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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救主」（下） 
 

──约翰福章第十九章 

引言、拯救就是一种「安置」 
 

我最近停不了的说，解经一定要学会「大而化之」的原则。圣经千头万绪，如果事无大小也

解一番，结果几乎是注定会舍本逐末和得不偿失。 

 

解经的时候要站得「高」一些、「远」一些，宏观鸟瞰地看，不要怕大大约约，因为大大约

约，才能最快最准找着信息的主线和布局。牢牢抓着信息的主线和布局后，按需要才深究细

节，就不会陷入舍本逐末和得不偿失的危险中。 

 

这一系列的讲章，我的「布局」大至上是以第十四至十七章的主的「遗嘱」（殉道宣言）为

中心，前一章（第十三章）是主立「遗嘱」前的背景，后二章（第十八到十九章）记述的主

的受死事件，则是主对祂的「遗嘱」的具体执行和示范。最后两章（二十到廿一章）表面是

讲主的复活事件，实质是解释主的「遗嘱」与「受死」对千秋万代的信徒的意义何在，并鼓

舞我们坚信到底，直到主再回来。（最后两章的信息稍后会再详细讲解）好了，若要「大而

化之」，这前后九章经文的信息主线又在哪里呢？ 

 

我们大概不会搞错，这九章圣经要讲的一定是关于「基督的拯救」的过程、方式、意义、果

效和对信徒的相应要求。这条「大干」一定不会错。好，接下来就要进一步问：有没有一些

核心的概念贯穿这九章里关乎「基督的拯救」的中心信息？由于二十及廿一章未讲到，暂且

放下不表，就看十三到十九章，看看中间有否后前后一贯，首尾呼应的重要概念？ 

 

暂且放下所有经文枝节，放下你手头上的「字典」，放下塞满你脑中的所谓「正规神学」和

「正统教义」，「大而化之」地一口气读这七章经文，大家就一定会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概

念贯穿这七章圣经，那就是──「安置」。原来，基督的拯救（倒过来说是我们的得救）竟

然与某种「安置」的概念有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 

 
13:1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

他们到底。
2
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

3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归到上帝那里

去，
4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 

 

经文一开始，就说到主自己要「回家」了，意思是祂终于可以得到「安置」，从一个得不着

应得的「接待」的世界，回到祂原出的「安乐窝」（父家）了。不过，主回家前，却万分顾

念我们这些仍未得着「安置」，仍要在人间痛苦流离的人。于是，就安慰、鼓舞我们说： 

 
1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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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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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4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言下之意，是祂必会再来领我们回天家，好好地永久「安置」我们，像祂得到的一样。换言

之，救恩，或说永生，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安置」。至于主提到的「路」，显然也

是指归家的路，也是我们最终能得着这种「安置」的重要指引和门路。之后的几章经文，其

实都是对这条「得安置之路」的具体说明（十四至十七章）和示范（十八至十九章）。总而

言之，大而化之，意思即是：拯救就是一种「安置」。 

 

今天，来到第十九章了，是对主耶稣基督殉难的最后的记述，呼应着十三及十四章布下的前

设，拯救就是一种「安置」这个核心信息，更是贯彻全章，丝丝入扣。今天的信息，我会为

大家细意解明这个至为关键的拯救概念，好让大家对基督的拯救与我们的得救，不会止于只

有一个貌似正统而实质毫不动心动情的「字典解释」。 

 

一、念念不仁──不信者如何「安置」主基督 
 

首先，我们看到不信的人对主是如何「念念不仁」，以最恶劣的心态、最残忍的手段来「安

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下的大部分经文，我都不会去「解」，因为并不怎么需要头脑上

的解释，而是要心灵上的震荡和良心上的呼唤。 

 

为了方便解说，我也不跟经文（事件）顺序，而是以「人」为单位，看他们怎样「安置」本

来来拯救他们的主基督。先看看罗马当局派驻以色列地，当时主理基督被犹太人控告的「案

件」的巡抚彼拉多：【经文太长，只讲大意，不会逐字读，详细请看圣经或讲章】 

 
1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2
兵丁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

3
又

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4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

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甚么罪来。」
5
耶稣出来，戴着

荆棘冠冕，穿著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8
彼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

9
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

回答。
10
彼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

十字架吗？」11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

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12
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
13
彼

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

大，就在那里坐堂。14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午正。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

哪，这是你们的王！」
15
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彼拉

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16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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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

