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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救主」（上） 
 

──約翰福章第十八章 

引言、從遺囑之後到信主前後 
 

在最近的多篇講章之中，大家一定會發覺「引言」的部分都十分長，有時幾乎比「正文」還

要長。容許我再嚕囌一遍，這是因為我相信對經文的解釋，最關鍵的不是執字逐句去解，而

是選定一個合宜的身分、角色、關係和態度來解讀，這個合宜的身分、角色、關係和態度的

選定的準則和方法，又往往不是該段經文本身能夠涵括的，而必需訴之於一個更大的脈絡和

背景，需要事先作出交代。 

 

言歸正傳。經過前面多篇講章後，約翰福音第十四至十七章的「遺囑」已經交代過了，接下

來的第十八至十九章，究竟要告訴我們甚麼呢？ 

 

字面看，第十八至十九章講的，是耶穌基督的被賣、被捕、被審訊、被侮辱、被判刑、被釘

十字架、以至被埋葬的整個過程，似乎是大家耳熟能詳，沒甚麼好解的。但大家當心，我問

的不是這兩章「說了甚麼」，而是這兩章「想說甚麼」。換過問法是：第一、耶穌基督的這

件「死亡事件」置於祂的「遺囑」之後，究竟想告訴我們一些甚麼呢？第二、在老約翰於主

後九十年寫的這個約翰福音之中，這兩章在全書的結構布局和主旨發揮上有甚麼作用？ 

 

你或者會認為我「多此一問」，「死亡事件」自然記於「遺囑」之後，這不過是順理成章和

按照自然順序的記載而已，並沒有特別的用意或作用；有之，都不外是傳統所說的基督很愛

我們、為我們受難、代我們受死拯救我們免於一死之類。但我要強烈地指出，這是完全靜態

和抽離的「假釋經」，因為跟本就沒有釋經，沒有將所謂正統的「神學」（字典解釋）重新

置於經文脈絡和背景中來分解其中可能有的更深層、更具體和更有對應性的信息。讀經如果

只是為了讀出幾條人所共知的所謂教義或規條，老實說，根本就不需要讀。 

 

要準確理解這幾章經文，最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主耶穌的「死亡事件」到底是一件

甚麼性質的「死亡事件」。主耶穌的死肯定不是「自然」死亡（譬如老死），也不是「突然」

死亡（譬如意外死），也不是某種「必然」死亡（譬如病得快死）。主不是循例立定遺囑來

交帶一下祂一旦去世之後的後事安排，也不是因為已經病入膏肓去死不遠之類的原因而要馬

上立遺囑交帶身後事。主的死是祂自己非常刻意「部署」、「事先張揚」，甚至頗有點「自

編自導自演」的意味的一件非常奇特的「死亡事件」，但又絕不同於一般的「自殺」。 

 

我之所謂「事先張揚」，主要是指祂的「死」多次多方地明示暗示在緊接其前的「遺囑」裡

面。這就使得主耶穌的「死亡事件」與祂的「遺囑」有一個非常特殊的關係與內在的連繫。

應該說，祂的「遺囑」其實更似一篇「殉道宣言」。祂是「宣讀」完祂的「遺囑──殉道宣

言」（十四至十七章），然後就主動去促成自己的「死亡事件──慷慨赴義」（十八至十九

章）的。再換言之，這裡主的「遺囑」與祂的「死亡事件」的連接記載，絕對不是自然的順

理成章，而是大有文章和極具深意，就是要展現一位「慷慨赴死」的救主，並一條「以死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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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奇特的拯救之路。而同樣重要的，是這條路還有很重要的典範性，就是追隨主者都當

這樣步主後塵。 

 

總而言之，我們讀十四至十七章的主的「遺囑」，不能視為泛泛的交帶後事，而要看為主慷

慨赴死前的殉道宣言，相當大程度上，也是我們自己的殉道宣言。同樣，我們讀十八至十九

章的主的「受死」，不能視為祂「個人」的死亡事件，而是主慷慨赴死「以死救生」的拯救

之路，相當大程度上，也是我們背十架追隨主者日後必走之路的典範。（記得，十一位使徒

日後幾乎全數殉道，與祂們的主一樣）讀經，必需讀成這樣，否則，讀來幹嗎？好了，入正

文前，為使大家更加明白為甚麼一定要「效法基督」，我再多說幾句話。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這個經驗，就是對於一個信了耶穌的人，包括自己，經常會問一個問

