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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救主」（上） 
 

──约翰福章第十八章 

引言、从遗嘱之后到信主前后 
 

在最近的多篇讲章之中，大家一定会发觉「引言」的部分都十分长，有时几乎比「正文」还

要长。容许我再噜苏一遍，这是因为我相信对经文的解释，最关键的不是执字逐句去解，而

是选定一个合宜的身分、角色、关系和态度来解读，这个合宜的身分、角色、关系和态度的

选定的准则和方法，又往往不是该段经文本身能够涵括的，而必需诉之于一个更大的脉络和

背景，需要事先作出交代。 

 

言归正传。经过前面多篇讲章后，约翰福音第十四至十七章的「遗嘱」已经交代过了，接下

来的第十八至十九章，究竟要告诉我们甚么呢？ 

 

字面看，第十八至十九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被卖、被捕、被审讯、被侮辱、被判刑、被钉

十字架、以至被埋葬的整个过程，似乎是大家耳熟能详，没甚么好解的。但大家当心，我问

的不是这两章「说了甚么」，而是这两章「想说甚么」。换过问法是：第一、耶稣基督的这

件「死亡事件」置于祂的「遗嘱」之后，究竟想告诉我们一些甚么呢？第二、在老约翰于主

后九十年写的这个约翰福音之中，这两章在全书的结构布局和主旨发挥上有甚么作用？ 

 

你或者会认为我「多此一问」，「死亡事件」自然记于「遗嘱」之后，这不过是顺理成章和

按照自然顺序的记载而已，并没有特别的用意或作用；有之，都不外是传统所说的基督很爱

我们、为我们受难、代我们受死拯救我们免于一死之类。但我要强烈地指出，这是完全静态

和抽离的「假释经」，因为跟本就没有释经，没有将所谓正统的「神学」（字典解释）重新

置于经文脉络和背景中来分解其中可能有的更深层、更具体和更有对应性的信息。读经如果

只是为了读出几条人所共知的所谓教义或规条，老实说，根本就不需要读。 

 

要准确理解这几章经文，最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主耶稣的「死亡事件」到底是一件

甚么性质的「死亡事件」。主耶稣的死肯定不是「自然」死亡（譬如老死），也不是「突然」

死亡（譬如意外死），也不是某种「必然」死亡（譬如病得快死）。主不是循例立定遗嘱来

交带一下祂一旦去世之后的后事安排，也不是因为已经病入膏肓去死不远之类的原因而要马

上立遗嘱交带身后事。主的死是祂自己非常刻意「部署」、「事先张扬」，甚至颇有点「自

编自导自演」的意味的一件非常奇特的「死亡事件」，但又绝不同于一般的「自杀」。 

 

我之所谓「事先张扬」，主要是指祂的「死」多次多方地明示暗示在紧接其前的「遗嘱」里

面。这就使得主耶稣的「死亡事件」与祂的「遗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与内在的连系。

应该说，祂的「遗嘱」其实更似一篇「殉道宣言」。祂是「宣读」完祂的「遗嘱──殉道宣

言」（十四至十七章），然后就主动去促成自己的「死亡事件──慷慨赴义」（十八至十九

章）的。再换言之，这里主的「遗嘱」与祂的「死亡事件」的连接记载，绝对不是自然的顺

理成章，而是大有文章和极具深意，就是要展现一位「慷慨赴死」的救主，并一条「以死救



 2

生」的奇特的拯救之路。而同样重要的，是这条路还有很重要的典范性，就是追随主者都当

这样步主后尘。 

 

总而言之，我们读十四至十七章的主的「遗嘱」，不能视为泛泛的交带后事，而要看为主慷

慨赴死前的殉道宣言，相当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的殉道宣言。同样，我们读十八至十九

章的主的「受死」，不能视为祂「个人」的死亡事件，而是主慷慨赴死「以死救生」的拯救

之路，相当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背十架追随主者日后必走之路的典范。（记得，十一位使徒

日后几乎全数殉道，与祂们的主一样）读经，必需读成这样，否则，读来干吗？好了，入正

文前，为使大家更加明白为甚么一定要「效法基督」，我再多说几句话。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个经验，就是对于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包括自己，经常会问一个问

