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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但留下...... 
 

──約翰福音第十四章 
 

引言、遺囑？──與我何干？ 
 
最近香港有一宗頗受注目的新聞，是關於某城中鉅富的遺產爭奪案。訴訟雙方都各執一份

遺囑，並聲稱他們手上的那一份才是真的或最終有效的；又因為牽涉到關係公眾的慈善捐

款的問題，連政府都要派出專人跟進案件，好不熱鬧；加之案件涉及峰迴路轉的「多角戀

愛」、稀奇古怪的風水理論和「明星級大狀」的埋身比拼，就更加有「娛樂性」了。 
 
不過，對於這一宗哄哄嚷嚷的爭產案件，我始終沒有太大的「興趣」，理由非常簡單，就

是「與我何干？」──案件雖然涉及近千億港元的巨款，但無論哪一方勝訴，都肯定不會

分給我一毛錢，我管它幹嗎？我疑心你就算「關心」這案件，也不過是「八卦」而已，並

不是真的上心在意。 
 
其實，人只會對關係到（或至少可能關係到）自身利害的「遺囑」有興趣，這並不是甚麼

見不得人的「自私劣德」，而是人之常情。對我而言，無論怎麼說，我都只會對聖經──

上帝透過衪的僕人給我們的「遺囑」真正感興趣，因為它關係到我與我所愛的人今生、來

世直到永遠的福祉。 
 
我上一篇講章已經說過，全本聖經都是「廣義的遺囑」，是牧者在各種生離死別的情境下

寫給他們的小羊的細意叮嚀。不過，不同經卷章節的「遺囑味道」卻可以有濃淡輕重之別。

今天，我會正式開始為大家講解聖經裡面其中一段「遺囑味道」最濃最重的經文──約翰

福音十四至十七章，就是主耶穌遇難的當晚給當時的門徒的，也是給後世的我們的「最後

的叮嚀」。今天，我會先講解第十四章。簡單說，這一章就是「遺囑的總綱」。 
 
不過，在正式進入本章的信息之先，我相信仍有需要就著「與我何干」這個概念多講幾句

話，讓大家可以準確地不單只能夠「讀」得出這幾章經文是主所立下的「遺囑」，也「讀」

得出你自己也是這份「遺囑」的「執行者」與「受益人」。 
 
大家知道，主耶穌立這份「遺囑」的當晚，在場的只有十二個人，除主自己之外，就只有

十一位使徒。【至於猶大很快就離席不在現場了】但當老約翰在主後九十年，即主離世升

天後六十年後，對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代的信徒重提這份「遺囑」的時候，毫無疑問，他

是將這些信徒都納入為主所訂立的這份「遺囑」的對象。到了二千年後的今天，我們因著

對耶穌基督的共同認信，一樣可以毫不猶疑地相信這份「遺囑」也是主留下給我們的。 
 
總結言之，我們不但只要將約翰福音第十四至十七章讀為主的「遺囑」，更要將它讀為主

留下給我們的「遺囑」。要如何「讀」法呢？請聽我以下怎樣為大家解說這章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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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離別的叮嚀 
 
在主耶穌與門徒在世上走的最後一段路上（即受難前的一段短時間裡），祂已經多次預言

自己的死亡與離去，已經叫門徒們非常困擾和疑惑。這一晚，祂更加「神神化化」，首先

是神神秘秘說有某人要「出賣祂」，跟著又正言厲色說彼得要「不認祂」，沒一句「吉利」

的說話【見十三章】，令在座的門徒難免隱隱然有某種「不祥之感」：（１）主耶穌自己

凶多吉少（因為有人要出賣祂呀）；（２）門徒自己也凶多吉少（連大師兄彼得都會失腳

不認主啊）；（３）不過，也可能以上皆非，只是主耶穌因為連日來壓力太大，弄得先而

胡思亂想，繼而胡言亂語，「妄想」有人會出賣祂和離棄祂。但不管事實如何，總之都已

經是搞到大家灰頭灰臉，你眼看我眼，一頓飯不知怎麼吃下去了。 
 
卻就在這個尷尷尬尬的時候，主耶穌卻開始「宣讀」祂的「遺囑」，並且一開始，就是一

段驚天動地的「安慰」說話： 
 

1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

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3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