希伯来话叫各各他。
18
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

边一个，耶稣在中间。19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

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20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
21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拉

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22
彼拉多

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 

 

骤看，我们会以为彼拉多这个人也颇「讲道理」，声称查不出主耶稣有甚么罪，甚至很想维

护和释放耶稣。但细心看，主耶稣及祂的生死，最后，只成为他与犹太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筹

码而已。他最先不想处死耶稣，不是为了甚么「公义」，而是怕「搞出人命」招来上头问责

的「麻烦」而已；但在犹太人一再以「政治理由」胁逼下，为保自己的乌纱（官位），不会

因为怕「诬杀耶稣」这个「小麻烦」而招来犹太人群起作乱的「大麻烦」（因为更难向上头

交代），就宁愿「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了事。 

 

至于彼拉多最后「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

稣」，还坚持不改，骤看好象要为耶稣「平反」，说祂真是如祂所说的是「犹太人的王」。

但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罗马巡抚怎会公开承认某人为王呢？「想死么」？彼

拉多其实是不忿被犹太人逼他就范钉杀耶稣。他写这个牌子，为的是与犹太人「斗气」，要

讨回一点「面子」。当然，误打误撞，却「不自觉」地公开宣告了主耶稣是王的真理，那是

另一回事。总而言之，彼拉多只视耶稣为一件「道具」，于是，最后就按犹太人的想望，也

按自身的设身利益的考虑，把祂「安置」在一个最羞辱吊诡的地方，就是一个「夹在两个死

囚中间的十架刑具」，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等同无处容身」的「位置」上面。 

 

接着，我们看看直接动手将耶稣「安置」（钉）在十字架的罗马兵。之前，他们替彼拉多鞭

打主耶稣，还做出极带侮辱性的行动，「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

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之后，罗马兵还做了两件极不人道的事。 

 
23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分，每兵一分；又拿他的里衣，

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
24
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

要拈阄，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由第十八章开始，我们已看到主一件一件的给人夺去祂所有的──祂被夺去公理、被夺去祂

的爱徒（他们被逼四散）、被夺去起码的自辩的权利、被夺去一般人都应该有的尊严，十字

架上，更将要被夺去性命。这些罗马兵看在眼里，却还不心足，还要夺去主耶稣仅有的「遗

物」──祂的外衣和里衣。可以分的外衣，就瓜分了，连不可以分的里衣，也不肯留给主耶

稣自己「陪葬」或留给祂的家人（如马利亚）作个记念，都要「抽签」把它分了。创天造地

的主到了人间，人给他的「处置」，是使祂成为赤条条的一无所有。然而，更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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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32
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

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33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

断他的腿。
34
惟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35
看见这事的那人

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36
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37
经上又有一

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主耶稣明明死了，罗马兵却要「补上一枪」，刺得主的心脏爆裂，血水迸流，好可以「保证

死亡」。人死了，他们却是连主的「尸体」都不放过，何等心狠手辣！不过，这些罗马兵的

凶残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多少是他们的「训练」与粗妄的「军人本色」使然，譬如

由于怕敌人「装死」然后施以偷袭，会「习惯性」地在敌人的尸身上「补枪」。至于瓜分主

耶稣身上的衣服，正所谓「兵贼由来是一家」，这也是他们的「职业特色」使然的。所以说

起来，这些罗马兵虽则残忍不仁，不能说「情有可原」，但至少是「尚可理解」的。 

 

但是，有一种人，他们对主耶稣的「安置」是更加、更加不仁的，不仁至去到「不可理解」

的程度。这些就是祭司长等所谓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6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彼拉多说：「你

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甚么罪来。」
7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8彼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
9
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

10
彼拉多说：「你不对我

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
11
耶稣回答说：「若

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12

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

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
13
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

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
14
那日是预备

逾越节的日子，约有午正。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
15
他们喊

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

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16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

们去钉十字架。 

 

这些宗教领袖无所不用其极要钉杀除灭主耶稣，自不待言。上一章更加提到，这些人本来自

以为「神圣」过人，非常看不起外邦人，甚至怕入彼拉多的衙门而「弄脏」自己。然而，他

们还是要设法押送主耶稣到彼拉多的衙门去，只是为了一定要除灭耶稣，可见，耶稣在他们

心目中「不洁」到甚么程度。到了这里，他们更为了逼彼拉多就范，竟低三下四到放下他们

的「民族自尊」去「擦罗马皇帝的鞋」，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可见他们憎恶耶

稣已经去到难以理喻的地步。但是，更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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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罗马兵虐待主耶稣的尸体，可能是出于粗妄的军人本色，尚可理解，但这些「斯斯文文」饱

