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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
，我该作甚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

19 耶稣对他说：「你为甚么称我是良
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
善的。

20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
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路加福音 18:18-23



21 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

22 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
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
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
跟从我。」

23 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
富足。

路加福音 18: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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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財主的盲點：
得永生？進神國？



信耶穌上天堂？

• 希伯來書 9:24 

「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
，乃是進了天堂 …」
(He entered heaven itself …. )

• 彼得前書 3:22

「耶穌已經進入天堂 … 」
(who has gone into heaven …. )



信耶穌得永生
• 約翰福音 3:16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but have eternal life)

• 約翰福音 3: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
生」
(….  have eternal life …. will not see life)



馬太福音
19:16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我該做甚麼

善事才能得永生？」
19:17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

一位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
命。」

19:18 他說：「甚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
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

19:19 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19:20 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

麼呢？」
19:21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

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
來跟從我。」



19:22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
為他的產業很多。

19:23 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
天國是難的。

19:24 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
神的國還容易呢！」

19:25 門徒聽見這話，就希奇得很，說：「這樣誰
能得救呢？」

19:26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

19:27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
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



19:28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
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
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
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19:29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
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
倍，並且承受永生。



窮算命，富燒香



• 利未記 18:5

「所以，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
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我是耶和華. 」

• 永生：聖經中常常用「生命」作同義字

• 約翰福音 10:10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原文作羊）

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 進神國 = 進天國

• 得永生 = 進入永生

• 得救 = 脫離滅亡、敗壞、痛苦、疾病 …
包括了得永生，進神國



• 甚麼是死亡？

• 靈魂是不滅的，永遠存在，住在人的
身體裡。

• 靈魂的暫時離開：「死亡」。聖經稱為
「睡了」。

• 靈魂是「真正的我」。

• 第二次的死：活著在地獄中永遠受苦，
又叫滅亡。



啟示錄
20: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

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
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
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
受審判。

20: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
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
行的受審判。

20: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
就是第二次的死。



甚麼是生命 / 存在？

生命 / 存在的三個向度：

I. 外在環境：今生暫時活在地上。將來可
能在天上，也可能在地獄。

II.  時間的長度：雖地上的壽年各人不同，
但活在天上或者活在地獄，皆是帶著有
形的身體永永遠遠活著。

III. 生命的狀態或內涵、素質。



生命的狀態 (State)：
• 在光明中：平安，穩妥，幸福，滿足，喜樂，

安寧，溫馨 …
• 在黑暗中：懼怕，不安，愁憂，煩擾，傷痛，

憤怒，怨毒 …

生命的內涵或素質、品格
(Quality, Character) ：

• 光明：仁愛，恩慈，公義，聖潔，良善，誠實
，正直，謙卑，寬大，慷慨 …

• 黑暗：邪惡，詭詐，驕傲，自義，謊言，強暴
，姦淫，貪婪 …



• 永生就是「與神連上關係」
（約翰福音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
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 認識、知道 Know：遠超過客觀的「知
道、認識」，是
一種基於信仰的
親密關係，是一
種生命的連結。



• 永生是一條道路：
（馬太福音 7:13-14）
（耶穌說）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
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
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 滅亡：原文的同義字有「失喪、迷失
、損壞、糟蹋、枉費、、」



• 永生的起點：重生



活在罪中 靈魂得救：得永生

進窄門、走小路

身體得贖：享永生

永 生 三 階 段

(結局：永遠滅亡)



財主的盲點：為何美夢破滅？
• 他追求的永生，不是神要給他的永生。

1. 神賜永生的目的，是要我們進入祂
永遠的國：天國 / 神的國。

2. 哥林多前書 15:50「弟兄們，我告
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 神的
國。」

3. 羅馬書 8:6-7「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原來體
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



• 他妄想靠善行得永生：
1.  第一條誡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

別的神。
2.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馬太福音

6:24）
3. 第十條誡命：不可貪婪。
4. 最大的誡命：盡心、盡性、盡意、盡

力、愛主你的神。

• 唯有信靠神才能得永生：
（加拉太書 3:24）「這樣，律法是我們訓
蒙的師父，引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因信
稱義。」



• 天國（Kingdom of Heavens）

新約中提及：38次

• 神的國（Kingdom of God）

新約中提及46次

• 神國（Kingdom of God）

新約中提及22次



• （依據字根）：王位、王權、王國。

• 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神的統治權在，
神的國即已存在。

• 神創造人的心願：要人管理祂所造的一切。

• 在聖經中「國度」的觀念主要都是指神活
潑有力的統治，而不是指空間，它不是一
個有地理疆界的王國。 ---- D.A. Carson



持定永生：Take hold of the eternal life

（提摩太前書 6:11）

「但你這屬 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
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你
要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