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柏滔弟兄

掌握人生
传1:2-3,12:1,9



• 1岁闪亮登场.
• 10岁天天向上.
• 20岁远大理想.
• 30岁基本定向.
• 40岁发奋图强.
• 50岁处处吃香.
• 60岁告老还乡.
• 70岁打打麻将.
• 80岁晒晒太阳.
• 90岁躺在床上.
• 100岁挂在墙上



• 传 1:2-3

•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  
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  
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  
呢？





阿寶是一隻圓滾滾，笨手笨腳的熊貓

龟仙人桃树下教导熊宝宝，说了句著名
 的英语谚语：

Yesterday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Present. 

昨天是歷史，
明天是神祕：
但是，今天是現在，
因此，它被稱為禮物

熊宝宝征服貪吃和笨手笨腳,  成為神龍大
 俠, 因他珍惜現在!



掌握人生:

I.昨天是歷史,
 

Yesterday is a history, 要知道今天如何
 活, 必須先明白過去的昨天:

•传 12:1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

 的主.

REMEMBRANCE就是记念反省

约书亚在经历神分开约但河的神蹟后, 吩咐以色列人
 在河边立石为記 (书4:7)

A.
 

要記念神是我的創造主： 我需要愛神, 用我一生
 榮耀祂



A. 要記念神是我的創造
 

主： 我需要愛神, 用我一
 

生榮耀祂
William Wilberforce, 
英國廢除販賣奴隸運動的

 
領導者

“神給我兩個巨大使命，1. 廢除  
奴隸販賣,  2.  改革社会道德”



I.
 

昨天是歷史, Yesterday is a history, 要知道今天如何活, 必須
 先明白過去的昨天:

A.要記念神是我的創造主: 我需要愛神, 用我一生榮耀祂.

B.  要
 

記念神是我的救贖主: 我是一亇被拯救, 新造的人: 我需
 要宣揚他的救贖.

• 林后 5:17-19

•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的了。

• 一切都是出于
 

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
 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 这就是
 

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
 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掌握人生:
II.明天是隱祕

 
Tomorrow is mystery：

 
操練信心,  仰望應

 許。

A.我往那裡去：憑應許仰望
 

永久歸宿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
 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
 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
 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约 14:2-3)



II.明天是隱祕
 

Tomorrow is mystery：
 

操練信心,  仰
 

望應許。

A.我往那裡去: 憑應許仰望
 

永久歸宿

•提後1:12

•惟我深知，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祂必定能
 夠，

•保守我所交付祂的，都全備直到那日。.

這經文譜成 詩歌:

B.  我要做什麼: 憑信心遵從步步引領



掌握人生:
III.今天(現在) 是一件禮物.Today is a present:  珍惜時間, 掌握機会
• 想知道一整年的价值
• 就去问因不及格而不能升级的学生
• 想知道一个月的价值
• 就去问曾经早产的母亲
• 想知道一个礼拜的价值
• 就去问周报的编辑
• 想知道一个小时的价值
• 就去问等待见面的情侣
• 想知道一分钟的价值
• 就去问刚错过火车的人
• 想知道一秒钟的价值
• 就去问刚闪过一场车祸的人
• 想知道百分之一秒的价值
• 就去问奥运会银牌的得主



掌握人生:

III.今天(現在) 是一件禮物.

Today is a present:  珍惜時間, 掌握  
機会

1.数算自己的日子Count our days:

诗 90:12說: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  
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A.

 
珍惜時間:

1.数算自己的日子Count our days:

以70岁的划算, 

站立, 30年

睡、卧, 23年,

坐, 17年,

走路, 16年

劳动, 10-12年, 

在饭桌, 6年, 

用在等车, 3--6年, 

交谈, 2年,

看电视, 6年, 

用天数计算的有: 

笑, 623天; 做饭, 560天; 感冒, 500天; 各种社交活动, 375天;  书信来

 往,305天

 
;书报阅览, 250天;打电话180天; 在穿戴打扮, 男, 177天;女, 531

 天; 刮胡子, 140天; 洗澡: 男,117天；女, 531天,

 
刷牙, 92天; 流泪, 50天; 

看钟表时间; 3天.



A.  珍惜時間:

1.数算自己的日子Count our days:

2. 明白上主的旨意
弗 5:16‐17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  

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  
的旨意如何。



B.  Opportunities: 掌握機会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  
为现今的机会吗？” 斯 4:13



IV.  Conclusion: 結論

• 传 12:9

• 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  
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  
又考查，又陈说许多箴言。



默想, 考查,  教训众人

张伯苓

“我信基督教的原因，就是发生于
 

我的爱国心。”

創辦南開大学, 奥运先锋



• 講題:  掌握人生:

I. 昨天是歷史Yesterday is History: 

A. 要記念神是我的創造主： 我需要愛神, 用我一生榮耀祂

B. 要

 
記念神是我的救贖主： 我需要宣揚他的救贖.

II. 明天是隱祕

 
Tomorrow is mystery：

 
操練信心,  仰望應許。

A.  我往那裡去: 憑應許仰望永久歸宿

B.  我要做什麼:

 
憑信心遵從步步引領

III. 今天(現在) 是禮物.Today is a present:  

A. 珍惜時間:

1.   数算自己的日子:

2.   明白上主的旨意

B.  掌握機会

IV.  结论: 默想, 考查,  教训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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