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AY WHEN MANY WALKED AWAY FROM JESUS
多人離棄主的那一天
使徒保羅透過給帖撒羅尼迦信徒的書信說主再來之前的時期既大大的黑暗, 又困難--每個
信徒都會極其受考驗。世人會普遍悖逆 神。假先知會紛紛興起, 另類的基督又會岀現,
以致連選民都會受欺騙。保羅警告過他們說: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 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
; 因為那日子以前, 必有離道反教的事。」(帖後2:3) 。
保羅所論到大「離道反教的事」究竟是指甚麼呢? 首先, 務要注意除非你曾接近或起碼接
受一些事情, 否則, 你不會離棄它。也就是說, 保羅是指著那些曾跟隨主的人來說的; 對
於如今你和我, 這警告非常切題。因此, 我們付上時間來明白何謂離道反教，並它為何發
生, 就是明智之舉。
離道反教
我們可以從約翰福音找著一個清晰的例證; 這是以下的一節經文所歸納的: 「從此他門徒
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與衪同行。」(約6:66) 。我們探討有關為何主許多的門徒都離開之
前, 務要注意這書章起先記載說: 「有許多人因為看見祂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蹟, 就跟隨
衪。」(約6:2) 。許多人起先都被祂的神蹟所吸引, 便很興奮的跟隨主。其實, 這就是人
多半受吸引去跟隨主的原因; 也許是因為某些見證, 或有人說他們的生命被改變了。
聖經記載, 不久後,: 「耶穌拿起餅來, 祝謝了, 就分給那坐著的人; 分魚也是這樣, 都

隨他們所要的。他們吃飽了, 耶穌對門徒說: 「把剩下的零碎, 收拾起來, 免得有蹧蹋的
。」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 就是眾人吃了剩下的, 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 就說: 「這真是那到世間來的先知。」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
強逼衪作王, 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約6:11-15) 。
很有趣, 人們看見 神能叫他們的肚腹得飽足, 才強逼耶穌作王! 當祂醫治那長了大痳瘋
的, 或者摸著那瞎眼的, 他們都沒有這樣做。然而, 眾人看見主能把餅從無變有, 便突然
發現這得飽足簇新的生活是多麼的奇妙!

或許他們開始相信, 亞當犯罪得罪 神, 招來了咒詛, 而這就是逃避咒詛的辦法。請謹記,
神在伊甸園裡對亞當說過: 「你既聽從妻子的話,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地必給你長出荆棘和蒺藜
來, 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 直到你歸了土, 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
; 你本是塵土, 仍要歸於塵土。」(創3:17-19) 。人們都知道他們必須終身勞苦的原因。
可是當時, 他們當中有人能不必流汗而供餅!
我能想像這些人突然接受了這新的異象: 「我再也不必工作了! 我只要把餅從無變有。我
可以在路旁賣餅, 甚至打發兒女去這樣做! 」
因此, 我們發現主在曠野裡所遭受的試探是息息相關的。撒但來對主說: 「你若是 神的
兒子, 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太4:3) 。換言之, 牠說: 「你説自己能救贖人類
, 且破除罪惡咒詛。如果這是真的, 你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餅吧。你可超自然的做餅來滿足
你自己的肚腹, 從而破除這世界的罪惡咒詛。你為自己施行你的權柄吧! 」
然而, 主回應説: 「經上記著説: 「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
話。」(太4:4) 。祂實在說: 「我父發出了衪在我生命裡的旨意，我必須順從祂, 而不是
為要滿足自己的慾望, 從而成就祂的旨意。」主經得起試探。然而, 很可悲, 祂許多的門
徒都並不如此。
給我們餅!
主把餅和魚加添, 分給眾人後, 人們都要衪作王。聖經記載: 「眾人看見耶穌和門徒都不
在那裡, 就上了船, 往迦百農去找耶穌。」(約6:24) 。他們熱心尋找祂, 正如現在許多
信徒一樣。假若有人聽見 神在巴爾的摩(Baltimore) 行神蹟, 他們隨即會飛過去。可是,
熱忱並不等於真理。許多興奮不已, 充滿熱忱的假先知都會在本世代裡興起。熱忱不能代
替 神在我們各人身上的聖召。
「既在海那裡找著了, 就對祂說: 「拉比, 是幾時到這裡來的?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
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找我, 並不是因見了神蹟, 乃是因吃餅得飽。」(約6:25-26) 。換
言之, 祂說: 「你們再也不是為著起先受吸引的事情而尋找我。你們首次來到, 看見我在
他人身上行神蹟。可是現在, 你們僅僅為要自己的肚腹得飽足而尋找我; 而且你們看見
神能藉著能力滿足你們自己的需要。」
主繼續說: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 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 就是人子賜給你們
的; 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約6:27) 。可是, 人們還是要餅, 從未離開這題目。

