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音

第三課…

我們來看

有一天我在家收拾，發現一大堆的舊的信件、相簿，
 想到朋友，在生命不同的階段給我不同的關愛、支持，
不免問自己，自己是怎麼樣走過來的？
 特別在生命中某些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都是這些的面孔，使得我能夠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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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觀眾朋友有沒有想過 ─
自 是怎麼樣走 來
自己是怎麼樣走過來的呢？
從小到大，從小學、國中、高中、
大學，成立自己的家庭、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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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細心地聽聽、看看，過去的路徑、腳步，
會發覺信仰 歷
會發覺信仰的歷程跟我們的生活、生命成長，
我
生活 生命成長
其實是一回事的、沒有太大的分別。
 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從小就上教會的，
要清楚說出是哪一天信主、
怎麼樣信主，可能不太容易
 對其他可能青少年、成年，那時候才信主的，
什麼時候、怎麼樣的環境、哪一天、哪一個人
讓你認識主耶穌，這些的記憶都是非常的清楚，
這些的經驗都在你的生命當中留下了烙印
當你駐足、停下來、細細地看看
當你駐足
停下來 細細 看看
你過去走過的足印的時候，
我相信你 定會驚訝地說
我相信你一定會驚訝地說：
「是怎麼一回事？我也走過來了！」

「不知道自己走過來」的意思，是說在那個時候，自己
不完全知道自己的決定是什麼 後果是怎麼樣
不完全知道自己的決定是什麼、後果是怎麼樣，
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會怎麼樣？
回看的時候，我不禁自問自己 ─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竟然也走過來了！

當你信主的一刻、
或說當信仰經驗考驗的 刻
或說當信仰經驗考驗的一刻，
也許不能完全理解信仰的全部，
也不能完全地瞭解主耶穌，
所以今天或是現在回想的時候，
一定會驚訝自己「我自己也走過來了」。
不僅僅是我們，早期的基督徒、早期的門徒，
不僅僅是我們
早期的基督徒 早期的門徒
如果能夠像我們一樣
看看以前的信件 相片簿
看看以前的信件、相片簿，
大概也會在重看以前生命經歷的時候，
會有這樣 個的感覺 ─
會有這樣一個的感覺
「真想不到，我也走過來了！」
我們來看 約翰福音第一章 29-42…

35 再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裡。
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

「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30 這就是我曾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31 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洗，
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
32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
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33 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
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
住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34 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 神的兒子。」

在這段的經文裡面有一些的對話，我們發現 ─
在門徒剛開始跟從耶穌的時候 他們並不完全理解
在門徒剛開始跟從耶穌的時候，他們並不完全理解
跟耶穌說話裡面的含義，更加不要說知道前面的道路
是怎樣一個道路，可是還是跟從了。
我們仔細地品味耶穌跟門徒之間的對話…
 剛開始，施洗約翰告訴還是自己的門徒：
「耶穌就是神的羔羊」，門徒馬上跟從了耶穌，
 問題是 ─ 他們真的知道神的羔羊的意思？
 約翰也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可是他們懂嗎？
 當耶穌看見他們跟著自己走的時候，問他們：
當耶穌看見他們跟著自己走的時候 問他們
「你們在找什麼呢？」
 他們向神的羔羊回答說：「先生，您府上在哪？」
他們向神的羔羊回答說
先生 您府上在哪？」
這是聖經裡面，其中一段最滑稽、最有趣的對話

36 他見耶穌行走，就說：「看哪，這是

神的羔羊！」
37 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就跟從了耶穌。
38 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就問他們說：
「你們要甚麼？」他們說：「拉比，在哪裡住？」
39 耶穌說：「你們來看。」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裡住，
這一天便與他同住；那時約有申正了。
40 聽見約翰的話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
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41 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
「我們遇見彌賽亞了。」（彌賽亞翻出來就是基督）
42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耶穌看見他，說：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你要稱為磯法。」
（磯法翻出來就是彼得）

耶穌說「你找什麼？」
是猶太文化裡很深邃的 個意義
是猶太文化裡很深邃的一個意義，
就是等候兩個門徒怎麼樣回應而已。
 我們大概會期待這兩個門徒會像
一個少年人、一個猶太人的官、一個有錢的人，
到耶穌的面前問祂永生之道，
沒有，「先生，您府上在哪兒？」
 也沒有像 約三 叫尼哥底母的猶太人老師，
夜裡來找耶穌，問祂關於生命的問題
這兩位門徒對於自己的問題、對耶穌的回答，
其實不怎麼瞭解。
耶穌的回答也有趣：「你們來看。」
他們也就去看了 看了 後 他們也跟祂 起
他們也就去看了，看了以後、他們也跟祂一起，
換句話講 ─ 他們正式地開始跟從耶穌了。

究竟看到什麼東西、使得他們要跟從耶穌呢？
看到什麼樣的 種情況
看到什麼樣的一種情況，
使得他們決志、立志要跟從耶穌呢？
 是華麗的房子嗎？不可能！
 耶穌出生的是木匠的家庭、不是有錢的家庭
 他們所在的地方是約旦河的旁邊，
距離耶穌的家鄉，有一段很遠的距離
 是一個很動人的場面、懾人的群眾呢？
到此為止，約翰福音讓我們看到
耶穌還僅僅是單槍匹馬而已
竟他們看到什麼 以致他們要決定跟從耶穌呢
究竟他們看到什麼、以致他們要決定跟從耶穌呢？
 沒有一個解經家能夠講得清楚
 甚至可以說 ─
他們對信仰的看法，大概也就是一知半解而已