题，就是他「信主前后」，事实上有甚么，或者至少应该有甚么「不同」。内在方面，譬如

人品是否更加正直、理想是否更加崇高、态度是否更加积极；外在方面，譬如际遇是否更加

平顺、人际是否有所改善、理想是否更能达到。不过，若果你心清眼利，就会发现这个看似

是信主前后的「比较」的真正依据或准则，其实不是基督信仰本身，而是当事人自己的情况

和境遇，并按此「推论」当事人是否信了耶稣，甚至再进一步「推论」基督教是否可信。我

信主再加牧会大概三十年，耳闻目睹的所谓「见证」，大多数都是这一路数的东西。 

 

然而，事实却是，这样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一个人不一定要信耶稣，他信仰许

多比较「大路」和「健康」的东西，都可以得到某种人格提高、心理健康、际遇改善、目标

达到的果效。类似的所谓「见证」，你绝对可以在所有宗教，甚至可以在共产党和法轮功里

头找到。第二、上述提到的所谓前后的对比，包括所谓提高或改善，所依据的标准其实是当

事人自己之前的状况与一般的社会标准，与他声称所信的东西其实可以毫不干相。这类「见

证」，让人真正上心在意的，是所谓提高或改善（即信仰果效），而不是信仰内容。 

 

今天的信息，我却要告诉大家一个极不同相又极其重要和准确的「基准」，就是要检证一个

人是否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不是拿「以前的他」与「现在的他」来比较，然后照一般标准

看有否甚么了不起的提高或改善；而是要拿「在前的基督」与「在后的他」来比较，看他究

竟是否「像」他所声称他相信追随的那位耶稣基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至十七章中，

先用言语立下「遗嘱」，嘱咐我们要随祂脚踪、走祂的路、依祂的指示来度世上的光阴；到

第十八至十九章，主更以祂有血有肉的行动，立下更加具体的「遗嘱」，具体地「示范」祂

走的怎样的一条「死里求生」的道路。可以说，主在十八至十九章的行动（死亡事件），是

前面的口头「遗嘱」（殉道宣言）的具体落实和展示。 

 

主耶稣说的这一切（十四至十七章的遗言）、做的这一切（十八至十九章的示范），为的就

是要为我们立下一个「基准」──信耶稣就只得这一种信法，除此以外，别无拯救。任何人

声称他「信耶稣」，但他的「信法」却不依从十四至十七章的指引，不仿照十八至十九章的

典范，他的信就是假的，他的所谓「信主前后的改变（改善或进步）」，若不是可悲的一场

误会，就是邪恶的蓄意行骗，意图混淆视听误导众生，比不信更加不幸、甚至更加有罪。我

们拿着这个「结论」，回头再看正文，看是否成立吧。 

 



 3

一、主领我们上路 
 

1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汲沦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 

 

主「说了这话」，就是讲完了祂的「殉道宣言」后，就坐言起行，出去慷慨赴死了。我们

知道，成就救恩的是主耶稣自己一个人的工作，门徒不可能为他分担甚么或协助祂做些甚么。

而且不消一会后，门徒就「鸡飞狗走」，各自逃命，丢下主耶稣自己一个了，主自己也是一

早就知道的。既是这样，祂还「同门徒出去......和门徒进去（园子）」干甚么呢？ 

 

这是因为祂要「领门徒（我们）上路」，通俗的说，是助他们「信仰起飞」。当晚主耶稣

走上赴死之路，门徒却没有信心、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跟上，连陪主警醒一会也做不到。

但主很知道门徒要成就他们自己的信仰之路，日后也要走相似的路，于是，这一晚，祂刻意

部署，要他们亲眼目睹主走的是一条怎样的路，知道主的受辱牺牲是何等伟大和艰难；与

之同时，也亲身经历自己「弃主逃命」的软弱和可鄙，一方面是设身知道「离了主就不能

作甚么」，永远不敢再夸口，好可以一生一世谨随主命一信到底；另一方面是深切领会「伤

害主」一次就够了，以后再遇危险，也不忍心再「弃主逃命」，而能至死忠心，宁死不屈。 

 

