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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但留下......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引言、遗嘱？──与我何干？ 
 
最近香港有一宗颇受注目的新闻，是关于某城中巨富的遗产争夺案。诉讼双方都各执一份

遗嘱，并声称他们手上的那一份才是真的或最终有效的；又因为牵涉到关系公众的慈善捐

款的问题，连政府都要派出专人跟进案件，好不热闹；加之案件涉及峰回路转的「多角恋

爱」、稀奇古怪的风水理论和「明星级大状」的埋身比拼，就更加有「娱乐性」了。 
 
不过，对于这一宗哄哄嚷嚷的争产案件，我始终没有太大的「兴趣」，理由非常简单，就

是「与我何干？」──案件虽然涉及近千亿港元的巨款，但无论哪一方胜诉，都肯定不会

分给我一毛钱，我管它干吗？我疑心你就算「关心」这案件，也不过是「八卦」而已，并

不是真的上心在意。 
 
其实，人只会对关系到（或至少可能关系到）自身利害的「遗嘱」有兴趣，这并不是甚么

见不得人的「自私劣德」，而是人之常情。对我而言，无论怎么说，我都只会对圣经──

上帝透过衪的仆人给我们的「遗嘱」真正感兴趣，因为它关系到我与我所爱的人今生、来

世直到永远的福祉。 
 
我上一篇讲章已经说过，全本圣经都是「广义的遗嘱」，是牧者在各种生离死别的情境下

写给他们的小羊的细意叮咛。不过，不同经卷章节的「遗嘱味道」却可以有浓淡轻重之别。

今天，我会正式开始为大家讲解圣经里面其中一段「遗嘱味道」最浓最重的经文──约翰

福音十四至十七章，就是主耶稣遇难的当晚给当时的门徒的，也是给后世的我们的「最后

的叮咛」。今天，我会先讲解第十四章。简单说，这一章就是「遗嘱的总纲」。 
 
不过，在正式进入本章的信息之先，我相信仍有需要就着「与我何干」这个概念多讲几句

话，让大家可以准确地不单只能够「读」得出这几章经文是主所立下的「遗嘱」，也「读」

得出你自己也是这份「遗嘱」的「执行者」与「受益人」。 
 
大家知道，主耶稣立这份「遗嘱」的当晚，在场的只有十二个人，除主自己之外，就只有

十一位使徒。【至于犹大很快就离席不在现场了】但当老约翰在主后九十年，即主离世升

天后六十年后，对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代的信徒重提这份「遗嘱」的时候，毫无疑问，他

是将这些信徒都纳入为主所订立的这份「遗嘱」的对象。到了二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因着

对耶稣基督的共同认信，一样可以毫不犹疑地相信这份「遗嘱」也是主留下给我们的。 
 
总结言之，我们不但只要将约翰福音第十四至十七章读为主的「遗嘱」，更要将它读为主

留下给我们的「遗嘱」。要如何「读」法呢？请听我以下怎样为大家解说这章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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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别的叮咛 
 
在主耶稣与门徒在世上走的最后一段路上（即受难前的一段短时间里），祂已经多次预言

自己的死亡与离去，已经叫门徒们非常困扰和疑惑。这一晚，祂更加「神神化化」，首先

是神神秘秘说有某人要「出卖祂」，跟着又正言厉色说彼得要「不认祂」，没一句「吉利」

的说话【见十三章】，令在座的门徒难免隐隐然有某种「不祥之感」：（１）主耶稣自己

凶多吉少（因为有人要出卖祂呀）；（２）门徒自己也凶多吉少（连大师兄彼得都会失脚

不认主啊）；（３）不过，也可能以上皆非，只是主耶稣因为连日来压力太大，弄得先而

胡思乱想，继而胡言乱语，「妄想」有人会出卖祂和离弃祂。但不管事实如何，总之都已

经是搞到大家灰头灰脸，你眼看我眼，一顿饭不知怎么吃下去了。 
 
却就在这个尴尴尬尬的时候，主耶稣却开始「宣读」祂的「遗嘱」，并且一开始，就是一

段惊天动地的「安慰」说话： 
 

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

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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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受难的当晚，祂要面对苦难──要被犹大出卖、要被门徒遗弃、要