读诗书的祭司文士，却为何一样不放过主耶稣的尸体，连留祂一条「全尸」也不肯？ 

 

理由是在这些宗教领袖眼里，主耶稣根本就是一件「垃圾」，或者连「垃圾」都不如──祂

生前「扰乱公安」，死了也「影响市容有碍观瞻」。大时大节，更不容祂的尸身挂着十字架

上破坏气氛，所以要祂死得快些，不然就打断祂的腿，让祂的脚无力撑起透气，就可以早些

气绝而死，然后速速「打包清场」，把祂的尸身像「垃圾」般草草弃掉了事，好预备「过节」

云云。大家搞清楚啊，他们和彼拉多事后会容许约瑟和尼哥底母两人收敛和「安葬」主耶稣

的尸身，绝非「大发慈悲」，而是想草草了事，不想「眼冤」而已。 

 

看到吗？罗马兵先把主耶稣「洗劫」得一无所有，然后祭司长再把这个一无所有的主当「垃

圾」一般的弃置──这就是这个不信的世界给主的「安置」了，何等触目惊心！这些将主耶

稣视同「垃圾」地「安置」的人将来的结局如何，大家可想而知，就是「以其人之道还之于

其身」，他们将要被上帝「安置」到一个永久的「垃圾站」（地狱）里去── 

 
可 9:47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两只眼

被丢在地狱里。
48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偶然查查「字典」也是有用的，原来这里「地狱」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欣嫩子谷」。这地方

在耶路撒冷的西南面。古时是犹太人杀害亲子拜邪神的地方（见王下 23:10）；经约西亚王

的宗教改革后，这地便成为堆积垃圾之处，因其臭气熏天，充满虫子与不熄的烧垃圾的火，

故被借喻为恶人死后永受惩罚的地狱。总之，你若果今生把主耶稣当「垃圾」处置，上帝将

来就会把你当「垃圾」处置，请你好自为之。 

 

二、仁者成仁──基督「安置」自己，天父「安置」基督 
 

这个不信的世界如此「念念不仁」地「安置」主耶稣，我们还能有得救的指望吗？以下我将

会讲明我们得救必备的四个关乎「安置」的条件。首先是两个「客观」的条件，就是主基督

如何「安置」自己和天父如何「安置」主基督，然后是两个「主观」的条件，就是主基督如

何「安置」稍有信心的软弱的人和我们要如何「安置」主。以下先讲第一和第二个条件。 

 
28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

29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

口。
30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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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安置」自己，绝不是但求安逸的那种「安置」，而是彻彻底底地将自己「置身」于天

父委派给祂的使命和位分之中的那种「安置」──近于我们惯常说的「安身立命」。到祂断

气前的一刻，祂毫不保留地「安置」自己于祂的使命，要一字一句地完成圣经的预言，也就

是完全顺服天父安排的旨意。就这样「成了」，即祂完全「安置」自己在祂的本分上，丝毫

不差。最后，祂「将灵魂交付上帝」，就是永远「安置」在父的怀里，也可以倒过来说，是

天父永远把祂「安置」在自己的怀里。 

 

至此，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不是「完了」，而是「成了」，不信的世人「不识宝」，把祂视

同「垃圾」弃置，但天父却视祂如「珍宝」，永远「安置」在祂的慈父的怀抱里。有了这个

主自己先全然被「安置」在天父家里（怀里）的事实，救恩才可能，因为这样，主说祂先回

父家为我们预备地方，好再来接我们到祂那里永远得「安置」的应许，才有根有基。 

 

三、念念皆仁──主基督如何「安置」软弱的人 
 

子全心「安置」自己于父的旨意里，父继而「安置」子于自己的怀里──救恩「客观」上于

是成为「可能」了。但这个「可能」要成为「事实」，还必要有「主观」的根据。因为人实

在软弱到离谱的地步，主「预备」得再好，我们都可以「有本事」回不了家。所以，恩典与

怜悯以至拣选，就是我们得救必不可少的原素。 

 
25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革罗罢的妻子马利亚，和抹

大拉的马利亚。
26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

看，你的儿子！」27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

家里去了。 

 

