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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 ed Chinese “A Story of Hope”

人生有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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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該多好啊！
 如果這個世界是完美的，那該多好啊！

你想，如果沒有邪惡、沒有疾病、沒有自然災

害，那該多好啊！如果世界沒有戰爭，人人都

能和睦共處，沒有家庭糾紛，沒有社會衝突，

那該多好啊！如果我們不必為了衣、食、住、

行而煩惱，也不必擔心會失去工作，或沒能力

供養家庭，那該多好啊！

 可惜，這個世界一點都不完美。

 我們生活周遭實在有太多糟糕的事了。有

一些是天災，有一些則是人禍。我們生活在一

個充滿衝突和危機的世界裡，每天新聞所報導

的，盡是關于戰爭、貧窮、犯罪、疾病、自然

災害，以及經濟衰退等令人沮喪的消息。

 我們許多人的生活也面對困難，有人在破

碎的人際關係、疾病或成癮症中掙扎，也有些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

衝突和危機的世界裡，

每天新聞所報導的，

盡是關于戰爭、貧窮、

犯罪、疾病、自然災害，

以及經濟衰退等

令人沮喪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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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我們

最需要的就是

盼望。

人被現實的問題、巨大的責任和沉重的承諾

所壓垮。這讓我們不禁疑惑：到底這個世界

出了什么差錯？為什么生活是如此艱難？為

什么我活得這么辛苦呢？

 然而，我們知道情況不應該這么糟糕。

因為我們偶爾也會窺見生活周遭一些美好的

事物，我們看到人們享受和平，聽到人們過

着快樂無憂的生活，或者我們自己也嚐過幸

福的滋味。但這卻讓人更感到沮喪了，不是

嗎？知道情況可以更好，但我們的生活，我

們每天所看到的卻不是這樣。

 或許，這就是你會閱讀這本小冊子的原

因。說到底，我們最需要的就是盼望：我們

盼望能脫離困境，盼望找到解決我們所有問

題的答案，盼望未來的生活更加美好。

尋找盼望
 我也曾經和你一樣，但如今我已找到了

盼望，在此我希望能與你分享。雖然我要分

享的內容，能為你的生命帶來很大的轉變，

但你不需要現在就照單全收，即使你不贊同

我的看法，也不要馬上拒

絕，請耐心聽聽我的分

享，花一點時間思考。

 之前，我們曾疑惑：

到底這世界出了什么差

錯？有許多人認為，世界

的衰退敗壞是一個自然的進程，所有事物都

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惡化以致瓦解。因

為他們相信，宇宙是由大爆炸自然形成的，

人類的由來是一個自然演化過程。另外有些

人則認為，這世界是由一種神聖的力量或超

尋找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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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生物所創造，然后被賦予自我運作的能

力，能自行決定進程。

 但聖經對世界的形成，提供了一個不同的

解釋。聖經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它告訴我們

有位獨一無二的上帝存在，這位上帝創造了宇

宙、大地、所有的生物，以及我們人類。除了

世界的創造，聖經還告訴我們，這位創造萬物

的上帝期待與人建立關係。上帝在創造了人之

后，仍然看顧他們，時常和他們在一起。祂將

世上的第一對夫妻——亞當和夏娃，安置在一個

美麗的花園中，就是伊甸園。在那裡上帝預備

豐富的果子讓他們享用，讓他們在園中自由行

走，並經常與他們見面對話。

 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上帝創造我們，是要

與我們建立愛的關係。正如父母生育孩子，

是希望孩子常伴左右，上帝也喜歡我們常和

祂在一起。這也是為何上帝創造的我們，是具

聖經告訴我們，

有位獨一無二的上帝存在，

這位上帝創造了宇宙、大地、

所有的生物，以及我們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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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也賜給他

