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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講   永遠的生命 

福音就是永遠的生命

我們看約翰一書第一章1至4節，要從這裏說明福音的內容。

聖經裏講的福音， 神應許我們的一個好消息，就是生命之道，也

就是詩篇第一百三十三篇3節所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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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福音，聖經裏所提到的福音叫做「生命之道」。約翰一書使徒

約翰把這個解釋得非常清楚，他說：「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

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然後他

就說，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他說所看見、所聽見、所摸過的就是

這個生命，這個生命已經顯現出來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

證，「將原與父同在」，那麼這個生命原來在哪里呢？在永生 神那

裏，原與父同在。

「道」就是 神的發表

這個生命也叫「道」，所以「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

不是藉著祂造的，生命在祂裏頭」。這跟約翰福音第一章中約翰所

說的是互相配合的，也是互相解釋的。「太初的道」就是「生命的

道」，因為生命在祂裏頭。其實說到太初的道，太初發表出來的那

個道，「道」就是 神的發表，太初 神發表的時候，不只生命在祂

裏頭，智慧、能力、愛、知識都在祂裏邊，所以也叫「子」，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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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力、愛、知識和一切所有的， 神一切本性的豐盛都有形有

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可是約翰是特別「見證這個生命」，這是根

據錫安山福音的應許，這我們就懂了。

永遠的生命在「種子」裏面

他說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就是 神應許給人的那個永遠的生

命顯明出來了，祂是原與父同在，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在舊

約， 神應許給人的命定的福氣就是永遠的生命。永遠的生命現在來

到地上，就是那個太初的道，生命在祂裏頭，所以也稱為生命的

道，祂顯現出來，祂把這個生命表明出來，我想我這樣解釋，對聖

經前後我們就都通了，都能明白了。所以耶穌基督祂就是 神所應許

給我們的那個永遠的生命，祂以一個道的形式發表，這個生命在這

個道裏邊，道把生命發表出來，那麼道成了肉身。

祂又是種子，所以道是種子。我們讀路加福音第八章11節：

「這比喻乃是這樣：種子就是 神的道」。我們讀約翰一書第三章9

節：「凡從 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為 神的道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

