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瞥永恆 A Glimpse of Eternitythe story of Ian McCormack 麥以恩牧師的故事
故事的開始
1982 年我自助旅行到南亞洲, 南非兩年, 而在印度洋的有一小島 Mauritius, 我住
了一些時候, 這個島嶼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沖浪, 當地人很會沖浪, 潛水, 游
泳, 我是個很愛水的人, 很多時候我在水裡面的時間, 多於在陸面上, 我媽常對
我說, 你身上有魚的基因, 應該出生成一條魚才是; 我, 就是那麼喜愛海洋.
夜潛的樂趣
記得我第一次夜潛, 我問當地的朋友, “為何在夜裡潛水?” “你來潛水就會知道!”
白天那些龍蝦躲在珊瑚裡, 你要抓牠們有時並不容易, 因此夜晚時, 牠們在海底
遊走或休息, 當手上的手電筒之光照到牠們的眼睛, 牠們會暫時停止呼吸, 然後
你就可以輕易的伸手一抓! 夜潛有很多有趣的事, 你可看見海底的生態睡覺的樣
子. 我們常常夜潛, 抓到各式各樣的螃蟹, 龍蝦, 花枝等, 享受人間美味, 也能賺
一些外快.
我做了什麼孽?
就在我要離開這島嶼的前四天, 朋友再邀我夜潛. 而這一次我看到很奇怪的生物
--水母, 世上最巨毒的箱形水母(Box-jelly fish), 澳洲已有七十人被咬死去. 因她
的與眾不同, 使我忍不住伸手去摸她, 然後又繼續去找龍蝦, 不一會兒, 我感到
手臂好像被什麼東西電了兩三下, 但又沒看到什麼, 我儘快游回小船, 把手拿出
水面一看, 手已腫起來, 我感到毒液正快速地在我身上擴散, 朋友們合力將我推
上小船, 當我的手離開水之前, 頓時我又被水母咬了第五次!
“我到底做了什麼孽? 才會有這樣的報應?”
那個聲音
那滑槳的小弟把我留在岸上, 又去接他的哥哥, 我感到非常的疲倦躺在沙灘上,
想要閉上眼睛, 忽然有一清楚的聲音對我說: “孩子, 如果你閉上眼睛, 就永遠醒
不過來!” 我看看身旁並沒有一人, 那聲音卻是那麼明顯, “我必須站起來求救
兵!” 我一跛跛的走了一會兒, 看到有三位印度籍的計程車司機, 我請他們載我
去醫院, “沒有錢什麼都不用談!” 他們走開了; 我是那麼無助, 而那幾位司機卻
見死不救, “你願不願意跪下來請求他們救你嗎?” 那聲音再度出現, 我跪下來求
他們, 其中一人起了憐憫之心載我上醫院, “你住在那裡, 如何付我錢?” 他發現
我無法付錢給他, 就把我載到一旅館前推我下車, 由於毒液已痲痺我的右手腳,
我只能躺在地上呻吟, 無法動彈, 我的朋友但力剛好在此工作幫我叫救護車.
那旅館的老板是一華人, 正在和朋友打麻將, 他們看到我在發抖就過來看我扶我
坐在椅子, 他們以為我是注射海洛因, 我請他載我去醫院, 但他對我不理不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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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是等救護車吧!”
長久以來的游泳, 潛水, 練得我一身好體格, “你若伸手打他, 你身上的毒液就很
快的到心臟.” 那聲音又出現來提醒我, 我忍下這口氣, 我全身開始發冷…
…只要你從心裡發出誠實的認罪禱告, 神必會赦免你的罪!
救護車到了, 我被送上車, 忽然我看到一金髮小男孩, 好像某個人一生的過去,
如電影一般放映在眼前, 那不就是我自己嗎? 我快要死了嗎? 死了, 就結束嗎?
還是還有繼續? 我看到那位常為我禱告的母親對我說:”以恩, 不管你離神多遠,
不管你做了多少錯事, 只要你從心裡發出誠實的認罪禱告, 神必會赦免你的罪!”