承受十字架的痛苦和羞辱，甚至要被天父上帝弃绝，理应是门徒去安慰主耶稣才对。但这

个「遗嘱」的一开始，却是主「先发制人」去安慰门徒。 
 
不过，大家一定要会意，就是门徒在当下并不觉得能够从这些话里得到甚么「安慰」。搞

了一晚，他们仍然不知道主在搞甚么。门徒能够从些话里得着安慰，是「马后炮」，后来

回想起来才有的「果效」。【这方面下文会继续解说】 
 
怎么也好啦，主耶稣所立的这份「遗嘱」，一开首的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告知门徒他们将

来必定有一个「更美的家」【可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对照】，主暂时离开只是去为他们预

备这个「更美的家」，预备好了，就一定会回来接他们去。记得啦，这个「主耶稣暂且离

开终必回来接你回家」的信息主线，就是整份「遗嘱」的基本调子，下面几章经文只是这

条主线与这个基调的扩充和演绎。再细心观察，我们更可以发现当中还有「我走了」和「但

留下」的两重信息，不断交错围绕着这条信息主线发展，构成整份「遗嘱」的内容。 
 

二、归家的路 
 
主的「遗嘱」一开始的安慰，重点指向的是一个将来的、美好和永恒的天父之家。所谓安

慰，是指门徒走过今生现世的苦难之后，等着他们的，是美好的天父的家。 
 
不过，我要再强调，这种曲曲折折，明显要作很大程度的「延迟满足」的安慰，对当下的

门徒来说，其实是很难明白的，甚至会越听越胡涂、越困扰、越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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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5 多马对他说：「主啊，我

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首先「神神化化」讲祂要去预备个甚么地方，已经叫门徒费解了，因为实在不知祂去哪

里预备甚么，但祂接着又说甚么「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就更

加莫名其妙了。所以多马有此一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多马绝对不是「多疑」啊，倒是非常正常和合理的哩！当然，门徒「后来」就明白，原来

主耶稣要带出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不但将要归家，而且只有一条路可归家。这

条「路」，就是主耶稣自己。 
 

三、识子知父 
 
主耶稣的「遗嘱」以「天父的家」作为引子入题，跟着串连到「回家的路」，然后再串连

到「我就是（归家）道路」，我们「马后炮」释经，当然是「奇妙呀」、「有条理呀」啦。

但明明一个「人」怎么会变成了一条「路」呢？当下的门徒，却是被主搞到更加晕头转向

胡里胡涂了。怎料，接着下来，主还变本加厉，越讲越离谱： 
 

7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8 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9 耶稣对他说：「腓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

『将父显给我们看』呢？10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

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11 你们当信我，我在

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大家有「经验」的话，一定会「领教」过约翰福音里面类似「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14:9）、「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14:10）、「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

你们里面」 （15:7）、「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17:21）的经

文，被它们搞得晕头转向胡里胡涂。大家想想，当时的门徒会困扰成怎么样子！ 

 
我们常有一种想当然的「释经谬误」，就是以为与主耶稣的「物理距离」越近的人，就越

容易明白主的话──大错特错！我敢保证，当晚第一次听到主耶稣说这番话的门徒，他们

胡涂混乱的程度，一定不下于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你。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了相当的「距

离」，再加上「马后炮」，还困扰如此，更何况当晚身在现场的门徒哩！ 
 
记得，这些句子是主后九十年，即主离世升天后六十年，老约翰写给第二、第三甚至第四

代信徒看的。老约翰经过许多年的信仰沧桑，深切地「消化」了这些话的安慰作用，并相

信这些话对当代信徒非常必要，才写下来给他们安慰鼓励。我说过解经不是「查字典」，

写圣经更不是「背笔记」──老约翰因为曾经动心动情地挨过在主的怀里，又诚恳忠实地

践行了信仰六十多年，又贴心关怀他的属灵子弟，才能写出这种春风化雨的动人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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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只要你用心细读约翰福音，就会有一种「主仆同心融为一体」的美感。你读上