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我們知道，這是主耶穌受難的當晚，祂要面對苦難──要被猶大出賣、要被門徒遺棄、要

承受十字架的痛苦和羞辱，甚至要被天父上帝棄絕，理應是門徒去安慰主耶穌才對。但這

個「遺囑」的一開始，卻是主「先發制人」去安慰門徒。 
 
不過，大家一定要會意，就是門徒在當下並不覺得能夠從這些話裡得到甚麼「安慰」。搞

了一晚，他們仍然不知道主在搞甚麼。門徒能夠從些話裡得著安慰，是「馬後炮」，後來

回想起來才有的「果效」。【這方面下文會繼續解說】 
 
怎麼也好啦，主耶穌所立的這份「遺囑」，一開首的是一個極大的安慰，告知門徒他們將

來必定有一個「更美的家」【可與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對照】，主暫時離開只是去為他們預

備這個「更美的家」，預備好了，就一定會回來接他們去。記得啦，這個「主耶穌暫且離

開終必回來接你回家」的信息主線，就是整份「遺囑」的基本調子，下面幾章經文只是這

條主線與這個基調的擴充和演繹。再細心觀察，我們更可以發現當中還有「我走了」和「但

留下」的兩重信息，不斷交錯圍繞著這條信息主線發展，構成整份「遺囑」的內容。 
 

二、歸家的路 
 
主的「遺囑」一開始的安慰，重點指向的是一個將來的、美好和永恆的天父之家。所謂安

慰，是指門徒走過今生現世的苦難之後，等著他們的，是美好的天父的家。 
 
不過，我要再強調，這種曲曲折折，明顯要作很大程度的「延遲滿足」的安慰，對當下的

門徒來說，其實是很難明白的，甚至會越聽越胡塗、越困擾、越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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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往哪裡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5 多馬對他說：「主啊，我

們不知道你往哪裡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主首先「神神化化」講祂要去預備個甚麼地方，已經叫門徒費解了，因為實在不知祂去哪

裡預備甚麼，但祂接著又說甚麼「我往哪裡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就更

加莫名其妙了。所以多馬有此一問：「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裡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

多馬絕對不是「多疑」啊，倒是非常正常和合理的哩！當然，門徒「後來」就明白，原來

主耶穌要帶出一個更加重要的真理，就是我們不但將要歸家，而且只有一條路可歸家。這

條「路」，就是主耶穌自己。 
 

三、識子知父 
 
主耶穌的「遺囑」以「天父的家」作為引子入題，跟著串連到「回家的路」，然後再串連

到「我就是（歸家）道路」，我們「馬後炮」釋經，當然是「奇妙呀」、「有條理呀」啦。

但明明一個「人」怎麼會變成了一條「路」呢？當下的門徒，卻是被主搞到更加暈頭轉向

胡里胡塗了。怎料，接著下來，主還變本加厲，越講越離譜： 
 

7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

8 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9 耶穌對他說：「腓力，

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嗎？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

『將父顯給我們看』呢？10 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你不信嗎？我對你們所說的

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11 你們當信我，我在

父裡面，父在我裡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大家有「經驗」的話，一定會「領教」過約翰福音裡面類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14:9）、「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14:10）、「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