我真的是離神好遠好遠, 然而要跟那一位神禱告呢? 我在異象中看到母親, 母親
是家中唯一信耶穌的人, 但我要如何禱告? 我只記些主禱文, 當我想禱告腦子卻
不知如何開始, “從你的心裡禱告!” 主啊, 請帶我禱告! 當我一開口, 主禱文的
字句卻出現在我眼前, “你們若不饒恕別人的過錯, 你們的天父也不饒恕你的過
錯.” 那位印度籍司機出現在眼前, “他在這裡做什麼!” “你願意原諒他嘛?” 那位
旅館老板也出現了, “你也願意原諒他嘛?” 當我沒原諒他們, 我無法繼續禱告;
“主啊, 若您都能原諒像我這樣的罪人, 我也願意從心裡原諒他們!” 這兩人的影
像就在我面前消失了, 有人在聽我禱告! “願您的旨意實現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
樣!” 我在世上活了這大半生都是靠著自己, 我不知您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麼,
我願意謙卑地回到您面前, 是的, 我願意尋求您在我生命中的計劃, 如果我還有
機會!? 就這樣我做了身平的第一次, 從內心發出的禱告, 我的心充滿從未有過
的平安, 雖然我已是快要死了的人.
一瞥永恆?!
救護車終於到了醫院, 護士卻找不到任何的血管, 我的全身再也動不了, 肌肉也
已沒有反應了, “我們已盡力了, 而你所要做的, 就是繼續努力活著!” 這是我整
夜在做的事, 我再也撐不下去, 我須要休息一下, 一下就好, 當我閉上眼, 我覺
得好舒暢, 好舒服, 等一下再努力的活吧! 我看見自己躺在病床上, 也看到醫生,
護士在忙著對我急救, 我是那麼的清醒, 卻到了另一地方, 那地方非常非常的黑
暗, 我並不怕暗, 卻感到一種冷酷, 恐怖的氣氛, 我伸手卻摸不到自己的手; 我
的身體, 已如透明的一般. 我感覺好像有東西以一種冷酷的眼神, 冷視著我, 但
我卻看不到他們, “我到底在那裡?” “閉嘴, 不准說話!” 那低沈嚴厲的聲音繼續說:
“你是在地獄裡, 你原本屬於這裡!” 那聲音是如此的冷漠, 恐怖, “剛剛我不是禱
告過了嗎?” 忽然之間我被往上升, 好像經過一地洞, 光在引導著我, 那光像海
浪般, 一波波的湧上來, 那暖暖的感覺安慰我靈深處, 但我卻感到在光的面前我
無法躲藏, 所有藏在我裡面的污穢, 罪惡, 都顯露無疑, 我好想往那黑暗的洞跑
去.
那光是有情感, 有生命, 再來的那一浪潮, 緩緩的湧上來的平安, 喜樂,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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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怕, 憂慮等不好的感覺都被帶走, 我對主說:”我曾咒罵您, 又做了很多事得罪
了您, 我根本是不配站在您面前.” 那光一再的湧上來, 充滿著愛和醫治, 我告訴
主我所犯過的每一罪, 求祂饒恕我的過犯, 那光再度的湧上來, 充滿著無條件的
赦免與接納, 那光有著生命, 平安圍繞著我, 我的半生在各個層面尋求平安, 運
動, 潛水, 旅行, 而那光所帶來的那份平安, 是我從來沒體會過的, “以恩, 你想
要回去嗎?” “回去?” 我轉頭看那個黑洞.”
遇見上帝
忽然, 我好似站在光的中間, 那亮光裡好像有個人站在那裡, 祂的衣服閃亮出的
光芒, 我可以看到祂的雙腳和祂歡迎我的手, 卻無法看到神; 只有光, 如此潔白,
聖潔, 和美麗, 我問神是否可以靠近祂一些, 我感覺我可以, 我真想看神的面容,
當我一靠近, 那愛的浪潮湧上來, 使我安穩在祂的愛裡, 那時我並不知道, 沒有
人可以見到神還能活著, 當我的臉靠近祂, 神的榮光圍繞在我旁, 神讓我看到在
祂後面的新世界, 晶瑩剔透的溪流泉水, 群山相交, 藍天白雲, 在田野中點綴著
花草樹木, 在我面前的青草地, 有著神的榮光照耀在整個被造物, 是一沒有被沾
污的新世界, 一完美的世界, 在我心深處, 我知我是屬於這裡. 我, 終於回家了!