去，固然是一字一句都是主耶稣对第一代使徒的深情厚意，但「同时」也是老约翰对当代

的弟兄姊妹的细意叮咛，两者难解难分不分彼此。只要你也有这样的牧者心肠，一样地爱

护弟兄姊妹，你自己也能够「融进」其中，享受那种「天地同心」的「信仰一体感」。 
 
其实，这段经文里面许多看上去好象很玄奥的将甚么都「搞成一堆」的说话，譬如「你们

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

里面」，我们觉得费解，是因为我们想用「查字典」的方法去「分析」它，那样就解一世

都解不到了。其实，你需要的，只是进入主耶稣的心灵、进入老约翰的心灵，进入历世历

史「信徒群体」的「广大心灵」里，去感应那份「信仰一体感」。 
 
我说得简单一些吧。──圣父与圣子同心，一样的爱护和怜惜我们，这就叫做「我在父里

面，父在我里面」；同理，我们与主同心，爱主所爱恨主所恨，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我

们在主里面」了，就是这么简单，一点也不神秘难解。解经本来就是很轻省自在的「心灵

活动」，是充满喜乐与美感的生命交流，不是板起脸皱着眉埋首「查字典」的苦差。当然

啦，我说「轻省自在」自然都是「马后炮」的讲法，对当下的门徒，还是困扰不断的。大

家可以「逻辑」地想想以下几点： 
 

一、 主耶稣最先说祂先行一步回天父家「预备地方」，这个「预备」就已经够费

解了──有甚么好「预备」，搞到要撇下我们在人间饱受痛苦呢？（对今天

的我们来说，现在已经「预备」了二千年了，还未「预备」好么？） 
 

二、 主耶稣又说祂会回来「接」我们回天家，据此，我们不知「那条路」也无所

谓啦，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找路回家，而是主回来「接」我们回去嘛。但是如

此一来，主那样强调「那条路」干吗？ 
 
三、 主明明是一个「人」，人怎么会变成一条「路」呢？若说这是指学效祂的榜

样生活就是「回家的正路」了，哪就又回到第二点上，就是究竟是我们自己

努力找路回家，还是等你来接我们回家？ 
 
四、 主明明自称是「子」，又如何会「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呢？「神学」上我

们当然可以大做文章，譬如「子」为甚么是回「父家」的路而且是唯一的路

呢？（１）子与父原为一，那么顺理成章，祂们自然「住在一起」，子的家

即是父的家啦。（２）至于为甚么要由「子」来领路，是因为「父」是你们

看不见的，只有可见的「子」将祂显明，让你们知道谁是「父」，哪里才是

「父家」，哪条「路」才可通向「父家」。这些「神学」，抽象地说说很高

超别致，但对于身在现场的多马与腓力，主的话肯定令他们不知「昏」了多

少回了，怎么也想不出我们的「神学家」们那些高超别致的「解释」。 
 
总而言之，主耶稣这个叫门徒「不要忧愁」的「遗嘱」，门徒听到这里，肯定只会「愁上

加愁」，甚至疑心他们的夫子是不是「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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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们的路 
 
我不怕噜苏再说一遍，以上提到的主的话，我们今天听了也胡涂，当日的门徒，就一定更

胡涂。因为主讲来讲去，我们还是不知道祂说着的究竟是甚么「路」，并且为甚么一定要

讲这一条「路」。 
 
以下的一段，主耶稣终于具体地点出这是一条怎样的「路」，不过，重点却与上文讲的相

反，不是讲主自己的路，而是讲你们（门徒）的路： 
 

12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

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13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甚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

耀。14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甚么，我必成就。l5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相对于上面的经文，这一段是最直接、最具体、最易明的。主的意思不外是： 
 
 
 