們自由，可以

決定是否要愛

祂。

有感覺和感情的，而且有愛的能力，也有被

愛的渴求，這些都反映了上帝自己的特質。

若想要切實地去愛，就必須做正確的事。因

此，上帝也賦予人類一種本能，知道遵行道

德和正義的行為，以反映祂是一位善良、聖

潔和公義的上帝。

 因為上帝是美好的，所以祂創造的世界

原本也是美好的，人與上帝、人與人之間都

有着美好的關係，沒有疾病，也沒有死亡。

 然而，后來所有的一切都出差錯了。

罪進入世界
 好父母都會愛自己的孩子，也希望孩子

能以愛來回應，不是出于責任，也不是出于

勉強。美好的親子關係，是雙方都願意彼此

相愛。然而，他們表達愛的方式並不同：父

母是以養育、保護和照顧，來表達對孩子的

愛；孩子則是以聽從父母的話，並做一些父

母喜悅的事，來表達他們對父母的愛。

 上帝也希望能與我

們有這樣的關係。當祂創

造亞當和夏娃時，祂將善

良的本質放在他們裡面，

然而更重要的，上帝也賜

給他們自由，可以決定是

否要愛祂。上帝希望他們

愛祂是出于自己的選擇。在亞當和夏娃所住

的伊甸園裡，他們面臨了選擇，這選擇和一

棵樹有關。那時候，上帝清楚吩咐亞當和夏

娃，除了這一棵樹以外，所有其他樹上的果

子他們都可以吃，上帝給了他們選擇權，要

順服或是悖逆上帝。

 很不幸的，他們選擇不順服創造他們

罪進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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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決定

不聽從上帝的

吩咐，吃那樹

上的果子時，

實際上是在挑

戰 上 帝 的 權

威。

的上帝。他們做了上帝唯一禁止他們的事，

吃了那棵樹的果子（一般認為是蘋果樹，但

是聖經並沒有這么說）。上帝早已警告過，

吃了那樹上的果子，他們就必定死，但是，

他們卻選擇了不順服。就這樣，亞當和夏

娃將罪帶進了世界。

 罪就是指「沒有達到標準」，沒達到上

帝的標準。當亞當和夏娃

聽從上帝的吩咐時，他們

是在討上帝喜悅。然而，

當他們決定不聽從上帝的

吩咐，吃那樹上的果子

時，實際上是在挑戰上帝

的權威。更糟的是，這個

決定不僅傷害他們自己，

也殃及人類的世世代代。

他們的后代子孫，也倣效他們的悖逆行為，

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毫不顧及上帝的標準。

當人類認為自己不需要為所做的行為向上帝

負責時，就會做出違反道德和正義的事。

 結果，人類就像不順服、不斷悖逆並遠

離父母的孩子，破壞了他們與上帝、與他人

的美好關係，他們逐漸遠離上帝。雖然上帝

仍然愛着人類，他們卻拒絕親近上帝。

 今天，我們與上帝及與他人的關係已經

破裂，我們也看見這樣的事實。我們失去了

愛、安全感與信任，落入了恐懼、憤怒、

仇恨和苦毒之中。我們看見，人們竭力地

反對上帝，反對各種形式的領導和權威，還

彼此以仇恨和暴力互相對待。

 這個吃了上帝所禁止的果子，不順服

的罪，還有一個后果，那就是死亡。上帝很

清楚地警告亞當和夏娃，吃了那樹上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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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定死。為什么？因為上帝知道，當他們

決定悖逆祂時，將會摧毀與祂之間美好的關

係，與祂這位賜永恆生命的源頭隔絕。他們

猶如電器的插頭從電源插座拔出一樣，沒有

連接電源，他們就失去力量。

 這裡的死是包括肉體和心靈的死亡，因

為我們的肉體已被罪玷污，身體也會朽壞，

最終將衰敗而死亡。而且上帝創造我們

時，讓我們成為有靈的活人，換言之，我

們有靈魂，但現在這靈魂將永遠與上帝隔

絕。因為悖逆和犯罪，我們無法回到那位聖

潔、公義和公平的上帝面前。正如上帝在伊

甸園向亞當和夏娃追究他們不順服的罪，我

們也同樣要為自己的罪負責任，這就是上帝

為人類所設定的律法或條規。

 上帝和人之間的關係被破壞了，也影響

到我們現今的生活。我們失去了方向，感到

這個吃了上帝所禁止的果子，

不順服的罪，還有一個后果，

那就是死亡。

罪進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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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和無助，許多人的生活沒有盼望。我們

