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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
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
喜；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
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20照著我所切慕、
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
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21因我
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22但我在肉身活
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
。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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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
更是要緊的。 25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
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
長進又喜樂， 26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
再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



一、保羅對人生前路的把握



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
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
且還要歡喜；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
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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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羅的人生哲學



20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
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
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二、保羅的人生哲學

1. 活著－－就是基督

2. 死了－－就得著

3. 活著－－成就工作的果子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22 但
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
知道該挑選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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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走著卻困在原地，

多少人活著卻如同死去；

多少人愛著卻好似分離，

多少人笑著卻滿含淚滴。



誰知道我們該去向何處？

誰明白生命已變為何物？

是否找個藉口繼續苟活；

或是展翅高飛保持憤怒？

我該如何存在？



多少次榮耀卻感覺屈辱，

多少次狂喜卻倍受痛楚；

多少次幸福卻心如刀絞，

多少次燦爛卻失魂落魄。



誰知道我們該夢歸何處？

誰明白尊嚴已淪為何物？

是否找個理由隨波逐流；

或是勇敢前行掙脫牢籠？

我該如何存在？















二、保羅的人生哲學

1. 活著－－就是基督

2. 死了－－就得著

3. 活著－－成就工作的果子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22 但
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
知道該挑選甚麼。



三、保羅的兩難

1.離世與基督同在－－好得無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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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
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離
世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ἀνάλυσις
analysis）的時候到了」(提後四6) 

動詞（ἀναλύω analyō ) 
「回來」（路十二36）、「離世」（腓一23 ）

1.可形容解開手銬、腳鐐、或動物頸項上
的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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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形容解開手銬、腳鐐、或動物頸項上
的軛

啓示錄十四13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從今以後，在
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
「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做工的
果效也隨著他們。」



離
世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ἀνάλυσις
analysis）的時候到了」(提後四6) 

動詞（ἀναλύω analyō ) 
「回來」（路十二36）、「離世」（腓一23 ）

2. 作軍事術語用，指士兵鬆開繩索，拆卸
帳棚，拔營起行

哥林多後書五1－2

我們原知道，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
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得
房屋。我們在這帳棚裡嘆息，深想得那從
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離
世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ἀνάλυσις
analysis）的時候到了」(提後四6) 

動詞（ἀναλύω analyō ) 
「回來」（路十二36）、「離世」（腓一23 ）

3. 作航海術語，指鬆開停泊船隻的纜繩，
將錨拉起，揚帆啟航。不過，這不是出
航，而是返航。





離
世

越過沙洲 Crossing the Bar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 ）

日落，晚星乍現，

耳聞一清晰聲音呼喚！

當我出海航行之際，

但願沙洲不再嗚咽。

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lear call for me! 
And may there be no moaning of the bar, 

When I put out to sea, 



離
世

但潮水流動，如沉睡般寂靜，

漲得太滿，故無濤聲泡沫，

湧自無垠的深淵

又回到原處。

But such a tide as moving seems asleep, 

Too full for sound or foam, 
When that which drew from out the 
boundless deep 
Turns again home.  



離
世

薄暮時分，晚鐘響起，
此後是黑夜籠罩！
當我揚帆啟碇之際，
但願不見送別的傷悲。

Twilight and evening bell, 
And after that the dark! 
And may there be no sadness of farewell; 
When I embark;  



離
世

因為潮水雖然可能帶我遠去
越過時空界限；
在我越過沙洲之後，
盼望見我「舵手」面對面。

For tho' from out our bourne of Time and 
Place 
The flood may bear me far, 
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sed the bar.   



「我現在在這兒，除此一無所知，除此一無

所能。我的小船沒有舵，只能隨著吹在死亡

最底層的風行駛。」

卡夫卡 ( Franz Kafka, 1883-1924)，

《猎人格拉库斯》（The Hunter Gracchus）

“I am here. I don’t know any more than that.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do. My boat is without a helm—it journeys with the 

wind which blows in the deepest regions of death.



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

「不要為我得醫治禱告，

要為我預備好迎接這榮耀

而禱告。」

“Don’t pray for my healing,
pray that I will be ready 

for this glory.”

R. T. Kendall, In Pursuit of His Glory, 37



三、保羅的兩難

1.離世與基督同在－－好得無比

2.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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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
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四、保羅的選擇

25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
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
又喜樂， 26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
再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



——史坦貝克著，邱慧璋譯，《伊甸園東》
（遠景，1979），581頁

在惶惑中我卻肯定，人在他們的弱點的最深
處之下，是願意趨善的，被人愛的。事實上
他們的罪惡多數是試圖獲得愛情的一個捷徑。
一個人臨終時，不管他的才幹、勢力、稟賦
如何，如果他不受人愛而死去，他的生命對
他一定是失敗的，而且他的死亡是恐怖的，
在我看來似乎你我必須在兩種思想或行動中
選擇一項時，我們必須記得我們的死，然後
存此心生活，使得我們的死不帶給世界歡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