 
 
 
 
 
 
 
 
 
 
 
 
 
这样的「意思」，当晚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但相对于「回家预备」、「我就是路」、「子

即是父」等等，实在清楚易明得多了，不消多久，门徒都「明白」了。之不过，这样的说

话──叫你在人间「安心」受苦等死，算甚么「安慰」呢？你自己跑掉去了不知哪里预备

甚么地方，还讲一大堆莫名奇妙的话，却撇下我们在这里受苦等死，甚么意思呢？ 
 
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是怎样写成」的吗？──我前面说过，约翰福音十四至十七章这

份「遗嘱」的信息主线是「主耶稣暂且离开终必回来接你回家」，但主后九十年，老约翰

却是在怎样的具体情景下，重提这个重要信息的呢？答案一定就是当时有不少信徒「等得

不耐烦」，疑心「主耶稣永远离开永不回来接你回家」。记得，圣经不是「神学家」在图

书馆或「牧师」在办公室里头的「闭门创作」，圣经当然是来自上帝启示，但它也是通过

牧者的「悲情」写出来的，是出自忠心的牧者对群羊真正的需要的深情回响。 
 

小子们，我要「撇下」你们先行一步了。 
 
我走后，「我所做的事」（甚么事呢？今晚后你们就知道了，就是为信仰殉难）你

们要跟着做。「更大的事」，当然不是指「做教皇」或「起水晶宫大教堂」或「福

音化世界」，而是以各种形式的「殉道」来步我后麈。 
 
我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甚么」，所「求」的当然限于「殉道」，即你们若想「求

仁」（杀身成仁）的话，我保证一定可以「得仁」，这就叫做「我必成就」。你们

到时的殉难会「荣耀」我进而「荣耀」父，就像我今天的殉难「荣耀」了天父对你

们的饶恕与大爱一样。 
 

小子们，你们若是真心「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跟着我走过的「殉难之

路」，在这条「路」上度你们在世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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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年的门徒来讲，主留下他们「受苦等死」不是甚么「不吉利」的说话，而是实实在

在的事实，自主耶稣离开之后，他们已经不知多少代的信徒受尽世界给他们迫逼苦害。不

过，正因如此，「主耶稣暂且离开终必回来接你回家」的信息，就像「及时两」，非常对

应地响应了当代门徒的困境，极为适切有力地构成很大的安慰。 
 
我们觉得圣经有矛盾，因为我们讲究「抽象理论」，但真正的圣经却是从信徒的具体信仰

处境出发的。对于那几代忠于基督、追随主道、等候主来，却受苦不断的信徒来说，先老

老实实对他们讲明「受苦是忠于主道的必然」，更是主的「遗嘱」老早讲了的，倒是「安

慰的开始」──起码知道他们当下受苦绝不意味「走错路」。记得，对于一个真正有信仰

的人，「受苦」并不可怕，「走错路」（即「白受一场」）才可怕。老约翰对苦难深重绵

长的弟兄姊妹重提这个包含着「信主必需受苦」的「遗嘱」，是对当事人极大的「安慰」。 
 
当然，整全的安慰，自然还必要包含以下的信息，告诉门徒一方面是「我走了」（所以你

们要受苦），但另一方面是「但留下」（我并不真的撇下你们）这个奇妙的真理。 
 

五、我不撇下你们 
 

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17 就是真

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

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18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主肉身离开我们，但祂却赐下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当心，圣经从来没有兴趣「学

