信呢？用「心靈和誠實」，我們用

「靈」來信，我們「心靈」的深處承認 神用祂的兒子給我們贖罪，

因為耶穌的「寶血」在「永遠的靈」裏，你用「靈」來信的時候，

這個「永遠的靈」就開始做工了，就把你所有的罪都給你洗淨，把

天上的罪案給你撤消，把你心裏頭所有的罪給你洗淨。



148   聖經要道略解第二集 第 17 講   永遠的生命 （一）    149

以 神是光，這些事情就難不倒祂，祂把我們錄影、錄音都可以做得

到。因為光是載體，可以記載、運送這些東西，還按照時間，還有

一個過程。所以像這些我們的影像、我們的聲音，記錄在 神的光裏

頭，那是非常容易的。

奇妙的靈

神有更奇妙的就是靈，靈比光還厲害，還要神奇，到現在科學

家還沒有懂得靈是怎麼回事，不過聖經裏說到靈是比比皆是，說到

靈的運用更奇妙，雖然看不見、摸不著、沒有跡象，可是無所不

在，什麼都能做到。 神用靈，「靈是一種另外的能量」，我們不知

道跟現在科學家所說的「暗能量」是不是有關係，我們還不懂，那

麼宇宙中有可見的能量，還有暗能量，有一種看不見的能量，一直

在那裏運作，靈可能就跟這個暗能量有關係，我這是猜測了，沒有

什麼科學根據。

我們想有這麼一種特別的力量，把我們都可以記下來，無所

不在，無遠弗屆，永遠的靈。那 神記錄什麼呢？記錄我們坐下、起

來、行路、躺臥，祂都細察，祂深知一切所行。祂不用靈時，就把

這個光擺在這裏，自然而然就把你都記下來了，都寫在祂的冊上，

按照聖經就叫記錄冊。詩篇第一百三十九篇16節：「我未成型的體

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

你的冊上了。」

像這樣的話是十分難明白的，我們的身體是許多的物質，這許

多的物質還沒有成為形體的時候， 神的眼都看見了， 神都知道製

可是當時我們不懂，現在看就非常明白，在詩篇第一百三十九

篇說：「 神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

知我一切所行的。」那麼第4節說什麼呢？說：「耶和華啊，我舌

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那第5節說：「你在我前後環

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

我不能及的。」到了第7節就說：「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靈？我

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靈比光速還快

這裏就說 神鑒察我們、 神記錄我們，比我們現在的光學還進

步， 神是用靈。因為 神就是光， 神就是靈，因為約翰一書第一章

5節說 神就是光，約翰福音第四章24節說 神就是靈，靈是無所不在

的，光是無所不在的，所以聖經說萬事萬物都在日光之下。所以 神

用光、用靈就照著我們，靈是無所不在、充滿萬有的，所以你往哪

里逃呢？靈比光更快，光已經是人間的極速，速度最快了，但是靈

比光還厲害。

現在科學還研究不到靈，只能研究光，他們對光有很多的瞭解

了，光的速度是宇宙中最快的，光速是極限。超越了光速，時間就

停止了，所以他們現在對光研究得很清楚。光能做什麼？光是一個

能量，光也是一個載體，可以記載各樣的東西。光可以輸送聲音，

比如光纖可以輸送影像，可以捕捉影像，這些東西已經在科學的新

知識裏，不算是什麼奧秘了。人人手裏都拿著一個光學製造的數碼

相機，甚至於手機都可以利用光學原理來處理這些聲音、影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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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底片，壓縮然後存檔，這跟現在這個錄音、錄影、壓縮、存在