他們回應主說: 「我們當行甚麼, 才算作 神的工呢? 」(約6:28) 。換言之, 他們實在問
道: 「我們要如何超自然的做餅呢? 」
「耶穌回答説: 「信神所差來的, 這就是作 神的工。」」(約6:29) 。衪實在説：「神的
工是你們要超越你們自己的需要, 且發現 神在你們身上的旨意。惟當你們跟隨我上十字
架(也就是說, 為著別人的緣故而擺上自己), 才能完成祂的旨意。」
他們對主說: 「你行甚麼神蹟, 叫我們看見就信你? 你到底作甚麼事呢? 我們的祖宗在曠
野吃過嗎哪，如經上寫著說: 「祂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們吃。」」(約6:30-31) 。不是很
希奇嗎? 他們還是要餅! 主好像避開他們的要求, 他們卻變本加厲, 說: 「請你給我們一
個神蹟，正如 神在曠野裡給百姓降糧。變更多餅吧! 」
主又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天上來的糧, 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乃

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因為 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
他們説: 「常將這糧賜給我們。」」(約6:32-34) 。「我們要得更多餅! 求你充滿我們,
令我們既富有, 又健康, 且叫我們不會貧窮。求你給我們能力, 好讓我們能吩咐困難離開
, 終身一帆風順, 脱離罪惡，總是萬事如意! 」
他們不想聽見的信息
主繼續說到人們不想聽見的, 事情便有所轉變。衪説: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
, 必定不餓; 信我的, 永遠不渴。」(約6:35) 。主給他們解釋説: 「你們尋找糧食, 但
它不會滿足人心, 給你們真正的力量。你們有更多需要。神有更深切的聖召, 隨之而來的
更是祂的供應; 而且這是超越廚櫃裡的糧食和一份好工作。我就是那供應, 即父神從天而
降的糧。你們若願意有份於我, 你們的飢渴的心必確實得飽足。你們會進入 神的聖召,
且得著衪的供應, 好將之成就。」
「天上降下來,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約6:38) 。這
就是 神的聖召。「正如我降世為人, 不是要受人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我打發你們出去,
不是叫你們去聚斂, 滿足你們自己的慾望。你們要成為那上十字架捨命的特使, 好叫凡信
祂的都得永生。」
聖經記載説: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私下議論祂。」(約
6:41) 。我能聽見他們開始埋怨說: 「我們在這裡是為要得餅, 但祂卻極力吸引我們歸衪
自己。我們準備擁戴祂為王，但王不該單單集中在滿足我們這些忠心國民的需要上嗎? 」
基本上, 他們希望能與主這樣交易: 你給我們餅；你賜與能力, 好讓我們能逃脱一切試煉

; 你賜給我們權柄和供應; 你按照我們的意思行事, 我們就擁戴你為王。但是, 不要向我
們談及更多的要求! 」
他們的反應當然沒有防礙主繼續傳揚以下的真理, 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

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
; 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
常在我裡面, 我也常在他裡面。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 我又因父活著, 照樣,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著。這就是從天降下來的糧；吃這糧的人就永遠活著, 不像你們的祖宗吃過嗎
哪, 還是死了。」(約6:53-58) 。
於是, 人們心裡不高興, 許多便離開了祂, 因為衪的信息沒有迎合他們的心意。他們沒有
放棄宗教, 只是不再與主同行。他們回去, 極力找另一個方法去做餅, 卻離棄了永生的糧
神的聖召
另一方面, 主對那些聽從的人解釋説: 「我的旨意就是, 我的生命是賜給萬人的, 你們都
得蒙呼召去跟隨我。然而, 除非你們有份於我為你們即將贏得的勝利, 因我的寶血得蒙遮
蓋; 除非你們存著全然順服的心而來, 渴望為我而活; 否則, 你們無法成就那擺在你們面
前的聖召。」
順從 神旨意的生命會確實令 神心滿意足。然而, 這聖召是如此的深奧, 我們都需要聖靈
, 才能聽從。主親自說過: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亅(約
6:44) 。我們都需要 神的恩典, 才能回應, 因為按照我們墮落的性情, 我們總會拒絕這
聖召, 繼續追求我們自己的糧和安逸。因此, 許多缺乏能力的教會都在本國興起, 假先知
又領人走比神所安排的更容易的道路。很可悲, 他們即將發現他們所尋求的不足以讓他們
渡過我們所要面臨的日子, 以致許多人都會離道反教。
但是, 務要因主透過同一節經文繼續說的, 而得安慰: 「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約
6:44) 。我們既處於末期, 便該心中呼求說: 「神啊, 求你吸引我來歸你, 且叫我興起!
求你拯救我脱離自我中心的心態。拯救我, 免得我為要看看如何滿足自己的肚腹而讀經。
求你幫助我超越為自己而活。求你幫助我為要順從你的聖召, 而把自己的計劃和夢想交給
你。求你把對失喪人超自然的愛放在我心中, 且賜我力量, 好讓我能向周遭的人傳福音。
」
請勿誤會, 為著 神的旨意和他人的益處而活並不容易, 尤其是當日子越發黑暗時。然而,
我們求 神, 祂必讓我們得著從天而降的糧。祂必賜我們異象, 生命, 指示, 能力和旨意;
而且, 我們會發現何謂過確實滿足人心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