术地」讲「三位一体」的问题。这里，主提出圣灵，是扣紧「我走了，但留下」这真理和

门徒的真正需要来说的。简单讲，就是无论如何，祂总会以某种方式与我们同在，就好象

当初父透过子与人同在，后来子也会透过灵与门徒同在。至于为甚么要这么曲折间接，以

后会再解。这一段，主耶稣「留下」了一个「我不会真的撇下我们」的保证。 
 

六、你们必再见我 
 

19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

着。20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21 有了

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

向他显现。」 

 
这份「遗嘱」里，经常出现「不多的时候」这个词组【以后还会见到】。大家注意，这是

一句「安慰话」，重要的不在于究竟「不多」即是多少时候，十天？五十年？二千年？而

是在于「我必回来」。只要「主必回来」，哪么这个「离别之苦」无谁有多久，都是「不

多的时候」。至于「你们却看见我」，指的是三天后主复活再见祂，是五旬节门徒透过圣

灵再见祂，还是主再来与祂永远相见不再分离呢？答案是三者皆有，但以最后者（主再来）

为终极指向。这一段，主耶稣「留下」了一个「我们一定会再见祂」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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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谁能再见我 
 
但我们如何才能「再见」主呢？至于这个「再见」，又似乎可包含最少两个意义，第一个

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永远见到祂，第二个在祂回来之前以某种方式「见」到祂。 
 
主的答案与我的讲道一样，都喜欢大而化之──就是将几样东西「混」在一起讲： 
 

22 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甚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

现呢？」23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

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24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

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这里提到的「向他显然」，可指向爱主守主道的人「最终」（即主回来的时候）必得见到

主的面，即等于必可得救回天家。不过，也可以同时理解为一个爱主守主道的人，即使在

今生现世里，因他有主的道（说话）在心里，主就会在他心里头「显现」，即凭着信心的

眼，他就可以以某种方式「看」见主的。这一段，主耶稣「留下」了一个「你若爱主守主

道，今生来世都可以见到主」的应许和「提示」。 
 

八、我去了，但留下...... 
 

25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

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

的一切话。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

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28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

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29 现在

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30 以后

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31 但要叫世

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 

 
这一段，大部分内容都是重申上述的意思，说主虽然以某种形式「离去」，但仍会以某种

形式「留下」，留下宝贵的应许和帮助给我们，鼓励世世代代的信徒坚忍地信下去、等下

去。这些我就不再重复解释了。至于为甚么会这么重复重复，父母心肠，哪个父母会觉得

自己噜苏的呢？还有需要认真解一下的是较后面的三节： 
 

29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 

 
所谓「还没有成就」的，指的是对第一代门徒来说「将来」要受到的大逼迫，但这些「事

情」到了后来的门徒时，都一一「不幸言中」地「成就」了。这本来是个大不幸，是许多

信徒「不信」的理由，但主耶稣（也是老约翰）却教我们倒过来推论，就是主能够「预先

告诉你们」，那倒就成了祂「可信」的根据，故此信徒受苦的事实反而成为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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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这是第二个当时未发生但后来又应验了的事实。「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

的王将到」，即是我走了后一定会「恶人当道」，他们会霸占一切的「主流声音」，令到

我的道（话）好象在世界再没有「发言权」一般。不过「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恶人

们只是得个样子而已，到我回来，一阵风就没有了，所以不要怕他们，他们恶不了多久。 
 
好了，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你为甚么还是要走呢？」你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不是太

麻烦吗？主的回答是这样的： 

 
31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 

 

这句话淡淡道来，却包含着极曲折又极动人的真理。 

 

原来，主耶稣要「走」，就是「淡出」这个本来是祂的世界，要甘心暂时「让出」祂的荣

耀、权柄以至王座，让「这世界的王」及牠的爪牙（祭司长之流）也文也武。为的是要向

我们信祂的人彰显一个完全爱父──顺服天父的生命是怎样的，指出一条「孝子之路」。 

 

为甚么「子」是回「父家」的路且是唯一的路呢？因为子（基督）来人间「尽孝」，彻底

地顺服天父旨意而成为「孝子」。而「成为孝子」正是「回父家」最理所当然的条件，所

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又说「若非借着我（子），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当

然不是像主一般的「孝子」，我们无法完全「尽诸般的义」，但我们却通过「信」，承认

自己「不识路」，于是单单跟着主的后面走，也能得算为义，可以进入父家。 
 

九、踏上归途 
 

31 「......起来，我们走吧！」 

 
不过，我们始终撇不开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走祂的「尽孝之路」给我们「看」，让我们