題，就是他「信主前後」，事實上有甚麼，或者至少應該有甚麼「不同」。內在方面，譬如

人品是否更加正直、理想是否更加崇高、態度是否更加積極；外在方面，譬如際遇是否更加

平順、人際是否有所改善、理想是否更能達到。不過，若果你心清眼利，就會發現這個看似

是信主前後的「比較」的真正依據或準則，其實不是基督信仰本身，而是當事人自己的情況

和境遇，並按此「推論」當事人是否信了耶穌，甚至再進一步「推論」基督教是否可信。我

信主再加牧會大概三十年，耳聞目睹的所謂「見證」，大多數都是這一路數的東西。 

 

然而，事實卻是，這樣的「推論」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一個人不一定要信耶穌，他信仰許

多比較「大路」和「健康」的東西，都可以得到某種人格提高、心理健康、際遇改善、目標

達到的果效。類似的所謂「見證」，你絕對可以在所有宗教，甚至可以在共產黨和法輪功裡

頭找到。第二、上述提到的所謂前後的對比，包括所謂提高或改善，所依據的標準其實是當

事人自己之前的狀況與一般的社會標準，與他聲稱所信的東西其實可以毫不干相。這類「見

證」，讓人真正上心在意的，是所謂提高或改善（即信仰果效），而不是信仰內容。 

 

今天的信息，我卻要告訴大家一個極不同相又極其重要和準確的「基準」，就是要檢證一個

人是否真的相信了耶穌基督，不是拿「以前的他」與「現在的他」來比較，然後照一般標準

看有否甚麼了不起的提高或改善；而是要拿「在前的基督」與「在後的他」來比較，看他究

竟是否「像」他所聲稱他相信追隨的那位耶穌基督。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四至十七章中，

先用言語立下「遺囑」，囑咐我們要隨祂腳蹤、走祂的路、依祂的指示來度世上的光陰；到

第十八至十九章，主更以祂有血有肉的行動，立下更加具體的「遺囑」，具體地「示範」祂

走的怎樣的一條「死裡求生」的道路。可以說，主在十八至十九章的行動（死亡事件），是

前面的口頭「遺囑」（殉道宣言）的具體落實和展示。 

 

主耶穌說的這一切（十四至十七章的遺言）、做的這一切（十八至十九章的示範），為的就

是要為我們立下一個「基準」──信耶穌就只得這一種信法，除此以外，別無拯救。任何人

聲稱他「信耶穌」，但他的「信法」卻不依從十四至十七章的指引，不仿照十八至十九章的

典範，他的信就是假的，他的所謂「信主前後的改變（改善或進步）」，若不是可悲的一場

誤會，就是邪惡的蓄意行騙，意圖混淆視聽誤導眾生，比不信更加不幸、甚至更加有罪。我

們拿著這個「結論」，回頭再看正文，看是否成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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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領我們上路 
 

1 耶穌說了這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他和門徒進去了。 

 

主「說了這話」，就是講完了祂的「殉道宣言」後，就坐言起行，出去慷慨赴死了。我們

知道，成就救恩的是主耶穌自己一個人的工作，門徒不可能為他分擔甚麼或協助祂做些甚

麼。而且不消一會後，門徒就「雞飛狗走」，各自逃命，丟下主耶穌自己一個了，主自己也

是一早就知道的。既是這樣，祂還「同門徒出去......和門徒進去（園子）」幹甚麼呢？ 

 

這是因為祂要「領門徒（我們）上路」，通俗的說，是助他們「信仰起飛」。當晚主耶穌

走上赴死之路，門徒卻沒有信心、沒有意識、也沒有能力跟上，連陪主警醒一會也做不到。

但主很知道門徒要成就他們自己的信仰之路，日後也要走相似的路，於是，這一晚，祂刻意

部署，要他們親眼目睹主走的是一條怎樣的路，知道主的受辱犧牲是何等偉大和艱難；與

之同時，也親身經歷自己「棄主逃命」的軟弱和可鄙，一方面是設身知道「離了主就不能

作甚麼」，永遠不敢再誇口，好可以一生一世謹隨主命一信到底；另一方面是深切領會「傷

害主」一次就夠了，以後再遇危險，也不忍心再「棄主逃命」，而能至死忠心，寧死不屈。 

 