電腦裏完全一樣，完全可能。那麼 神鑒察我們的心腹用光不行，因

為光當然也可以，另外一種光叫做Ｘ光，大家都知道，可以照我們

的內臟，但是你靈裏面思想意念，那就不行了，光就測不透了，那

怎麼辦呢？聖經有加一個東西，說用靈，「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

鑒察人的心腹」。

憑案卷審判

所以我們清楚地明白 神有一套鑒察我們、記錄我們的方法。將

來 神審判的時候，你不能狡辯，沒有法子跟 神說我沒有做過，因

為都「記錄在卷」，聖經說「寫在祂的冊子上」，這個冊子可能是

好多本，因為記錄的很多，比如說你一年有這麼一本，一年有這麼

一卷，那你要活80年就有80本，這叫什麼呢？這就叫「案卷」，在

聖經裏說許多的冊子加在一起，就是一個案一個卷，「案卷」。

所以將來 神把這一套東西給你打出來，你一看就知道了，你不

能狡辯。我們再看一段聖經，在傳道書第三章15至17節，這個很有

趣味，這是人設想不到的東西：「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

早已也有了，並且 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那個小字很有趣，

或作『並且 神再尋回已過的事』)」，就是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

神還可以倒過來，把它找回來，好像記錄片倒片一樣。我們常常看

見電視上有這種畫面，比如一個商店裏發生了一起盜竊案，都拍在

商店的那個防盜系統的攝影機裏了，那麼拿到警局去怎麼辦呢？就

再演一遍，看哪一個是重點，就倒回來再看。不光看，他還放大，

把那一點特別放大，再放大，放到很大，然後辨認出來這個人的形

造你骨頭的鈣在哪里，製造你骨頭的磷在哪里，製造你血液的鐵在

哪里，製造你血液的鈉在哪里，製造你肌肉脂肪的碳水化合物在哪

里，還沒有成形，這些東西在哪里， 神的眼都看得見。

不光看見，還知道將來怎樣製造你的過程，怎麼成為你身體

的。比如你喝牛奶，那個牛吃了一塊草，那塊草裏頭的鈣就變成牛

奶裏頭的質料，結果你多少天以後才喝那個牛的奶，牛奶就變成你

的骨頭，這個過程 神都看得見。這就是奇妙的一種說法，並且還都

寫在冊子上了，還不是今天看見的，按著聖經的說法，在萬古之先 

神就可以看見，因為 神的靈是超時間、超空間的，祂都能看見，祂

都能知道。

所以我們人，從你還沒有生，到了你生下來這七、八十年，你

所有的一切，你的言語、行為、思想 神都有法子給你記錄了， 神

鑒察我們的心懷意念是用什麼法子呢？聖經裏也有說，是用靈。靈

這個東西就鑒察我們的心懷意念，在外面我們的動作是用光，在裏

邊是用靈。

用光、靈來記錄

所以人「心動則 神知」，這是古人說的。但是聖經寫得就更清

楚，我們看箴言書第二十章27節：「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

的心腹」，所以在你裏面 神就裝了一個燈，裝了一個閃亮的燈，這

個燈就是鑒察你的心腹的，你裏邊的思想意念 神都鑒察。所以親愛

的弟兄姊妹們， 神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神用祂的光把我們外邊在日光之下所行的、所做的都給我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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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搶劫的過程、說的話，都出來了，這叫倒片。

神要找我們在哪個節骨眼上、在哪個地方、在哪一天、哪個時

間裏犯了什麼錯， 神就倒片就行了，尋回已過的事。那過了的事，

你說的話、做的事、做的動作歷歷在目，你的言語就在那裏邊記錄

了，你怎麼狡辯呢？

所以我們再看底下怎麼說，第16節：「我又見日光之下（所

以又把這個光提出來了），在審判之處有奸惡，在公義之處也有奸

惡，我心裏說： 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因為在那裏（這個那裏應

當加一個『祂』，就是 神那裏，祂那裏），各樣事物、一切工作都

有定時。」各樣事物、一切工作都在時間裏給你記錄了，那個定時

的意思是記錄了， 神在一段一段的時光裏把我們一切的工作、各樣

的事物都給記錄下來了，這句話就是這個意思，為什麼呢？為在祂

那裏要審判，祂要審判人，祂審判人的時候，祂就藉著光，日光之

下就把我們記錄了。

我舉個例來說，有一次我講道，講到馬太福音第十二章36節：

「我又告訴你們：凡人所說的閒話，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

來。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為有罪。」這麼

一句話我就解釋說人犯罪有四種不當講的話：一種叫「謊話」，一

種叫「污穢的話」，一種叫「狂妄的話」，一種叫「閒話」，這四

種言語叫「非禮勿言」，不可以講，將來 神要審判，那個「閒話」

明明寫在這兒。主耶穌親自說當審判的時候，你所說的閒話必要

句句供出來。我就問一位老姊妹，我說：「老姊妹，你說過閒話沒

有？」她說：「說過。」我說：「你一輩子說的閒話有多少呢？」

她說：「太多了。」我說：「 神要讓你句句供出來，那怎麼辦呢？」

老太太笑了，說：「那還不好辦，我跟 神說我都忘了。」弟兄姊妹

你看這多輕快，這個回答多妙，並且她沒有撒謊啊，她說的都是實

話，真的都忘了。你想想看，我們這一輩子閒話連篇，張家長李家

短幾乎是每天都說、都有，你要怎麼記？因為閒話不當真，說過了

就忘了，可是 神沒有忘， 神怎麼辦？ 神給你記錄在卷，你忘了但

是你要句句供出來，在聖經裏有這麼一節聖經，說當我們在審判台

前的時候，凡人所說的閒話，必要句句供出來。這就是 神記錄的法

子，用「光」、用「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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