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New Commandment
一條新的命令
「小子們, 我還有不多的時候, 與你們同在; 後來你們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 你們不

能到; 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説過, 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説.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
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
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13:33-35)
主上十字架不久前, 透過這段經文向門徒們説話. 那是個難以置信的情景: 主具體的代表
了 神對人類的大愛. 當時, 祂更吩咐門徒們要跟隨祂去深深的愛人, 特别是 神家裡的人
. 當然, 這誡命不僅是給當時的人說的; 如今, 主也同樣吩咐我們.
請注意, 主所指的那種愛心, 不僅是指彼此相愛. 主更是呼籲衪的教會要在深深的表達愛
心上, 超越人的能力, 好讓我們能確實見證 神. 以下是聖經對愛的定義: 「愛是恆久忍

耐, 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
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林前13:4-8) 這是除了聖靈以外, 不能產生的.
然而, 使徒彼得領受了這條新的命令以後, 假設自己能成就主的聖召. 他問主説: 「「主
往哪裡去? 」耶穌回答說: 「我所去的地方, 你現在不能跟我去; 後來卻要跟我去. 」」
(約13:36)
換言之, 主説: 「彼得, 你現在沒有力量到我要去的地方. 你無法忠心, 無法像我一般愛
神愛人. 」請謹記, 當主發出這條新的命令時, 他與那些將會令祂失望的人一同坐席. 然
而, 祂心中的愛催逼祂上十字架, 且為墮落的人類捨命. 祂甚至甘願忍受那些承諾過要愛
祂且忠於祂的人的跌倒.
彼得依然深信自己是忠心的, 便問主説: 「「主啊, 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 我願意為

你捨命. 」耶穌説: 「你願意為我捨命麼?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雞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
認我. 」」(約13:37-38)主實在對他說: 「是嗎? 你認為自己是剛強的嗎? 你確實會為我
捨命嗎

? 讓我告訴你, 早晨臨到之前, 你會三次否認我. 你實在缺乏內在的力量去為別人捨命.
但不要擔心, 你以後會. 」
我們也必須承認自己是軟弱的. 我無法照著主的命令去愛人, 你也不能. 惟獨 神具備我
們所需的這種慈愛. 惟當聖靈臨到我們(也就是說, 當我們得著主的勝利, 以 神的心為心
時), 我們才能成就這新的命令.
慈愛
彼得正如主所説,否認了主三次後, 一定終於發現, 原來憑自己的力量來遵守這命令, 是
不可能的. 直等到五旬節, 聖靈臨到了樓房上的120個門徒, 彼得終於才能緊緊的跟隨主.
忽然間, 他出到市集去, 開始勇於向兇惡的群眾傳道. 當時, 他靠著聖靈的能力, 為別人
(甚至那些拒絕救恩的人)而擺上自己.
那誠然是令人希奇的一刻. 聖經記載:「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門徒約添了

三千人;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彼此交接, 擘餅, 祈禱. 眾人都懼怕; 使徒又行了許多
奇事神蹟. 信的人都在一處, 凡物公用; 並且賣了家業,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徒
2:41-45)
信徒們凡物公用! 他們靈裡如此的火熱, 被 神的愛所澆灌, 以致人們開始出售房地產,
把錢放在使徒跟前, 好分給貧苦的肢體. 神澆灌聖靈, 就會激起人的慈心. 慷慨慈悲的心
會令人不顧自己的需要, 而顧及他人; 這就是這新命令的精粹.
我記得自己剛剛離開世俗的工作, 而全職事奉時, 曾經為著自己的退休金而儲蓄了一筆錢
. 我想假如事奉不成功, 我起碼有些儲備金. 有一天, 有一位牧師朋友到我的辦公室來,
説: 「牧師, 我不知道自己該當如何. 我車子的發動機壞了, 我又沒錢. 我甚至不曉得要
如何到教會去. 」
我知道他的需要是合情合理的. 我也知道自己的儲蓄足以為他買一部車子. 然而, 我突然
變得很屬靈, 説: 「好, 我們一同禱告吧. 神擁有千山上的牛羊, 所以祂能夠供應. 甚至
大衛也説: 「我從前年幼, 現在年老, 卻未見過義人被棄; 也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詩
37:25) 」
他坐在我的書桌前, 我就開始低頭禱告; 然而, 我難以啟齒. 因為有一個微小的聲音一直
對我說: 「你這假冒為善的人! 人若看見他弟兄有需要, 卻塞著自己的慈心, 他怎能説
神的愛住在他裡面呢? 」我禱告説: 「神啊, 求你以仁慈待他! 求你供應一部車子!...」
當時,我不斷要把那聲音揮去. 直等到我只好説: 「如果你需要, 我有一些儲蓄. 」