你們裏面」 （15:7）、「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17:21）的經

文，被它們搞得暈頭轉向胡里胡塗。大家想想，當時的門徒會困擾成怎麼樣子！ 

 
我們常有一種想當然的「釋經謬誤」，就是以為與主耶穌的「物理距離」越近的人，就越

容易明白主的話──大錯特錯！我敢保證，當晚第一次聽到主耶穌說這番話的門徒，他們

胡塗混亂的程度，一定不下於第一次讀這段經文的你。事實上，我們現在有了相當的「距

離」，再加上「馬後炮」，還困擾如此，更何況當晚身在現場的門徒哩！ 
 
記得，這些句子是主後九十年，即主離世升天後六十年，老約翰寫給第二、第三甚至第四

代信徒看的。老約翰經過許多年的信仰滄桑，深切地「消化」了這些話的安慰作用，並相

信這些話對當代信徒非常必要，才寫下來給他們安慰鼓勵。我說過解經不是「查字典」，

寫聖經更不是「背筆記」──老約翰因為曾經動心動情地挨過在主的懷裡，又誠懇忠實地

踐行了信仰六十多年，又貼心關懷他的屬靈子弟，才能寫出這種春風化雨的動人經文。 
 



 4

弟兄姊妹，只要你用心細讀約翰福音，就會有一種「主僕同心融為一體」的美感。你讀上

去，固然是一字一句都是主耶穌對第一代使徒的深情厚意，但「同時」也是老約翰對當代

的弟兄姊妹的細意叮嚀，兩者難解難分不分彼此。只要你也有這樣的牧者心腸，一樣地愛

護弟兄姊妹，你自己也能夠「融進」其中，享受那種「天地同心」的「信仰一體感」。 
 
其實，這段經文裡面許多看上去好像很玄奧的將甚麼都「搞成一堆」的說話，譬如「你們

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我在父裡面，父在我

裡面」，我們覺得費解，是因為我們想用「查字典」的方法去「分析」它，那樣就解一世

都解不到了。其實，你需要的，只是進入主耶穌的心靈、進入老約翰的心靈，進入歷世歷

史「信徒群體」的「廣大心靈」裡，去感應那份「信仰一體感」。 
 
我說得簡單一些吧。──聖父與聖子同心，一樣的愛護和憐惜我們，這就叫做「我在父裡

面，父在我裡面」；同理，我們與主同心，愛主所愛恨主所恨，就是「主在我們裡面，我

們在主裡面」了，就是這麼簡單，一點也不神秘難解。解經本來就是很輕省自在的「心靈

活動」，是充滿喜樂與美感的生命交流，不是板起臉皺著眉埋首「查字典」的苦差。當然

啦，我說「輕省自在」自然都是「馬後炮」的講法，對當下的門徒，還是困擾不斷的。大

家可以「邏輯」地想想以下幾點： 
 

一、 主耶穌最先說祂先行一步回天父家「預備地方」，這個「預備」就已經夠費

解了──有甚麼好「預備」，搞到要撇下我們在人間飽受痛苦呢？（對今天

的我們來說，現在已經「預備」了二千年了，還未「預備」好麼？） 
 

二、 主耶穌又說祂會回來「接」我們回天家，據此，我們不知「那條路」也無所

謂啦，因為不是我們自己找路回家，而是主回來「接」我們回去嘛。但是如

此一來，主那樣強調「那條路」幹嗎？ 
 
三、 主明明是一個「人」，人怎麼會變成一條「路」呢？若說這是指學效祂的榜

樣生活就是「回家的正路」了，哪就又回到第二點上，就是究竟是我們自己

努力找路回家，還是等你來接我們回家？ 
 
四、 主明明自稱是「子」，又如何會「看見我就是看見了父」呢？「神學」上我

們當然可以大做文章，譬如「子」為甚麼是回「父家」的路而且是唯一的路

呢？（１）子與父原為一，那麼順理成章，祂們自然「住在一起」，子的家

即是父的家啦。（２）至於為甚麼要由「子」來領路，是因為「父」是你們

看不見的，只有可見的「子」將祂顯明，讓你們知道誰是「父」，哪裡才是

「父家」，哪條「路」才可通向「父家」。這些「神學」，抽象地說說很高

超別緻，但對於身在現場的多馬與腓力，主的話肯定令他們不知「昏」了多

少回了，怎麼也想不出我們的「神學家」們那些高超別緻的「解釋」。 
 
總而言之，主耶穌這個叫門徒「不要憂愁」的「遺囑」，門徒聽到這裡，肯定只會「愁上

加愁」，甚至疑心他們的夫子是不是「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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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們的路 
 
我不怕嚕囌再說一遍，以上提到的主的話，我們今天聽了也胡塗，當日的門徒，就一定更

胡塗。因為主講來講去，我們還是不知道祂說著的究竟是甚麼「路」，並且為甚麼一定要

講這一條「路」。 
 
以下的一段，主耶穌終於具體地點出這是一條怎樣的「路」，不過，重點卻與上文講的相

反，不是講主自己的路，而是講你們（門徒）的路： 
 

12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

事，因為我往父那裡去。13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

耀。14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l5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相對於上面的經文，這一段是最直接、最具體、最易明的。主的意思不外是： 
 
 
 
 
 
 
 
 
 
 
 