可能無法充分意識到我們絕望的原因，但我

們會深深感到失落，這就是與上帝疏離的結

果。我們的生命顯得沒有目標，沒有意義，

是因為我們與生命的真正源頭隔絕了。

 這就是現今世界出的差錯。上帝所創造

的世界原本是完美的，但亞當和夏娃卻選擇

犯罪悖逆上帝，結果他們與上帝隔絕了，而

且要為他們的行為和態度負責。今天的我們

也是如此，我們拒絕上帝，並且不理會祂

完全的標準，也要面對自己錯誤行為的后

果。聖經為這種行為下了一個簡明的定論：

「因為人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

這是很明確的，「因為罪的工價就是死」（羅

馬書3章23節，6章23節）。

 這是否意味着我們注定永遠這樣呢？我

們可以做什么呢？

我們的生命顯得

沒有目標，

沒有意義，

是因為我們與生命

的真正源頭隔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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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當我們

願 意 行 善

時，也似乎

會有一股力

量，讓我們

傾向行惡。

解決問題
 自從人類首次悖逆遠離上帝后，我們就

一直努力要解決罪的問題，以及其造成的影

響。我們透過科學和醫藥，設法預防疾病並

延長生命；我們透過強制立法、宣導道德行

為，試圖維護社會的道德正義；我們努力防

範衝突和戰爭，並促進鄰里、社區和國際間

的和平與團結；我們藉着行善和遵守宗教教

條，力圖減輕罪惡感，並討好不同的神明。

 但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無法真的做

到，不是嗎？我們沒有能力避免疾病和死

亡，也無法阻止人們犯罪或免除戰爭，許多

人仍然找不到生命的意義，我們彷徨無助，

四處尋找愛和平安。

 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說到底，我們

的心已經被罪玷污了。即便再怎么努力，

我們都無法一直不犯錯。甚至當我們願意行

善時，也似乎會有一股力量，讓我們傾向行

惡。我們發現生氣和報復比饒恕和憐憫更容

易；我們也很自然地就順着

自己的私慾行事，把自己的

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先為

別人着想。

  怎么會這樣呢？原來，

罪惡的控制力有點像毒品成

癮，它會操控我們，驅使我

們持續地做惡，即使我們不

想做也無法抗拒。罪惡影響

我們的決定和行為，使我們

趨向行惡而非行善，導致我們更加容易去悖

逆上帝，而非順服上帝。

 這樣，我們當如何來改變我們的心呢？

當罪持續攔阻我們行善時，我們如何能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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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帝的美好關係呢？我們無法靠自己做

到，但是上帝能夠做到。

 上帝能夠，因為祂是創造主，祂掌管一

切。唯有上帝能除去我們所有的罪污，潔淨

我們的心，使我們與祂和好，恢復與祂和諧

的關係。唯有上帝能重建我們的心，使我們

不再受罪和死亡的轄制。既然祂能夠，那祂

願意那么做嗎？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上帝竟然願意恢

復與我們原有的美好關係。是的，即便人

如此不順服，並持續地悖逆上帝，祂仍然期

待與人和好。我們之前說過，上帝就像關愛

子女的父母，是的，即便這孩子離家出走，

並且不再認祂做父親，上帝對祂孩子的愛從

未停止。因祂是一位滿有憐憫的上帝，祂願

意饒恕我們，歡迎我們重回祂的懷抱。

 但是，這樣就有點問題了。我們都知

道，上帝是公義且聖潔的，對于我們的罪，

祂不可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后說：「沒

關係，我饒恕你了。」祂不可能為我們的

罪找借口，假裝什么也沒有發生過。如果

上帝就這樣掩蓋我們的罪，就違反了祂善良

且聖潔的本性了。

 所以這就陷入兩難的處境：上帝想要救

我們脫離罪的轄制，但祂卻是一位公義、聖

潔的上帝，不能輕易免去我們因錯誤的行為

和態度所應承擔的刑罰。于是，祂為我們提

供了一個解決方法。

免除死亡
 假設把我們因犯罪所需面對的刑罰，比

喻為我們欠上帝的債務。（當然實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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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加嚴重，但這樣的比喻，幫助我們容易