就在這最後一晚，主領門徒走的雖然只是「一小段」路，但已經足以使他們日後有足夠的信

心、意識和能力，自己走餘下的「一大段」路，能忠心至死，直到天家。告訴大家，第一代

的使徒統統都能夠至死忠心，就是因為他們曾有過這一晚上某種與主耶穌「同生共死」共走

一路的經歷。你若也想堅信到底，就必要「代入」第一代使徒的身分、角色、關係和態度來

解讀主耶穌的「遺囑」和「受死」，彷彿你也是在同一個晚上，躬聽主的殉道宣言，目睹主

的受苦受辱、又曉得自己的軟弱和可鄙，與主耶穌「同生共死」──生的是對祂的信心，死

的是對自己的狂妄，從此，不信自己只信基督。好了，主體信息其實講完了，以下的都是細

節或註解而已。 

 

二、基督正路──不逃不抗始能成救主 
 

接下來要說的，其實就是怎樣才是一條「以死救生」的路。簡單說，這是一條用「殉道」

來「得生命」的道路。當晚，主耶穌就展示了最完整的「示範」： 

 

2 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屢次上那裏去聚集。3 猶大領了一隊

兵，和祭司長並法利賽人的差役，拿著燈籠、火把、兵器，就來到園裏。4 耶穌知道

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5 他們回答說：「找拿撒

勒人耶穌。」耶穌說：「我就是！」賣他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那裏。6 耶穌一說「我

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7 他又問他們說：「你們找誰？」他們說：「找拿撒

勒人耶穌。」8耶穌說：「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去吧。」

9這要應驗耶穌從前的話，說：「你所賜給我的人，我沒有失落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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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西門‧彼得帶著一把刀，就拔出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那僕人名叫馬勒古。11 耶穌就對彼得說：「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

可不喝呢？」12 那隊兵和千夫長，並猶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穌，把他捆綁了，13 先

帶到亞那面前，因為亞那是本年作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14 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

太人發議論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這裡，我們清清楚楚看到一個「不逃跑」和「不反抗」的救主形象。許多基督徒往往人云

亦云，說這就「看出」耶穌基督多麼偉大、多麼善良，卻不知這種形象其實是完全違反一個

「拯救者」的正常表現。基督的「不逃跑」與「不反抗」，實質等同「束手就擒」，換言之

即是「自身難保」。請想清楚，一個自身難保的人能拯救別人嗎？彼得拿刀斬人，許多基

督徒又人云亦云，說他「衝動」要不得，但請想清楚，若你是門徒，看到主耶穌這副「束手

就擒」和「自身難保」的尊容，能不拔刀而起，自己出手挺而「護主」嗎？換個講法，就是

在當晚的門徒的眼中，主耶穌不但救不了門徒，甚至要門徒出手相救哩！ 

 

我說一萬遍了，請不要「抽象」，一定要「具體」，只要你一具體，你就一定會發現當晚的

主耶穌，無論怎麼看，都一點不像個「救主」，倒更像一個落難到要別人救的「難民」。但

是，微妙的是，經文的字裡行間，卻是微言大義，暗示了主耶穌正正因為祂這樣「不逃跑」

與「不反抗」，才能成其為救主，才能成就真正的救恩： 

 

8 耶穌說：「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去吧。」9 這要應

驗耶穌從前的話，說：「你所賜給我的人，我沒有失落一個。」 

 

14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發議論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原來，基督信仰關於拯救的精義絕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樣的，主耶穌用以拯救我們的方

式，不是「驅走」我們的苦罪，而是「擔當」我們的苦罪，像主挺身而出保護門徒讓他們逃

走，「沒有失落一個」，又像該亞法所說的「一個人替百姓死」一樣。 

 