不僅僅是安得烈、腓力、彼得、約翰福音裡每一個門徒，
回頭 看 我們會猛然發覺 ─
回頭一看，我們會猛然發覺
我們認識的是如此的不足、信心曾經如此的微小，
我們是怎麼樣走過來的呢？
從聖經的人物、到我曾經接觸的生命，
我體會了一個功課 ─
 重要的不僅僅是一個人信還是不信
 更重要的是一個人有沒有成長、
願不願意成長？
個人信主的道路都不太一樣，
 有些弟兄姊妹從小就上教會，信主自然不過
有 弟 姊妹
會
自 不
 一些人經驗風波、顛沛流離，最後才認識主
 有人在經歷主的醫治、幫助之後信主的
有 在經歷主的醫治 幫助之後信主的
 還有可能有其他的動機信主

雖然是一知半解，
 安得烈向哥哥彼得說：「我們遇見彌賽亞了。」
安得烈向哥哥彼得說 「我
賽
 腓力向拿但業說：「律法上所寫的、
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見了。」
約六 逾越節快到了，耶穌面對數千飢餓的群眾，
祂問腓力：「怎麼樣可以滿足這些人的需要？」
 腓力：兩百個銀幣的餅，也不能叫群眾吃一點點
 安得烈：僅有五個餅、兩條魚，
但是分給那麼多的人，還算是什麼呢？
到底安得烈跟腓力相信多少、認識多少？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知道這是神的羔羊、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知道這是神的羔羊
是彌賽亞、是舊約和眾先知所講的那一位，
話是講了 他們究竟相信多少 明白多少 認識多少
話是講了，他們究竟相信多少、明白多少、認識多少，
不過他們還是跟從耶穌了。

任何一個時間、一個人能夠在主的面前謙卑下來信主，
都是好事 問題是信仰必須要成長
都是好事，問題是信仰必須要成長，
 無論你信主的經驗是何等神奇、特別感人，
還得在信仰道路上面成長
 如果信主幾十年之後，能講的還是幾十年前信主
那個時候的那一個片段、經歷的話…
比方說 ─ 你失戀、所以信耶穌，現在都七十歲了，
每一次要講主在你身上工作的時候，你就說
「五十年前失戀、主給你的醫治」，
不是很可惜？不是一段很長的日子、信仰挺蒼白的嗎？
我們的 命不能單單由這
奇妙的經歷來托住
我們的生命不能單單由這一些奇妙的經歷來托住，
 生命的雕塑，是藉著經驗以外同樣重要的平常日子
 可能信主的經歷平平無奇，也不必求奇特的經歷，
可能信主的經歷平平無奇 也不 求奇特的經歷
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成長！

我曾經和一位同工朋友聊天，
請
請他比較在剛信主的時候的他、還有現在的他，他說：
較在剛信主 時
還有現在
 十多二十年前他信主，
是因為主願意無條件地接納他、
愛他這樣的一個不可愛的人
 如今他卻發現、或是說看見，
神不僅僅是愛他、接納他，
同樣愛和接納所有的人，包括他不認識的人
他回頭看的時候，看見自己的成長。
如果我的朋友只停留在以前的地方 ─
就是主怎麼樣安慰他 如何地接納他的話
就是主怎麼樣安慰他、如何地接納他的話，
信仰也僅僅是心理治療，
僅僅是自我形象的重建而已。
僅僅是自我形象的重建而已

如果腓力、安得烈、或是任何一個門徒，
如果能夠回想在約旦河的那 天
如果能夠回想在約旦河的那一天，
耶穌向他們說「你們來看」的時候，
他們回想自己看見什麼、
使得他們作了這樣的一個決定呢？
也許他們一定會笑說：
其實那個時候什麼也看不到、也不很明白、
也不很清楚，不過也就是跟從了。
可是就在後面的歲月裡面
可是就在後面的歲月裡面，
我們越來越明白、越來越相信，
越來越緊貼地跟隨這位
來 緊 地 隨這
我們的主、世界的主、宇宙的主！

當年耶穌對門徒說「你們來看」，早期的門徒
 看到的主耶穌是他們的主耶穌，
看到的主耶穌是他們的主耶穌
是能夠體貼、滿足他們需要的那位主
 看不見的是這位主也是全人類的主、創造萬物的主，
也要挑戰、掌管、帶領他們生命的主宰
在教會傳統，傳頌安得烈
 後來在小亞西亞(今天的土耳其)傳福音
 影響遠到北邊今天所說的烏克蘭
 最後殉道、死在一個傾斜的十字架上
 直到今天，蘇格蘭長老教會講台後面總有一塊銅牌 ─
十二21 希臘人向安得烈說：

「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
聖經沒有多講往後安得烈是怎麼樣，
可是他的影響力沒有停下來。

如果我們可以再一次地回看自己過去的生命，
回想耶穌對我們說「你們來看」，
回想耶穌對我們說「你們來看
你會想到什麼？
你會想到在那個時候看到的是什麼？
你能夠想到那個時候經歷的是什麼？
我想唯一確定我看見的 ─ 是一位
 不因我信心不足、不因我視野模糊、一知半解
 甚至不因為我的動機不純而嫌棄我的主
唯一我可以清楚地看見是這一位主 ─
提後二13 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

因為祂不能背乎自己
因為祂不能背乎自己。
主向我們說 ─ 你們來看，
各位朋友 ─ 我們來看！

主，當我們再重新地看
我們過去走過的道路，
我們過去走過的道路
我們驚訝、我們也走過來了，
是的 靠著你的恩典我們走過來了
是的，靠著你的恩典我們走過來了。
前面還有道路，
我們祈求主繼續幫助我們，
能夠相信你、跟從你、愛你，
是因為這樣子，
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每天都活在光明當中，
見證主的恩典。
見證主的恩典
奉主的名求，阿門。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