就在这最后一晚，主领门徒走的虽然只是「一小段」路，但已经足以使他们日后有足够的信

心、意识和能力，自己走余下的「一大段」路，能忠心至死，直到天家。告诉大家，第一代

的使徒统统都能够至死忠心，就是因为他们曾有过这一晚上某种与主耶稣「同生共死」共走

一路的经历。你若也想坚信到底，就必要「代入」第一代使徒的身分、角色、关系和态度来

解读主耶稣的「遗嘱」和「受死」，彷佛你也是在同一个晚上，躬听主的殉道宣言，目睹主

的受苦受辱、又晓得自己的软弱和可鄙，与主耶稣「同生共死」──生的是对祂的信心，死

的是对自己的狂妄，从此，不信自己只信基督。好了，主体信息其实讲完了，以下的都是细

节或批注而已。 

 

二、基督正路──不逃不抗始能成救主 
 

接下来要说的，其实就是怎样才是一条「以死救生」的路。简单说，这是一条用「殉道」

来「得生命」的道路。当晚，主耶稣就展示了最完整的「示范」： 

 

2 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3 犹大领了一队

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4 耶稣知道

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5 他们回答说：「找拿撒

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6 耶稣一说「我

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7 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

勒人耶稣。」8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9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 



 4

 

10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那仆人名叫马勒古。11 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

可不喝呢？」12 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13 先

带到亚那面前，因为亚那是本年作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14 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

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这里，我们清清楚楚看到一个「不逃跑」和「不反抗」的救主形象。许多基督徒往往人云

亦云，说这就「看出」耶稣基督多么伟大、多么善良，却不知这种形象其实是完全违反一个

「拯救者」的正常表现。基督的「不逃跑」与「不反抗」，实质等同「束手就擒」，换言之

即是「自身难保」。请想清楚，一个自身难保的人能拯救别人吗？彼得拿刀斩人，许多基

督徒又人云亦云，说他「冲动」要不得，但请想清楚，若你是门徒，看到主耶稣这副「束手

就擒」和「自身难保」的尊容，能不拔刀而起，自己出手挺而「护主」吗？换个讲法，就是

在当晚的门徒的眼中，主耶稣不但救不了门徒，甚至要门徒出手相救哩！ 

 

我说一万遍了，请不要「抽象」，一定要「具体」，只要你一具体，你就一定会发现当晚的

主耶稣，无论怎么看，都一点不像个「救主」，倒更像一个落难到要别人救的「难民」。但

是，微妙的是，经文的字里行间，却是微言大义，暗示了主耶稣正正因为祂这样「不逃跑」

与「不反抗」，才能成其为救主，才能成就真正的救恩： 

 

8 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9 这要应

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 

 

14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原来，基督信仰关于拯救的精义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的，主耶稣用以拯救我们的方

式，不是「驱走」我们的苦罪，而是「担当」我们的苦罪，像主挺身而出保护门徒让他们逃

走，「没有失落一个」，又像该亚法所说的「一个人替百姓死」一样。 

 

这是因为主耶稣要拯救的不是我们日常泛泛的困境，更不是甚么邪神恶魔对我们的攻击，而

是我们因得罪上帝而招来的终极刑罚。换句话说，主的受死虽然是通过祭司长、彼拉多及群

众的手进行的，但背后促成其事的却是上帝，是「父所给主的苦杯」。所以，主拯救我们就

不是帮助我们「反抗」上帝的责罚（苦杯），倒是全心顺服上帝旨意，代替我们受罚。这是

一个与全界都不同的「救主」观念。世俗意义的所谓拯救者，他们必是「强者」，能够保护

自己才能拯救我们；但我们的基督却显为「弱者」，看似自身不保，不逃跑，也不反抗，但

正因如此，祂才能够拯救我们免于终极的刑罚与死亡。 

 

总之，主示范的是一条正确的路──不逃跑不反抗始能成为救主、成就救恩。好了，那么错

误的路又是怎样的呢？当晚，大师兄彼得就给我们「示范」了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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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彼得错路──又抗又逃连自己都救不了 

 

10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那仆人名叫马勒古。11 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

可不喝呢？」...... 