說明。）然而我們罪惡的本性，使我們無法

自己償還這筆巨大的債務。

 于是，上帝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決方

法。雖然祂設定的律法，人必須為自己所犯

的罪負責，但祂也允許有人代替我們償還

罪債。然而，這個人本身必須沒有欠任何罪

債，換句話說，這個人必須沒有犯罪。

 因為這樣，上帝就差遣祂的愛子耶穌基

督來付清這罪債。祂代替我們償還罪債，讓

我們可以免除死亡的刑罰。2000多年前，耶
穌來到世上，成為我們人的樣式。過后，祂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十字架是執行死刑的

殘酷刑具，祂死后還被埋在墓穴裡。

 耶穌能替我們償還罪債，因為祂是

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身為上帝的兒

免除死亡

耶穌代替我們償還罪債，

讓我們可以免除死亡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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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祂是良善且完全的，因此祂是聖潔無罪

的。同時，祂是以人的身分受死，祂可以完

全代替我們人類接受刑罰。聖經如此描述耶

穌：「基督替我們受了咒詛，就救贖我們脫

離了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着：『凡掛在

木頭上的，都是受咒詛的。』」（加拉太書3
章13節）

 既然耶穌死了，看來祂似乎也無法逃避

罪惡的后果，因為罪的代價就是死。那祂如

何能救我們脫離律法的詛咒或刑罰呢？

 然而，耶穌在死后的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了。在祂回到天上之前，有數百人親眼看到

祂顯現在他們面前。祂的復活，顯明祂有

能力扭轉罪所帶來的后果：罪將死亡帶給

人，但耶穌卻勝過了死亡。這表明祂為我

們受死，替我們償還罪債的舉動，已經被上

帝接納了。

 你或許會問：「這又與我有什么關係

呢？」聖經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相信耶

穌是為我受死，就是接受了耶穌所賜予的

赦罪方法，那么我們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了，並能與上帝和好。因為我們不再有罪，

就可以享受與上帝完美的關係，如同祂起初

創造我們時一般。

 更重要的，這樣的關係可以持續到永

久。雖然我們身體仍然會死，但這死亡無

法將我們與上帝隔離。

 這就是我們所能得着的盼望，如果我們

相信耶穌來到世上，受死並且復活；如果我

們承認祂是拯救我們的主，是我們生命的主

宰。聖經這樣說：「上帝愛世人，甚至把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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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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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上帝的救恩
 上帝不僅良善和慈愛，也樂意施恩。這

意味着，當我們接受耶穌為我們償還罪債的

時候，是沒有附帶條件或要求的。你不必成

為「好人」，也不必靠自己的努力來賺取救

恩，你只需要信靠上帝會拯救你。你所要做

的，就是向上帝承認自己有罪，並需要祂

的饒恕，相信耶穌來到世上為你受死，讓你

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算為無罪，然后接受祂為

你的救贖主和生命的主，就是如此簡單！

 上帝的救恩就猶如一份禮物白白地送給

你，但是你必須承認這位賜救恩的上帝，並

且慎重地接受這禮物。

 聖經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

信上帝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就必得救。」（羅

馬書10章9節）

相信耶穌來到世上

為你受死，讓你可以在

上帝面前被算為無罪，

然后接受祂為

你的救贖主

和生命的主。

接受上帝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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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我有什么意義？
 在你決定是否要接受上帝的救恩之前，

你或許會問：接受了會怎么樣？

 當你接受耶穌為救主時，會有奇妙的

轉變。

 首先，你的罪將得到上帝的赦免。耶穌

為你償還了罪債，使你與上帝和好，如此你

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接納。更重要的，上帝承

諾使你成為祂的兒女。現在你可以坦然地來

到祂面前，就像亞當和夏娃當時在伊甸園一

樣。這就像一個孩子可以完全相信父母會慈

愛地接納他，你也可以完全相信上帝愛你。

無論你過去做過什么，有多少缺點，祂都會

接納你，因為耶穌的死，已付清你所有的罪

債。與此同時，祂也會幫助你改變，並學習

以祂聖潔的標準來生活。

你的罪將得到

上帝的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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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都表明