我至終給他買了一部新車. 不久後, 我車子的發動機也壞了. 那時, 我説: 「主啊, 我遵
行了你. 我只能這樣説. 」
後來, 我們在裝修在郊區所買來的一家教堂. 我站在手腳架上幫手油潻房頂; 有人突然進
來說: 「有人打電話給你, 是緊急的! 」我聽電話, 對方説他是某家車行的銷售員. 他又
説: 「今天早晨, 有一位先生來給你買了一部新車. 你只要來簽名! 」我問他那位先生是
誰, 但他說他不肯公開他的身份.
務要明白, 我並不是説, 如果你給朋友買一部車子, 你就會得著一部新的車子. 我的重
點就是, 我們按照 神的意思行事, 看見真正的需要時, 肯伸出援手, 神就必供給我們,
滿足我們的需要.
現在,你我必須接受這真理, 因為在不久的將來, 周遭許多人將會大有需要. 你都曉得,
未來的日子將會非常困難. 其實, 我相信我們將會經歷人類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刻. 我們
所認識的一切都會大大的改變. 我們的街道將會充滿恐懼感. 許多人為要得供應, 而變得
兇暴殘忍, 正如我們在歷史上多次見過的. 雖然我們的社會會變得如此, 聖靈卻邀請你我
去像初期的教會一般生活. 如果我們只會像 神國以外的人一般聚斂東西, 我們就不會在
地上代表 神.
證據將會如此
所以, 讓我現在替 神向你發問: 你願意按照主的命令去愛人嗎? 若有需要, 你願意向別
人開放你的家,為要滿足別的肢體的需要而把你所有的分給別人嗎? 你願意成為一個器皿,
好讓 神能供應糧食給飢渴的人, 衣服給赤身露體的人, 和住處給無家可歸的人嗎?
請勿誤會, 我並不是説你今天要找一名地產經紀, 賣房, 或把你的儲蓄捐出去. 我乃是説
, 神預見前面的日子, 知道我們需要聽從和思考, 因為這是主向真教會的旨意. 使徒行傳
所記載的情形正是如此: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 且在家中擘餅, 存著歡喜誠
實的心用飯, 讚美 神, 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2:46-47) 我相
信「得眾民的喜愛」的意思就是正如主透過開頭的經文所説的: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
我的門徒了.」(約13:35)
數十年來, 許多人都極力證實 神與他們同在. 然而, 順從這新的命令就是證據了! 方言
和聖靈的恩賜都可以是假冒的, 說預言也可以是出於血氣的. 這一切事情都可以是虛假的
, 但繼續不斷, 為他人而犧牲自己的愛心絶不是假冒的--起碼不會長久. 因此, 世人若看
見主的肢體同心共處, 與這世代的人自我中心, 充滿紛爭約情形截然不同, 他們就只好承
認惟獨聖靈才能成就這事.

得著聖靈的能力
我深知這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的證據, 也深信這是凡愛主道路的信徒的心願; 也就是說,
去活出聖經的教訓, 像主一般甘願幫助失喪的人類. 所以, 我們定意遵行衪的命令, 像衪
一般去愛人…直到我們也能像彼得一樣, 在行道上來到自己能力的極限.
畢竟, 向他人敞開心靈總是有點冒險的. 許多人都深深的愛人, 但卻被人出賣了. 他們信
任人, 慷慨解囊, 敞開心靈, 且至終受損. 有時候, 這些事情會發生. 人們也許會離開,
否認我們; 有些曾經倚靠我們且説愛我們的人會在我們窘迫時疏遠我. 然而, 我們會因此
而不為他們而擺上嗎?
主曾對門徒們説: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太
16:24) 你無法背起十字架, 又不被人出賣的. 人會吐涶沫在你的臉上, 但身為跟隨主的
人, 你必須繼續愛他們.
主説過: 「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 」這並不是個提議, 乃是個命令. 然而,
我們必須瞭解, 衪其實在一列無人能持守的命令上, 另加了一條. 律法和 神的誡命都是
為要説明我們靠自己的力量去極力達成敬虔, 既無望, 又無用. 所以, 我想你會同意我説
, 在大有需要的此時此刻, 神必再次澆灌聖靈. 我們都需要初期教會所彰顯的愛和慈心;
而且這必須是 神所產生, 和保持在我們心中的.
這是以這樣樂意的心為開始的: 「神啊, 求你澆灌聖靈, 且幫助我, 好讓我能像你一般去
愛人. 為著你在我生活上的祝福, 我感謝你. 然而, 我曉得我之所以得福是有理由的; 所
以不要讓我無視那旨意. 不要讓我把一切用在自己身上. 神啊, 求你開啟我的靈眼和心;
求你賜我勇氣去關心別人. 求你領我到我憑自己的力量無法去的地方. 求你幫助我去跟隨
你的腳蹤, 為著他人而交奠自己! 」
大衛. 瑋克森牧師曾經對我説, 雖然未來的日子非常黑暗, 神家裡的人卻會前所未有的甜
密相交. 所以, 讓我們都敞開心靈, 讓主以屬神的愛來澆灌我們, 破除一切自私自利的捆
綁. 這樣, 我們信主的人就能經歷最奇妙的事情之一. 就是 神必把祂的愛澆灌在我們心
中.
忽然間, 我們發現自己確實會關心人. 我們會看見有需要的人, 而自己則不願忽略他們.
我們 乃要伸出援手, 滿足他們的需要, 且讓他們知道神愛他們. 除了 神的同在以外, 我
們對別人的愛和慈心將會是難以解釋的. 並且, 正如主説, 這彼此相愛的心將會向世人宣
告耶穌基督就是人類的主宰. 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