這是因為主耶穌要拯救的不是我們日常泛泛的困境，更不是甚麼邪神惡魔對我們的攻擊，而

是我們因得罪上帝而招來的終極刑罰。換句話說，主的受死雖然是通過祭司長、彼拉多及群

眾的手進行的，但背後促成其事的卻是上帝，是「父所給主的苦杯」。所以，主拯救我們就

不是幫助我們「反抗」上帝的責罰（苦杯），倒是全心順服上帝旨意，代替我們受罰。這是

一個與全界都不同的「救主」觀念。世俗意義的所謂拯救者，他們必是「強者」，能夠保護

自己才能拯救我們；但我們的基督卻顯為「弱者」，看似自身不保，不逃跑，也不反抗，但

正因如此，祂才能夠拯救我們免於終極的刑罰與死亡。 

 

總之，主示範的是一條正確的路──不逃跑不反抗始能成為救主、成就救恩。好了，那麼錯

誤的路又是怎樣的呢？當晚，大師兄彼得就給我們「示範」了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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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彼得錯路──又抗又逃連自己都救不了 

 

10 西門‧彼得帶著一把刀，就拔出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那僕人名叫馬勒古。11 耶穌就對彼得說：「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

可不喝呢？」...... 

 

15 西門‧彼得跟著耶穌，還有一個門徒跟著。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識的，他就同耶

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16 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和看門

的使女說了一聲，就領彼得進去。17 那看門的使女對彼得說：「你不也是這人的門

徒嗎？」他說：「我不是。」18 僕人和差役因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裏烤火；

彼得也同他們站著烤火。...... 

 

24 亞那就把耶穌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仍是捆著解去的。25 西門‧彼得正站著烤

火，有人對他說：「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彼得不承認，說：「我不是。」26 有

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說：「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園子裏

嗎？」27 彼得又不承認。立時雞就叫了。 

 

其實，有了主耶穌「不逃跑」與「不反抗」的正面典範，彼得的反面例子就不必多加唇舌

解釋說明了，一望而知，就知道一定是倒過來的某種自作聰明或自以為是的「逃跑」與「反

抗」行為。長話短說，彼得動刀亂砍，就是某種「反抗」，彼得三次不認主，就是某種「逃

跑」，想通過「逃跑」與「反抗」這類死命掙扎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和結局。 

 

根據常識，懂得「逃跑」與「反抗」的人，表面上是「強者」，因為他們十分懂得「保護自

己」，於是，看上去，就似乎也能夠拯救你似的。但事實上，這樣的人，好像彼得，肯定連

自己都救不了──拿把小刀跟羅馬兵拼命，不是自尋短見嗎？指天發誓說不認識主，你把別

人當傻子嗎？這不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嗎？ 

 

基督徒得勝之道，絕不是靠「逃跑」與「反抗」。首先，你要有通盤的眼界，明白臨到我們

的苦罪困境背後的終極來源是上帝的旨意，是因著我們自己的罪過，或為了我們更大的好處

而加在我們身上的，我們應當像主那樣順服，而不是像彼得那樣逃跑反抗。主耶穌以無罪之

軀也甘心受苦受辱，我們是有罪之人，更當順服到底。自作聰明地逃跑與反抗，最大的危險

不是無法勝過某樣苦難或某些表面上的敵人（譬如祭司長、羅馬兵或各種天災人禍），而是

自覺或不自覺地犯下更大的反叛與不信之罪，到頭來落在上帝手上，就「死」得更加徹底。 

 

聖經真的極具深義，甚至很有「幽默感」，主耶穌與彼得的對比就很戲劇性了──不逃跑不

反抗的主耶穌能拯救萬民，又逃跑又反抗的彼得連自己的都救不了。弟兄姊妹，看到嗎？聖

經不是給我們靜態分析研究的，而是動態學習追隨的。讀完這些聖經後，你必要立志、必要

選擇，自己要走主耶穌看似愚昧卻「死而得生」的路，還是彼得自作聰明卻「貪生送死」的

路？以下幾點，我會進一步具體說明主走的是怎樣的一條「死而得生」的路。 

 