 
 
 
 
 
這樣的「意思」，當晚還不是一目了然的。但相對於「回家預備」、「我就是路」、「子

即是父」等等，實在清楚易明得多了，不消多久，門徒都「明白」了。之不過，這樣的說

話──叫你在人間「安心」受苦等死，算甚麼「安慰」呢？你自己跑掉去了不知哪裡預備

甚麼地方，還講一大堆莫名奇妙的話，卻撇下我們在這裡受苦等死，甚麼意思呢？ 
 
弟兄姊妹，你知道「聖經是怎樣寫成」的嗎？──我前面說過，約翰福音十四至十七章這

份「遺囑」的信息主線是「主耶穌暫且離開終必回來接你回家」，但主後九十年，老約翰

卻是在怎樣的具體情景下，重提這個重要信息的呢？答案一定就是當時有不少信徒「等得

不耐煩」，疑心「主耶穌永遠離開永不回來接你回家」。記得，聖經不是「神學家」在圖

書館或「牧師」在辦公室裡頭的「閉門創作」，聖經當然是來自上帝啟示，但它也是通過

牧者的「悲情」寫出來的，是出自忠心的牧者對群羊真正的需要的深情回響。 
 

小子們，我要「撇下」你們先行一步了。 
 
我走後，「我所做的事」（甚麼事呢？今晚後你們就知道了，就是為信仰殉難）你

們要跟著做。「更大的事」，當然不是指「做教皇」或「起水晶宮大教堂」或「福

音化世界」，而是以各種形式的「殉道」來步我後麈。 
 
我說「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所「求」的當然限於「殉道」，即你們若想「求

仁」（殺身成仁）的話，我保證一定可以「得仁」，這就叫做「我必成就」。你們

到時的殉難會「榮耀」我進而「榮耀」父，就像我今天的殉難「榮耀」了天父對你

們的饒恕與大愛一樣。 
 

小子們，你們若是真心「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跟著我走過的「殉難之

路」，在這條「路」上度你們在世的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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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早年的門徒來講，主留下他們「受苦等死」不是甚麼「不吉利」的說話，而是實實在

在的事實，自主耶穌離開之後，他們已經不知多少代的信徒受盡世界給他們迫逼苦害。不

過，正因如此，「主耶穌暫且離開終必回來接你回家」的信息，就像「及時兩」，非常對

應地回應了當代門徒的困境，極為適切有力地構成很大的安慰。 
 
我們覺得聖經有矛盾，因為我們講究「抽象理論」，但真正的聖經卻是從信徒的具體信仰

處境出發的。對於那幾代忠於基督、追隨主道、等候主來，卻受苦不斷的信徒來說，先老

老實實對他們講明「受苦是忠於主道的必然」，更是主的「遺囑」老早講了的，倒是「安

慰的開始」──起碼知道他們當下受苦絕不意味「走錯路」。記得，對於一個真正有信仰

的人，「受苦」並不可怕，「走錯路」（即「白受一場」）才可怕。老約翰對苦難深重綿

長的弟兄姊妹重提這個包含著「信主必需受苦」的「遺囑」，是對當事人極大的「安慰」。 
 
當然，整全的安慰，自然還必要包含以下的信息，告訴門徒一方面是「我走了」（所以你

們要受苦），但另一方面是「但留下」（我並不真的撇下你們）這個奇妙的真理。 
 

五、我不撇下你們 
 

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17 就是真

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

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主肉身離開我們，但祂卻賜下保惠師（聖靈）與我們同在。當心，聖經從來沒有興趣「學

術地」講「三位一體」的問題。這裡，主提出聖靈，是扣緊「我走了，但留下」這真理和

門徒的真正需要來說的。簡單講，就是無論如何，祂總會以某種方式與我們同在，就好像

當初父透過子與人同在，後來子也會透過靈與門徒同在。至於為甚麼要這麼曲折間接，以

後會再解。這一段，主耶穌「留下」了一個「我不會真的撇下我們」的保證。 
 

六、你們必再見我 
 

19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

著。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21 有了

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

向他顯現。」 

 
這份「遺囑」裡，經常出現「不多的時候」這個片語【以後還會見到】。大家注意，這是

一句「安慰話」，重要的不在於究竟「不多」即是多少時候，十天？五十年？二千年？而

是在於「我必回來」。只要「主必回來」，哪麼這個「離別之苦」無誰有多久，都是「不

多的時候」。至於「你們卻看見我」，指的是三天後主復活再見祂，是五旬節門徒透過聖

靈再見祂，還是主再來與祂永遠相見不再分離呢？答案是三者皆有，但以最後者（主再來）

為終極指向。這一段，主耶穌「留下」了一個「我們一定會再見祂」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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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誰能再見我 
 