犯罪」。所以凡從 神生的就可以不犯罪，因為道存在他心裏，那個

「道」小字寫什麼呢？寫「種」。所以我們接受了道就是接受了 神

的種子。彼得前書第一章23節說：「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

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 神活潑常存的道」。所以

這個道 就是「生命的 種子」，因為生命在祂裏頭，祂是 神把這個

「生命」帶來了，發表出來了，所以叫「道」。我這樣解釋是聖經

的正確解釋，我們就前後都能貫通了，都能明白了。

穌是父懷裏的獨生子，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太初就

有這個「道」從 神裏出來，是首生的。

所以在箴言書第八章22節說：「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

創 造萬物 之先 就有 了我。」所 以 就證明了耶穌就 是那個太初的

「道」，祂從 神裏面被發表，祂以「子」的形態，這是一種相對

的說法，因為「子是從父出來的」，父是那個老根，子是父生出來

的，所以祂叫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就是宇宙萬有什麼都沒

有的時候，子就出來了。

子就是父的發表

子為什麼從父出來了呢？就是 神要發表，因為 神是「自隱」

的， 神是看不見的， 神是靈， 神是大， 神是能量的總源頭。所

以，人沒有法子看見祂，如何看見 神呢， 神必須自我發表，要把

自己發表出來。發表出來的方法就是生一個子，這個子就是 神的發

表，自我發表，所以也叫做「道」。道，「Logos」的意思就是發

表，所以 神藉著道把自己發表，道就是 神，道與 神同在，可是這

一發表，就把 神的能力、智慧、生命、愛、知識，一切所有的都發

表出來了，這一發表，就創造了諸天宇宙萬有。

所以子是父的發表，所以祂叫道，道是把 神一切的內容發表出

來的一個總說明，所以萬物都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

是藉著祂造的。「生命在祂裏頭」，這是約翰的見證，特別注重在

這個「生命」，所以說這生命已經顯明出來，我們也看見過，道成

肉身，來到地上了，祂是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祂裏邊當然還有



40    聖經要道略解第二集 第 5 講   永遠的生命    41

我們舉個例說吧，一棵桃樹，非常豐盛，有各樣的營養素，有

果糖，有荷爾蒙，還有桃膠，桃樹裏邊有豐富的內容，但是它怎麼

樣發表呢？怎麼樣把它裏頭一切的豐盛都發表出來呢？按照生命

的規律很簡單，它結子，它結桃子，這個桃子就帶著它一切生命的

內容。假如桃子是桃樹生命的流露，是桃樹一切豐盛的流露，就對

了。所 以耶穌就是 神的子，按照生命來說，我們的常識也告訴我

們，一切的生物的「生命的流露」都藉著子，麥子結的叫麥子，稻

子結的叫稻子，杏樹結的叫杏子，人結的叫人子，都是「子」。這

是很通常的一個常識，可是用在 神身上， 神結的就叫祂「子」，

神一切的豐盛都在子裏邊。

所以歌羅西書第一章19節說：「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裏面

居住」。祂是誰呢？就是15節說的，說「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

像」。「像」這個字的翻譯有四個，也可以翻譯成「發表」，譬如

一個人要發表他自己，除了要發表他的言論、思想，比如證件，還

要加個照片，這個照片就是把 神發表出來，耶穌就是「 神的像」。

也可以翻譯成「發表」， 神的內容藉著「子」發表。

無窮之生命的大能

所以我們必須懂得聖經這些論述，我們再查考聖經，讀起來就

非常非常容易。那麼 神是永生的 神，永遠的生命在 神那裏，祂這

個永遠的生命放在一個「子」裏被發表出來，這個就叫「生命的

道」，所以約翰一書一直講這個故事。生命的道是可以講的，可以

傳的，那時彼得在獄中直接受到 神的命令，在使徒行傳第五章19至

20節，天使把彼得他們從監獄裏放出來，說：「你們去站在殿裏，

「種子」即是耶穌基督

那麼信耶穌是什麼呢？信耶穌就是接受 神所發表的道。所以我

們要聽道，要信道，要接受這個道，這個生命種子就種在我們心裏

了，所以道是「種子」 ，我們一信耶穌，我們就把 神「生命的種

子」接受到我們裏頭來了，這個就叫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為什麼

用「起初」呢？因為一切的生命都是由這個道發表以後才有的。因為

生命在 神裏面，可是 神要把祂的生命釋放出來必須要發表，發表

就是道。就是耶穌基督、諸天宇宙萬有和一切有生命的，都是藉著祂

的這一個發表才有了生命，所以祂叫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等後來

這個道成了肉身來到地上了，就被約翰聽見，因為這個道會說話。

耶穌道成肉身以後講了很多的話，說：「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生命在我，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他聽見了，但是

他不懂，等到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 他才恍然大悟，他才知道這個就

是那個生命的道，生命藉著道發表了，其實「天地萬物、諸天宇宙

萬有」都是藉著 神的道發表出來，把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神的

生命、 神的愛、 神的知識、 神一切的豐盛都發表了，才產生這個

宇宙萬物。所以太初有道，太初有個發表， 神把祂的內容藉著發表

都顯明出來了，這一發表就創造了諸天宇宙萬有。

我們也附帶把約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

是 神。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造的」這個真理給大家

說明。我們藉此就明白耶穌就是太初那個發表的道，祂是一個子的

形狀被發表出來的，所以祂是父懷裏的獨生子，祂帶著 神一切的豐

盛。所以耶穌說：「父有什麼，在子裏也有什麼。因為 神要發表祂

的內容，祂把所有的內容都放在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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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約翰摸，不是

為了醫病，約翰摸，是為了證實耶穌已從死裏復活，祂是那個不能

壞的生命。所以約翰摸了以後他說：「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了」。他

說這個不得了，他說 神答應我們的已經來了。到了第五章他就解釋

了，他 說「這見證就是 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這個永遠的生

命， 神放在什麼地方呢？放在祂兒子裏邊。「這永遠的生命也是在

祂兒子裏面」，「兒子」不如翻譯成「種子」，在種子裏邊。人有

了這個種子，就有生命，就有永遠的生命。沒有這個種子就沒有。

所以信耶穌得到永遠的生命，這就是詩篇第一百三十三篇3節 神應

許給我們的「命定的福」。我們若信耶穌，你一信祂，這個生命就

來了，就進到你裏邊來。「所以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永遠的生

命，沒有 神的兒子就沒有永遠的生命」。

約翰還寫給我們，說「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 神兒子之名

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遠的生命」。多清楚啊！親愛的弟兄

姊妹們，還有聽道的朋友們，你聽的道現在叫做「從起初原有的生

命之道」。當永生 神創造諸天宇宙萬有的時候，注入生命，就是因

為這個道的發表，把永生 神裏邊的生命發表出來，所以諸天宇宙萬

有才有這麼多的生命。生物、活的東西都是藉著這個道發表的，可

是「永遠的生命」是耶穌第二次來，因為第一次創造了這些生命，

但這些生命走向死亡了，這個走向死亡是因為魔鬼的破壞，人沒有

得到永遠的生命，結果人就死在罪中，罪把人給帶入死亡。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為救贖人類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祂先藉著「永遠的生命」為人除罪，除