 6

四、備受剝削的救主 
 

大家必要記得，主耶穌「死而得生」及「以死救生」的路，其中的「死」絕不僅指祂在十字

架上「斷氣」的一剎那，而是指祂一生的過程。內在地看，主的「死」是指祂一生對天父上

帝的完全順服，「順服至死」是這個順服的高峰表現而非唯一表現。而外在地看，主的「死」

卻呈現為一個在人間被「徹底剝削」的過程，被一件又一件地奪去祂所應得的東西。我們

看以下的經文： 

 

19 大祭司就以耶穌的門徒和他的教訓盤問他。20 耶穌回答說：「我從來是明明地對

世人說話。我常在會堂和殿裏，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訓人；我在暗地裏並沒有說

甚麼。21 你為甚麼問我呢？可以問那聽見的人，我對他們說的是甚麼；我所說的，

他們都知道。」22 耶穌說了這話，旁邊站著的一個差役用手掌打他，說：「你這樣

回答大祭司嗎？」23 耶穌說：「我若說的不是，你可以指證那不是；我若說的是，

你為甚麼打我呢？」 

 

這裡，我們看到主被奪去的，是起碼的公理，起碼的人的尊嚴。祂被無理地逮捕和審訊、更

被侮辱性地無理掌摑。當然，這只是佔主被「剝削」的一個很小的部分。天地的主究竟如何

被徹徹底底地「剝」去一切，要連同下一章一起講才能講得全面，講得更加觸目驚心，這裡

就說到這裡，留待下一篇詳講。 

 

五、成為棄物的救主 
 

上一點粗略提到主應有的東西（包括具體的或抽象的）都被一一剝削，最後，剩下赤條條的

就只有主自己的一副身軀了。人們卻又如何看待基督這個「人」呢？ 

 

28 眾人將耶穌從該亞法那裏往衙門內解去，那時天還早。他們自己卻不進衙門，恐

怕染了污穢，不能吃逾越節的筵席。 

 

29 彼拉多就出來，到他們那裏，說：「你們告這人是為甚麼事呢？」30 他們回答說：

「這人若不是作惡的，我們就不把他交給你。」31 彼拉多說：「你們自己帶他去，

按著你們的律法審問他吧。」猶太人說：「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32 這要應驗耶

穌所說自己將要怎樣死的話了。 

 

38......說了這話，又出來到猶太人那裏，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39

但你們有個規矩，在逾越節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人，你們要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王

嗎？」40 他們又喊著說：「不要這人，要巴拉巴！」這巴拉巴是個強盜。 

 

連同上文，我們看到，當晚，所有人都以各種理由或原因將主「棄絕」。最先是猶大為怕

惹禍上身而「賣主」，然後是門徒為各自保命「棄主」，之後是彼得「不認主」，再後是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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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領袖為切身利益而誣告主，群眾又因主令他們「失望」而「寧要巴拉巴不要耶穌」，最

後，彼拉多亦覺得耶穌「麻煩」，怕得罪群眾烏沙不保，而將祂交給猶太人殺了了事。 

 

簡單說，人們奪去主耶穌一切東西後，就將祂當「垃圾」地遺棄了。上述的經文，最可怕的

是這一段所反映出的主被人棄絕的「程度」： 

 

28 眾人將耶穌從該亞法那裏往衙門內解去，那時天還早。他們自己卻不進衙門，恐

怕染了污穢，不能吃逾越節的筵席。 

 

這些猶太人要殺主、要棄絕主，但又怕進入外邦人的衙門而「污穢」自己，但仍要把耶穌

押去，非置祂死地不可，可想而知，主耶穌在他們心目中，是一件多麼「污穢」的「圾圾」

──就像一個極有潔癖，一生都未進入過「垃圾站」親手棄置垃圾的人，都忍受不了，都寧

願馬上帶去將它棄掉。 

 

與上一點相似，榮耀的主究竟如何被人當「垃圾」看待和棄絕，要連同下一章一起講才能講

得全面，講得更加觸目驚心，這裡就說到這裡，留待下一篇詳講。 

 