看到吗？那些不信的人，例如彼拉多、罗马兵和祭司长等，当然把主当「垃圾」一般地「弃

置」，就连门徒其实都好不了多少，卖主的犹大不用说了，其余的鸡飞狗走撇下主，彼得还

三次不认主，都在某程度上「弃置」了主。若主「严格」起来，我们谁都死定了。但是我们

的主实在大人大量，超乎想象地恩待软弱的我们。祂自己几乎被「全世界」遗弃，但祂没有

遗弃软弱的我们，之前滔滔不绝「遗嘱叮咛」，就一再应许不会撇下我们。现在，祂垂死之

际，竟然还记得祂的母亲，要好好地「安置」年老无依的马利亚。恩深义重，天地动容。 

 

自己得不到一点「人道」的「安置」，却不忘「安置」自己的门徒和母亲，知否？这份悲天

悯人的大恩大义，就是我们如此「不仁」的世人而仍有得救之可能的根本因由。 

 

四、一念之仁──相信者如何「安置」主基督 
 

好了，以上三点，都是靠主耶稣自己亲自成就的恩义，让我们有得救的可能，当中，我们没

有一点「功德」可言。以下这一点，说到我们如何「安置」主基督，好象暗示我们或会也有

某种「参与」的余地，但其实，仍然是没有一点「功德」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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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作门徒。

他来求彼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彼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39
又

有尼哥德慕（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

来。
40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41
在耶

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42
只因

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约瑟与尼哥底母，这两个人做门徒做得相当「底调」，更没有「挺身护主」，完全说不上是

「大有信心」的信仰义士。他们对主耶稣受死的意义和祂必复活的应许，更没有甚么「信心」

可言。他们领去主耶稣的尸身，也许只是出自某种人道主义上的「不忍之心」，再加上想稍

尽一点「弟子之礼」，聊报主耶稣多年来的「教导之恩」。 

 

然而，就是这样，约瑟与尼哥底母却在不知不觉间，就在主耶稣的身上做了两件与不信的世

人刚刚相反的事情：第一、罗马兵连主耶稣的外衣和里衣也夺去了，他们却相反地「把耶稣

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第二、祭司长将主耶稣当做「垃圾」丢了算，他们却相反

地「把耶稣安放在那（坟墓）里」。 

 

却是这种稍尽情义「安置」基督的「一念之仁」，我们慨慷慈悲的主就「算数」了，就记在

心里了，就成为他们永远得救，得以被「安置」在天父的家的「根据」了。（不要问我圣经

哪里有交代这两个人的结局，不需要！记得，约翰福音写时，他们都一定「作古」了，若他

们「衰收尾」，或约翰认为他们的行为「不足为法」，还会记下来么？） 

 

结语、我们得救本于「仁」 
 

弟兄姊妹，请永远记得，我们得救是本于「仁」──上帝对于人的「念念皆仁」再加上你对

祂的「一念之仁」。还要记得，你的「一念之仁」不是了不起的「完美德行」，也不是了不

起的「超级心信」。若上帝求于我们的是「完美德行」或「超级心信」，那大家就「吃吃喝

喝」算了，因为你与我都一定死定了！（某些自以为「正统」的「主流教会」，把信心演绎

为「超级信心」，实质比行为主义更离谱、更可怕，至少一样异端！） 

 

感谢主，因祂求于我们的只是「一念之仁」，这「一念之仁」见于哪里？就是约瑟与尼哥底

母领去耶稣的尸体「做点后事」，就是彼得不认主后「出去痛哭」。原来我们得救，所有真

正的基础都是主自己成就的，与我们无关。但人最后竟然有截然有别，生死殊途的结局，只

在于你对主耶稣究竟是「念念不仁」（像那些罗马兵和祭司长对主「赶尽杀绝」，如「垃圾」

般「弃置」主），还是信心虽小，却毕竟有「一念之仁」（像约瑟与尼哥底母，会稍尽一点

心事来「安置」主）？ 

 

弟兄姊妹，你只要在今生里稍稍「安置」主基督，主基督将来就会永远「安置」你在祂父的

家里，这就是基督的拯救，也是我们的得救的根本奥秘。大家有眼看，这种用心血与鲜血写

成的「血写的救赎论」，与「字典」里头貌似正统而其实冰冷无情的「墨写的救赎论」，完

全不可以同日而语，好希望大家真的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