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們聽」。生命之道是可以講的，所以約

翰說「論 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的，所以也

是可以聽的。

但是生命之道，道成肉身來到地上，還可以看的。祂道成肉身

以後，生命在祂裏頭。而且祂還是可以摸的，但是這個摸就有幾種

說法，我特別要介紹，譬如那個血漏的婦人，有了十二年的血漏，

惡性貧血，她一摸耶穌，耶穌身上就有無窮生命的大能，釋放出來

了，就把她醫好了，這是「生命之道」一摸，摸到了就產生一種

「生命的能量」，就使人得醫治了。

所以我告訴弟兄姊妹們，我們若有信心，你若接觸到耶穌，你

照樣可以得到「生命的能力」。兄弟我就多次摸到耶穌，所以就得

了醫治。因為生命在祂裏頭，有「無窮之生命的大能」，在希伯來

書第七章16節說：「祂成為祭司（耶穌道成肉身來到地上，成為祭

司），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乃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

耶穌那裏邊有無窮之生命的大能，因為祂是太初的道，祂是

神，「生命的種子」。永遠的生命在祂裏頭，這個生命的力量叫無

窮的，也叫永遠的，也叫不能朽壞、不能敗壞的。所以你一摸到，

這個能力就出來了，這就是我們經歷的。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

等到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又給門徒摸了祂復活的身體，耶穌

叫門徒們過來，然後對他們說：「你們伸過指頭來摸一摸」，所以

他們就都過來摸，摸主耶穌基督有釘痕的身體和手，約翰說的那個



44    聖經要道略解第二集 第 5 講   永遠的生命    45

畫等來引誘人用眼睛去看，現在不只，現在的電腦更千奇百怪，模

擬動畫，小孩、大人一天眼睛就不離開那個電腦，就要看這些東

西，其實都是虛擬的，好多東西都是勾引人犯罪的。

所以我們要明白這個靈活了以後，一個基督徒還要打仗。約翰

一書就是講這些事，教我們怎麼樣能夠在生命中得勝，這一些都叫

生命之道。我們要一步一步地把這些查清楚，這個福音才算正確地

在我們身上發生功用。

罪包括兩個，第一個就是贖罪，第二個是救，救我們不再被罪捆

綁，所以叫救贖主。救是「天天的救」，贖是「一次的贖」。所以

耶穌把我們的罪先解決，用什麼呢？用永遠的生命。所以永遠的生

命來贖罪，然後永遠的生命進到我們裏頭來，使我們有一個能力，

叫做「無窮之生命的大能」。不能壞的生命，不朽壞、不敗壞，讓我

們能夠抗拒一切罪的誘惑，所以這叫 神的救贖，這就叫「福音」。

當人類活在世界上，活在罪裏，活在死裏，敗壞、強暴、血

氣，這個耶穌基督的生命一進來，統統都解決了，這叫完全的救

恩。耶穌基督的生命一進來，我們的靈就活了，因為這個生命是個

屬靈的，這個靈就跟 神重新接通了， 神的靈就活在我們這個血氣

的身體裏。

靠  神與罪爭戰

不過以後我們還要說這個「生命之道」，有的時候人還需要與

罪打仗，這個靈要與這個血氣爭戰，要打仗，這是基督徒必有的

經歷，所以還有一番爭戰。你是體貼靈還是體貼肉體呢？你這一生

之中要有許多的經歷，這就是聖經裏面後續生命之道裏頭的指導原

則。告訴我們怎麼樣活在這個生命裏頭，然後怎麼樣抵擋這個肉體

所發動的這些罪惡。

還有，魔鬼是這世界的王，它還在這個世界裏頭積極地佈置，

越來越引誘人，越來越吸引人，「讓人放縱肉體的私欲，隨著心中

所喜好的行」，讓人有「眼目的情欲」。你看現在世界上用眼睛看

的東西花樣多得不得了，以前只是電影、電視、一些話劇、一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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