但我們如何才能「再見」主呢？至於這個「再見」，又似乎可包含最少兩個意義，第一個

是在主再來的時候永遠見到祂，第二個在祂回來之前以某種方式「見」到祂。 
 
主的答案與我的講道一樣，都喜歡大而化之──就是將幾樣東西「混」在一起講： 
 

22 猶大（不是加略人猶大）問耶穌說：「主啊，為甚麼要向我們顯現，不向世人顯

現呢？」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

要到他那裡去，與他同住。24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

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道。」 

 
這裡提到的「向他顯然」，可指向愛主守主道的人「最終」（即主回來的時候）必得見到

主的面，即等於必可得救回天家。不過，也可以同時理解為一個愛主守主道的人，即使在

今生現世裡，因他有主的道（說話）在心裡，主就會在他心裡頭「顯現」，即憑著信心的

眼，他就可以以某種方式「看」見主的。這一段，主耶穌「留下」了一個「你若愛主守主

道，今生來世都可以見到主」的應許和「提示」。 
 

八、我去了，但留下...... 
 

25 「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

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

的一切話。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

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28 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我去還要到你

們這裡來。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裡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的。29 現在

事情還沒有成就，我預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30 以後

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裡面是毫無所有；31 但要叫世

人知道我愛父，並且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行......」 

 
這一段，大部分內容都是重申上述的意思，說主雖然以某種形式「離去」，但仍會以某種

形式「留下」，留下寶貴的應許和幫助給我們，鼓勵世世代代的信徒堅忍地信下去、等下

去。這些我就不再重覆解釋了。至於為甚麼會這麼重複重複，父母心腸，哪個父母會覺得

自己嚕囌的呢？還有需要認真解一下的是較後面的三節： 
 

29 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我預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 
 
所謂「還沒有成就」的，指的是對第一代門徒來說「將來」要受到的大逼迫，但這些「事

情」到了後來的門徒時，都一一「不幸言中」地「成就」了。這本來是個大不幸，是許多

信徒「不信」的理由，但主耶穌（也是老約翰）卻教我們倒過來推論，就是主能夠「預先

告訴你們」，那倒就成了祂「可信」的根據，故此信徒受苦的事實反而成為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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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裡面是毫無所有； 
 
這是第二個當時未發生但後來又應驗了的事實。「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

的王將到」，即是我走了後一定會「惡人當道」，他們會霸佔一切的「主流聲音」，令到

我的道（話）好像在世界再沒有「發言權」一般。不過「他在我裡面是毫無所有」，惡人

們只是得個樣子而已，到我回來，一陣風就沒有了，所以不要怕他們，他們惡不了多久。 
 
好了，但最根本的問題還在：「你為甚麼還是要走呢？」你來了又走，走了又來，不是太

麻煩嗎？主的回答是這樣的： 

 
31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愛父，並且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行...... 

 

這句話淡淡道來，卻包含著極曲折又極動人的真理。 

 

原來，主耶穌要「走」，就是「淡出」這個本來是祂的世界，要甘心暫時「讓出」祂的榮

耀、權柄以至王座，讓「這世界的王」及牠的爪牙（祭司長之流）也文也武。為的是要向

我們信祂的人彰顯一個完全愛父──順服天父的生命是怎樣的，指出一條「孝子之路」。 

 

為甚麼「子」是回「父家」的路且是唯一的路呢？因為子（基督）來人間「盡孝」，徹底

地順服天父旨意而成為「孝子」。而「成為孝子」正是「回父家」最理所當然的條件，所

以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又說「若非藉著我（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我們當