 

15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

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16 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

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17 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

徒吗？」他说：「我不是。」18 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

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 

 

24 亚那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25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

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26 有

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

吗？」27 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 

 

其实，有了主耶稣「不逃跑」与「不反抗」的正面典范，彼得的反面例子就不必多加唇舌

解释说明了，一望而知，就知道一定是倒过来的某种自作聪明或自以为是的「逃跑」与「反

抗」行为。长话短说，彼得动刀乱砍，就是某种「反抗」，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是某种「逃

跑」，想通过「逃跑」与「反抗」这类死命挣扎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结局。 

 

根据常识，懂得「逃跑」与「反抗」的人，表面上是「强者」，因为他们十分懂得「保护自

己」，于是，看上去，就似乎也能够拯救你似的。但事实上，这样的人，好象彼得，肯定连

自己都救不了──拿把小刀跟罗马兵拼命，不是自寻短见吗？指天发誓说不认识主，你把别

人当傻子吗？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 

 

基督徒得胜之道，绝不是靠「逃跑」与「反抗」。首先，你要有通盘的眼界，明白临到我们

的苦罪困境背后的终极来源是上帝的旨意，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过，或为了我们更大的好处

而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应当像主那样顺服，而不是像彼得那样逃跑反抗。主耶稣以无罪之

躯也甘心受苦受辱，我们是有罪之人，更当顺服到底。自作聪明地逃跑与反抗，最大的危险

不是无法胜过某样苦难或某些表面上的敌人（譬如祭司长、罗马兵或各种天灾人祸），而是

自觉或不自觉地犯下更大的反叛与不信之罪，到头来落在上帝手上，就「死」得更加彻底。 
 

圣经真的极具深义，甚至很有「幽默感」，主耶稣与彼得的对比就很戏剧性了──不逃跑不

反抗的主耶稣能拯救万民，又逃跑又反抗的彼得连自己的都救不了。弟兄姊妹，看到吗？圣

经不是给我们静态分析研究的，而是动态学习追随的。读完这些圣经后，你必要立志、必要

选择，自己要走主耶稣看似愚昧却「死而得生」的路，还是彼得自作聪明却「贪生送死」的

路？以下几点，我会进一步具体说明主走的是怎样的一条「死而得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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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受剥削的救主 
 

大家必要记得，主耶稣「死而得生」及「以死救生」的路，其中的「死」绝不仅指祂在十字

架上「断气」的一剎那，而是指祂一生的过程。内在地看，主的「死」是指祂一生对天父上

帝的完全顺服，「顺服至死」是这个顺服的高峰表现而非唯一表现。而外在地看，主的「死」

却呈现为一个在人间被「彻底剥削」的过程，被一件又一件地夺去祂所应得的东西。我们

看以下的经文： 

 

19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20 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

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

甚么。21 你为甚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甚么；我所说的，

他们都知道。」22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

回答大祭司吗？」23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

你为甚么打我呢？」 

 

这里，我们看到主被夺去的，是起码的公理，起码的人的尊严。祂被无理地逮捕和审讯、更

被侮辱性地无理掌掴。当然，这只是占主被「剥削」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天地的主究竟如何

被彻彻底底地「剥」去一切，要连同下一章一起讲才能讲得全面，讲得更加触目惊心，这里

就说到这里，留待下一篇详讲。 

 

五、成为弃物的救主 
 

上一点粗略提到主应有的东西（包括具体的或抽象的）都被一一剥削，最后，剩下赤条条的

就只有主自己的一副身躯了。人们却又如何看待基督这个「人」呢？ 

 

28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

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 

 

29 彼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甚么事呢？」30 他们回答说：

「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31 彼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

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32 这要应验耶

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38......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甚么罪来。39

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

吗？」40 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连同上文，我们看到，当晚，所有人都以各种理由或原因将主「弃绝」。最先是犹大为怕

惹祸上身而「卖主」，然后是门徒为各自保命「弃主」，之后是彼得「不认主」，再后是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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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领袖为切身利益而诬告主，群众又因主令他们「失望」而「宁要巴拉巴不要耶稣」，最

后，彼拉多亦觉得耶稣「麻烦」，怕得罪群众乌沙不保，而将祂交给犹太人杀了了事。 

 

简单说，人们夺去主耶稣一切东西后，就将祂当「垃圾」地遗弃了。上述的经文，最可怕的

是这一段所反映出的主被人弃绝的「程度」： 

 

28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

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 

 

这些犹太人要杀主、要弃绝主，但又怕进入外邦人的衙门而「污秽」自己，但仍要把耶稣

押去，非置祂死地不可，可想而知，主耶稣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件多么「污秽」的「圾圾」

──就像一个极有洁癖，一生都未进入过「垃圾站」亲手弃置垃圾的人，都忍受不了，都宁

愿马上带去将它弃掉。 

 