了一件事，你

將擁有盼望。

你的人生不再

是沒有目標、

沒有意義。

 我們與上帝的這種關

係將持續到永久，甚至到

我們離世之后。這表示你

再也不需要懼怕死亡，因

為我們的身體死亡之后，

將可以直接和上帝同住，

就是在那完美的天堂。

 聖經也告訴我們，有

一天耶穌將會再來。到那

時候，我們的身體也將要

像耶穌一樣復活，而且是完美無瑕的。因為

祂應許要拯救我們整個人，而非僅是靈魂。

 實際上，當你接受耶穌時，你與上帝

的關係在今生就已經開始了。成為基督徒並

不意味着你所有的問題將立刻消失。你仍然

要面對日常生活的挑戰，以及這破碎、罪惡

的世界所帶來的種種掙扎。然而，現在的你

已不一樣了：你有上帝與你一起面對這些挑

戰，祂應許在你心中與你同在。你可以隨時

隨地尋求祂的幫助，祂必在你生命的旅程

中陪伴你、鼓勵你、提醒你，給你能力，

並且幫助你成為祂所喜悅的人。現在，你

凡事都可以倚靠這位創造世界，並掌管一切

的上帝。

 這一切都表明了一件事，你將擁有盼

望。你的人生不再是沒有目標、沒有意義；

相反的，你將活得有保障、有目標，而且擁

有上帝所應許的永生。

這對我有什么意義？



16 人生有盼望

跨出第一步 >



17

你準備要接受耶穌了嗎？
 若是如此，你可以找個安靜的地方，親自告訴上帝，你想接受祂藉着耶穌所賜下的救恩，

並且相信耶穌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復活了，你已決定要接受祂成為你的救主。上帝正在傾

聽，你可以把這些話告訴祂，祂就在你身邊。若是可能，你可以找一位基督徒朋友為你禱

告，他也能當你的見證人。

 你可以用自己的話向上帝禱告，或藉着以下的這段文字幫助你禱告，文字詞句僅是一個引

導，重要的是真心誠意，因為上帝最看重的是你的心。

上帝啊！我知道我是個罪人，因為我得罪了禰。

我相信耶穌是禰的獨生子，

祂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並從死裡復活。

現在我願意接受耶穌成為我的救主，

求禰赦免我所有的罪，並賜給我永遠的生命，

幫助我學習跟隨耶穌，過討禰喜悅的生活。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跨出第一步



18 人生有盼望

 下一個步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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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上面的禱告之后，接下來你可以過着有上帝同在的新生活，越來越認識祂，與祂越來

越親近。或者，你仍在考慮是否要相信耶穌，沒關係，我們鼓勵你多認識上帝和耶穌，在你認

為適當的時間才做決定。

 以下的這些建議，可以幫助你更認識上帝，與祂更親近。

開始禱告。你可以與上帝說話，祂始終在傾聽。作為上帝的兒女，你可以向祂傾訴
你的困難、害怕和需要，分享你的憂慮和喜樂。若你還沒接受祂，也可以求祂幫助你

認識祂。

開始讀聖經。聖經是上帝賜給世人的信息，裡面包含一切上帝告訴我們的事，包
括祂的救恩計劃，以及我們作為蒙恩兒女所該有的生活方式。然而，要理解聖經，你

或許需要一些幫助，你可以詢問基督徒朋友，如何開始研讀聖經。

開始參加教會。你可以參加教會，就是有同樣信仰和盼望的基督徒群體。與大家
一起敬拜上帝、更認識耶穌，也彼此鼓勵。若你還沒有接受耶穌，也可以在這基督徒

的大家庭裡，慢慢認識這位救主。現在就請一位基督徒朋友帶你去教會吧！

下一個步驟



我希望得到更多相關的材料。

請將相關的屬靈材料寄給我，幫助我認識耶穌基督，讓我可以閱讀。	

此欄只適用於為自己索閱，請不要為其他人索取材料。

請提供下列資料。我們將尊重你的隱私，你的所有資料將會被保密。	 	 			*可選擇提供

姓名:		 	 	 	 	 	 	 性別(M/F):

地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出生日期(DD/MM/YY)*:			 	 		職業*:		 	 	 	

所屬教會*:

請將表格寄到你鄰近的靈命日糧事工辦公室。（地址請見下一頁）

AW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