六、都為了甚麼？──忍辱負重以待復國 
 

來到這裡，我們看到主耶穌走的是一條怎樣的「救主之路」──不逃走、不反抗、落得自身

難保，受盡各種剝削，最後被當成最污穢的垃圾棄絕。請你具體，不要抽象，這樣的「救主

之路」，不是太過分、太偏激，甚至太不對題嗎？總的一句，是「為甚麼呢」──要拯救我

們，直接點「賜福」給我們不可以嗎？你不為我們解決任何具體問題，卻搞得自己「爛身爛

世」，有甚麼用呢？以下的一段，就告訴了我們箇中原因： 

 

33 彼拉多又進了衙門，叫耶穌來，對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34 耶穌回答說：

「這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別人論我對你說的呢？」35 彼拉多說：「我豈是猶太人

呢？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做了甚麼事呢？」36 耶穌回答說：「我的

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

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37 彼拉多就對他說：「這樣，你是王嗎？」耶穌回答說：

「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

聽我的話。」38 彼拉多說：「真理是甚麼呢？」...... 

 

今天，絕大多數的基督徒的「福音觀」裡都喪失了正確的「天國觀」，要嗎就將基督救恩

降格為純粹的「個人福音」，今生是改良你的品格際遇，來生是給你永生保證之類，根本

不涉天國觀念，或僅將之抽象化為含含糊糊的「教會即天國」的說法；要嗎就將基督救恩扭

曲為各色各樣的「社會福音」，「天國」云云不外是在人間泡製某種「和諧社會」或「基

督文明」，諸如此類。主耶穌卻不容許我們抽象，祂說的天國是實實在在的一個由祂具體地

親自掌權的政權國度，祂終有一天要再回來，擊倒例邦，具體地建立這個永恆天國，在今生

裡悔改信主的人，必會成為將來天國的子民。 

 



 8

好了，這種正確的「天國觀」和「福音觀」，卻又是可以怎樣解釋主耶穌如此過分、偏激和

不對題的拯救行動呢？請大家再細味這兩節關鍵性的經文： 

 

36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

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37......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

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 

 

原來，這兩節是主耶穌關乎天國的「立國宣言」： 

 

第一、祂第一次來不是要馬上得國（建國）登位掌權。祂的國暫時是隱藏的，「這世

界的王」還會風光作惡好一段時日，主的管治權力也會暫時被「壓制」。這期間，主

自己以至祂的門徒，權利會被暫時剝奪，所以都要在世界受痛苦、受屈辱。 

 

第二、到了祂第二次來，祂就會「公開」祂的王者身分──祂確是王，而且是萬王之

王，擊到一切敵人，特別是冒祂名的「假王」（假基督），重奪本屬於祂而祂暫時捨

棄的王權，建立永遠的天國。 

 

第三、在祂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來之間，祂要做一件「預備建國」的事，就是「暗裡召

集」祂的子民，預備他們成為將來正式立國後的天國子民。而祂召集他們的方法是通

過某種「暗號」──真理（祂自己的話語和行動，最重要的是祂的「遺囑」與「死亡

事件」）。凡順服知罪的人，都會明白這些話的「暗示」，知道誰才是真命天子，甘

心效主一般忍辱負重，等待基督再來「復國」。 

 

弟兄姊妹，知否？知否？信耶穌云云，其實就是參與主耶穌「密謀復國」的大計，不是做個

好人、等上天堂，辦間不三不四的「教會學校」，建立個更不三不四的「基督化文明」之類

的「九唔搭八」（全不相干）的事情！ 

 

結語、你像主嗎？ 
 

至此，你明白為甚麼你要「像」主，要效法基督，追隨基督嗎？原來，這樣做絕對不是為了

滿足行為要求，而是要符合另一個對「暗號」的要求。 

 

主第一次來時，我們憑聖經啟示的「暗號」，包括祂卑微寒酸的出生、屈辱無比的受難，認

出祂才是「真命天子」，因而相信和效忠於祂；相似的是，主第二次來時，祂要倒過來在我

們身上找「暗號」，好認出我們是不是「天國良民」，因而「放過」我們，接納我們進入祂

的國度。這個「暗號」又是甚麼呢？簡單得很，就是你身上有沒有像主身上的差不多的「傷

痕」──有像祂一般地受過痛苦、受過屈辱的「證明」。至於如何可以在你身上留有這些「傷

痕」呢？同樣簡單得很，依足主耶穌的「遺囑」與「示範」去做，你想沒有也不可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