与上一点相似，荣耀的主究竟如何被人当「垃圾」看待和弃绝，要连同下一章一起讲才能讲

得全面，讲得更加触目惊心，这里就说到这里，留待下一篇详讲。 

 

六、都为了甚么？──忍辱负重以待复国 
 

来到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走的是一条怎样的「救主之路」──不逃走、不反抗、落得自身

难保，受尽各种剥削，最后被当成最污秽的垃圾弃绝。请你具体，不要抽象，这样的「救主

之路」，不是太过分、太偏激，甚至太不对题吗？总的一句，是「为甚么呢」──要拯救我

们，直接点「赐福」给我们不可以吗？你不为我们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却搞得自己「烂身烂

世」，有甚么用呢？以下的一段，就告诉了我们个中原因： 

 

33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34 耶稣回答说：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35 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

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甚么事呢？」36 耶稣回答说：「我的

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37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

听我的话。」38 彼拉多说：「真理是甚么呢？」...... 

 

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的「福音观」里都丧失了正确的「天国观」，要吗就将基督救恩

降格为纯粹的「个人福音」，今生是改良你的品格际遇，来生是给你永生保证之类，根本

不涉天国观念，或仅将之抽象化为含含糊糊的「教会即天国」的说法；要吗就将基督救恩扭

曲为各色各样的「社会福音」，「天国」云云不外是在人间泡制某种「和谐社会」或「基

督文明」，诸如此类。主耶稣却不容许我们抽象，祂说的天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由祂具体地

亲自掌权的政权国度，祂终有一天要再回来，击倒例邦，具体地建立这个永恒天国，在今生

里悔改信主的人，必会成为将来天国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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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这种正确的「天国观」和「福音观」，却又是可以怎样解释主耶稣如此过分、偏激和

不对题的拯救行动呢？请大家再细味这两节关键性的经文： 

 

36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

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37......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

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原来，这两节是主耶稣关乎天国的「立国宣言」： 

 

第一、祂第一次来不是要马上得国（建国）登位掌权。祂的国暂时是隐藏的，「这世

界的王」还会风光作恶好一段时日，主的管治权力也会暂时被「压制」。这期间，主

自己以至祂的门徒，权利会被暂时剥夺，所以都要在世界受痛苦、受屈辱。 

 

第二、到了祂第二次来，祂就会「公开」祂的王者身分──祂确是王，而且是万王之

王，击到一切敌人，特别是冒祂名的「假王」（假基督），重夺本属于祂而祂暂时舍

弃的王权，建立永远的天国。 

 

第三、在祂的第一次与第二次来之间，祂要做一件「预备建国」的事，就是「暗里召

集」祂的子民，预备他们成为将来正式立国后的天国子民。而祂召集他们的方法是通

过某种「暗号」──真理（祂自己的话语和行动，最重要的是祂的「遗嘱」与「死亡

事件」）。凡顺服知罪的人，都会明白这些话的「暗示」，知道谁才是真命天子，甘

心效主一般忍辱负重，等待基督再来「复国」。 

 

弟兄姊妹，知否？知否？信耶稣云云，其实就是参与主耶稣「密谋复国」的大计，不是做个

好人、等上天堂，办间不三不四的「教会学校」，建立个更不三不四的「基督化文明」之类

的「九唔搭八」（全不相干）的事情！ 

 

结语、你像主吗？ 
 

至此，你明白为甚么你要「像」主，要效法基督，追随基督吗？原来，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

满足行为要求，而是要符合另一个对「暗号」的要求。 

 

主第一次来时，我们凭圣经启示的「暗号」，包括祂卑微寒酸的出生、屈辱无比的受难，认

出祂才是「真命天子」，因而相信和效忠于祂；相似的是，主第二次来时，祂要倒过来在我

们身上找「暗号」，好认出我们是不是「天国良民」，因而「放过」我们，接纳我们进入祂

的国度。这个「暗号」又是甚么呢？简单得很，就是你身上有没有像主身上的差不多的「伤

痕」──有像祂一般地受过痛苦、受过屈辱的「证明」。至于如何可以在你身上留有这些「伤

痕」呢？同样简单得很，依足主耶稣的「遗嘱」与「示范」去做，你想没有也不可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