然不是像主一般的「孝子」，我們無法完全「盡諸般的義」，但我們卻通過「信」，承認

自己「不識路」，於是單單跟著主的後面走，也能得算為義，可以進入父家。 
 

九、踏上歸途 
 

31 「......起來，我們走吧！」 

 
不過，我們始終撇不開一個問題，就是主耶穌走祂的「盡孝之路」給我們「看」，讓我們

「信」，也實實在在地代我們「走」，哪我們跟著主走幹甚麼呢？回到經文處境，情況也

相當近似，就是當晚明明只是主耶穌孤身一人自己受死受難，祂為甚麼還吩咐門徒： 
 

31 「......起來，我們走吧！」 

 
為甚麼叫「我們」呢？我們當然不可能亦不需要走與主走過的路本質相同的路。我們不能

為誰贖罪，也不必立甚麼功來贖罪，若說只是泛泛地將主當做個「道德教師」學學祂的為

人就叫「跟隨祂走」，但是經文本身與信徒的處境都不可能解得這樣輕省隨便。主實實在

在是呼召我們追隨走祂的「血路」，或遲或早要「跟著祂去死」的。 
 
可是，基督的「死」有救贖的必要，但我們的死，對人對己，都沒「必要」吧！奧秘，原

來在於主所訂立的這份「遺囑」的一個奇特的「開放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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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從「執行者」到「受益人」 
 
原來，主耶穌所訂立的這份「遺囑」有一個非常奇特的「開放性質」──它沒有指名道姓

地「寫死」誰是「遺囑」的受益人，卻提出了一個開放的條件： 
 

誰願意忠實執行這份「遺囑」，誰就自動成為「遺囑」受益人。 
 
請再看這節經文，感受一下這種「開放意味」： 
 

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

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原來，我們追隨主耶穌基督，甚至對祂忠心至死，並不是一種「功德行為」，不是靠這樣

的行為「立功贖罪」或「保證得救」，更不可能像主那樣用死來替誰贖罪。我們遵行主道

甚至不惜冒死，理由只得一個，就是真心愛主。這個愛主之心可以反映出我們信主，並相

信祂的降生與受死所「代表」的慈悲天父的大愛。 
 
愛主就是愛父，因為子與父原為一。愛父的必愛「父家」，而愛父家的都必可回父家，因

為天父願意人人都可以回父家。只有一種人是始終回不了父家的，就是不愛子的，因為不

愛子的必也不愛父（不信父透過子表明的愛）。不愛父的是自己不肯回父家，不是父不許

他回去。父母心腸，除了你自己不想外，作父親的再沒有任何理由不讓你回家。 
 
遵行主的道是愛主也愛父的具體表現，而且，在遵行的過程中，我們必與主更近，也與世

界更遠而不會被它誘惑至「不想回家」，就更能得著保守，直等到主回來接我們返天家。 
 
最後打個比方，希望你們會意。大家想想，上帝要拯救挪亞，有需要要他自己親手造方舟

嗎？上帝自己造一條給挪亞，或乾脆把他提到半空避開洪水，又或像救約拿那樣用條大魚

把挪亞吞下肚子裡，都無難度吧！卻為甚麼要挪亞自己親手造方舟呢？──難道這是行為

主義？是人需要自己努力「做點甚麼」來救自己？ 
 
原來，真正危險的不是天上的洪水，要救挪亞脫離洪水，太容易了；真正危險的是人間的

罪惡，要挪亞幾百年潔身自愛，不與世界同流合污，那就極難了。結果，要「救」挪亞脫

離世界的誘惑，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叫他迷頭迷腦「閉才造舟」，那就「沒空」與這個世

界一起胡混了。同樣，主耶穌要我們遵從祂的道，也絕對不是行為自救主義，而是讓我們

更專注於祂，好盡量減低世界向我們「招手」的誘惑，讓我們能安全地等到祂回來。 
 
弟兄姊妹，我們知道，好多人都會千方百計爭奪做某份「遺囑」的受益人，但所涉及的遺

產，就算多達千億萬億，都不過身外之物，到頭來沒有一個「有命享」，而且這些「遺囑」

都與我們不相干。但我們的主耶穌卻立下了這樣的一份「開放的遺囑」，承諾每一位「遺

囑」的忠實執者都可以成為「遺囑」的受益人，而這份「遺囑」涉及的產業，是永生、是

天國、還有上帝兒女的名份。最重要的，是這份「遺囑」，絕對與你相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