我正想走進去探究看看, 神來到我面前, “現在你看到這一切, 你想留下還是回
去?” “我還未結婚, 在世上也沒什麼好掛念的, 沒人愛我關心我, 許多人對我作
假,” “我要留下來!” 神仍在那兒不動, 我轉頭向世界揮手再見, 而我卻看到那位
愛我的母親, 那位時刻為我禱告, 把真理告訴我的母親, 在世上唯一愛我的人,
如果我選擇留在天堂, 那我的母親會怎麼想, 她會知道我已在天堂? 還是在地獄?
我會傷了她的心, 她會以為神沒有垂聽她的禱告, 她無法知道神已聽了我在救護
車上的禱告, 並赦免我的罪; 我怎麼那麼自私, 於是我決定要回去.
重新開始
“如果你決定要回去, 你要以新的亮光來看事情.” 上帝對我說, 我瞭解神要我以
祂的慈愛, 平安, 喜樂, 饒恕的心來開始我的新生活, 不再是過去以世界的觀念
來過日子, 我在異象中看到我的家人, 教會的兄姊還有千萬的人. “主啊, 這些人
是誰?” “如果你不回到世界, 有多少的人沒有一次的機會, 得聽到我的救恩.” “神
啊, 我並不愛這些人, 我回去的理由就是為了我的母親, 我並不愛這些人!” “我
愛他們, 也希望他們能認識我, 知道我對他們的愛.” “孩子轉過身去, 然後睜開
眼.” 我馬上回到我的身體.
當我睜開眼我仍是在病床上, 那位搶救我生命的年輕的醫生, 看到我正瞪眼看他,
使他嚇得不知所措, 我躺在床上卻聽到一清晰的聲音對我說: “孩子, 我才剛賜下
新生命給你,” “主啊, 如果您是真神, 請您完全的醫治我! 如從前一般健康.” 就
在此時有一股力量使我能轉頭, 看到走道上的一群護士, 正瞪大眼睛看著我,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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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看到一死人又活過來把他們嚇跑了, 我才知道原來我已死了十五分鐘, 隔天
我健康的離開醫院.
我問神如今的我, 已不再是我, 我發現我的生命完全的被改變! 神告訴我, 我已
是重生的基督徒, 並要我讀祂的話語. 我從來沒有讀過聖經, 也沒有聽過重生的
基督徒, 我從父親那兒拿到一聖經, 就在六個禮拜, 我從舊約到新約從頭到尾讀
過一遍, 我知我已不再是那個過去的我, 我遇到那榮耀的耶穌基督!
“親愛的朋友: 您是否願意接受這位創造宇宙的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他說:: 我來
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1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虧欠了上帝的榮
耀.2 上帝對我們顯示了無比的愛: 當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 基督為我們死.3 他為
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復活並顯給五百多弟兄看.4 耶穌說: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上帝那裡去.5 因為天上人間, 上帝並沒
有
賜下別的名, 使我們藉著他得救.6 只要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 就可以得到這份救
贖恩典.7 您若願意, 可以從心裡讀以下的禱告, 就如麥牧師在救護車上, 所做的
禱告一樣; “上帝啊, 我需要您, 我現在打開心門, 願意接受耶穌作我生命的救
主, 感謝您為我的罪而死, 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復活, 感謝您赦免我的罪, 求
您管理我的一生, 幫助帶領我的生活; 合您的旨意, 並祈求神的靈時常與我同在,
充滿我的心, 使我渴慕神; 我也奉耶穌的名砍斷過去得罪神的事, (如算命, 拜偶
像, 不饒恕人等事), 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現在你已是神的兒女了,8 要常常
禱告,9 讀聖經,10 並參加教會聚會;11 請參加附近尊崇耶穌基督, 並且傳揚聖經真
理的教會.
**Ian McCormack 麥以恩牧師, 現已是全職的傳道人已婚且育有三子, 被邀至世
界各地傳耶穌基督, 領人回家, 歸回獨一真神, 並帶領基督徒能回到起初對神的
愛心, 體會神的同在與完全的愛. 目前是完全倚靠主過生活 他相信我們是白白
的得到, 也應白白的捨去, 有人把他的故事製作成錄影帶, 福音電影, 他都已成
本賣出, 其網站可在www.aglimpseofeternity.org找到.
1.約翰福音 10:10, 2.羅馬書 3:23, 3.羅馬書 5:8, 4.林前 15:3-6, 5.約翰福音 14:6,, 6. 使徒行傳 4:12, 7.羅馬書 10 : 9
8.約翰福音 1:12, 9..約翰福音 15:7, 10.使徒行傳 17:11, 11.希伯來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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