「信」，也实实在在地代我们「走」，哪我们跟着主走干甚么呢？回到经文处境，情况也

相当近似，就是当晚明明只是主耶稣孤身一人自己受死受难，祂为甚么还吩咐门徒： 
 

31 「......起来，我们走吧！」 

 
为甚么叫「我们」呢？我们当然不可能亦不需要走与主走过的路本质相同的路。我们不能

为谁赎罪，也不必立甚么功来赎罪，若说只是泛泛地将主当做个「道德教师」学学祂的为

人就叫「跟随祂走」，但是经文本身与信徒的处境都不可能解得这样轻省随便。主实实在

在是呼召我们追随走祂的「血路」，或迟或早要「跟着祂去死」的。 
 
可是，基督的「死」有救赎的必要，但我们的死，对人对己，都没「必要」吧！奥秘，原

来在于主所订立的这份「遗嘱」的一个奇特的「开放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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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从「执行者」到「受益人」 
 
原来，主耶稣所订立的这份「遗嘱」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开放性质」──它没有指名道姓

地「写死」谁是「遗嘱」的受益人，却提出了一个开放的条件： 
 

谁愿意忠实执行这份「遗嘱」，谁就自动成为「遗嘱」受益人。 
 
请再看这节经文，感受一下这种「开放意味」： 
 

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

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原来，我们追随主耶稣基督，甚至对祂忠心至死，并不是一种「功德行为」，不是靠这样

的行为「立功赎罪」或「保证得救」，更不可能像主那样用死来替谁赎罪。我们遵行主道

甚至不惜冒死，理由只得一个，就是真心爱主。这个爱主之心可以反映出我们信主，并相

信祂的降生与受死所「代表」的慈悲天父的大爱。 
 
爱主就是爱父，因为子与父原为一。爱父的必爱「父家」，而爱父家的都必可回父家，因

为天父愿意人人都可以回父家。只有一种人是始终回不了父家的，就是不爱子的，因为不

爱子的必也不爱父（不信父透过子表明的爱）。不爱父的是自己不肯回父家，不是父不许

他回去。父母心肠，除了你自己不想外，作父亲的再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你回家。 
 
遵行主的道是爱主也爱父的具体表现，而且，在遵行的过程中，我们必与主更近，也与世

界更远而不会被它诱惑至「不想回家」，就更能得着保守，直等到主回来接我们返天家。 
 
最后打个比方，希望你们会意。大家想想，上帝要拯救挪亚，有需要要他自己亲手造方舟

吗？上帝自己造一条给挪亚，或干脆把他提到半空避开洪水，又或像救约拿那样用条大鱼

把挪亚吞下肚子里，都无难度吧！却为甚么要挪亚自己亲手造方舟呢？──难道这是行为

主义？是人需要自己努力「做点甚么」来救自己？ 
 
原来，真正危险的不是天上的洪水，要救挪亚脱离洪水，太容易了；真正危险的是人间的

罪恶，要挪亚几百年洁身自爱，不与世界同流合污，那就极难了。结果，要「救」挪亚脱

离世界的诱惑，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叫他迷头迷脑「闭才造舟」，那就「没空」与这个世

界一起胡混了。同样，主耶稣要我们遵从祂的道，也绝对不是行为自救主义，而是让我们

更专注于祂，好尽量减低世界向我们「招手」的诱惑，让我们能安全地等到祂回来。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好多人都会千方百计争夺做某份「遗嘱」的受益人，但所涉及的遗

产，就算多达千亿万亿，都不过身外之物，到头来没有一个「有命享」，而且这些「遗嘱」

都与我们不相干。但我们的主耶稣却立下了这样的一份「开放的遗嘱」，承诺每一位「遗

嘱」的忠实执者都可以成为「遗嘱」的受益人，而这份「遗嘱」涉及的产业，是永生、是

天国、还有上帝儿女的名份。最重要的，是这份「遗嘱」，绝对与你相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