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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 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第六課…

15 耶穌就拿繩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

想起、相信、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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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你曾經有這樣一個經驗 ─
 夢想和等候的日子接近了，
夢想和等候的日子接近
覺得一輩子就為這機會預備的，
愈接近、越興奮，站著、坐著、吃著、睡覺，
都想像、憧憬這一天來到時是何等的喜樂，
可能是婚禮、等待面試、第一個寶貝誕生


14 看見殿裡有賣牛、羊、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裡，

某些日子、時間，卻有完全相反的感覺，
感覺焦慮、不安、恐懼，
分別在於是早來、還是晚來，
 經濟衰退，看不出什麼時候才能走出谷底，
公司在裁員了，下一位會不會是我呢？
在裁員
會不會 我
 身體的狀況隨著年紀長大慢慢走下坡，
與自己年 相仿的 個
與自己年紀相仿的一個又一個害病
個害病
我們都免不了這一種的不安、沮喪、憂慮

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
16 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
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
17 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
「我為你的殿 裡焦急 如同火燒
「我為你的殿心裡焦急，如同火燒。」
18 因此猶太人問祂說：「你既做這些事，
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
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20 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
21 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為殿。
22 所以到祂從死裡復活以後，
所 到祂從 裡復活 後
門徒就想起祂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

在地球的另外一些角落，他們希望的不過是 ─
一口可以入口的清水、
清
一場可以叫枯死乾涸的大地
重生的雨水、
可以好好有機會讀書、
老老實實搭建而成的房子…
我說的是無論在世界哪一個角落，
說
無論在世界哪 個角落
都不能擺脫未知的明日
帶來的恐懼、沮喪、
隨之而來的憂慮、惶恐，
哪怕你是
很虔誠、非常有信心的人、
哪怕你是基督徒、是神的兒女

早期跟從耶穌的基督徒同樣為即將發生
在他們身上的事情而恐懼 可能因為逼迫
在他們身上的事情而恐懼，可能因為逼迫…
徒八1b 眾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馬利亞各處。
來十一37b 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
約二十19b 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
歷史不是孤立殘缺的，
懼
人對將來的恐懼往往是由於
過去歷史的經驗和片段，
 過去的陰影使得我們
對當下、對將來有一種的恐懼、憂慮
 過去的某事件、某些人的影響力，
過去的某事件 某些人的影響力
使我們解釋眼前的生活，
甚至界定明日和未來是怎樣的情況
過去的陰影成為檢視生命的透鏡。

約翰福音對「想起、相信」特別的有一套，
刻意藉著「想起」連繫不明白、連繫更多的明白、
意藉著「想起 連繫
連繫 多
把害怕轉為盼望、讓懷疑變成相信。
比方說，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時…
十二13-16 群眾迎接他，喊著說：「和散那！

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
耶穌得了一個驢駒，就騎上，
如經上所記的說：「錫安的女子哪，
不要懼怕！你的王騎著驢駒來了。」
這些事門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穌得了榮耀以後，
才想起這話是指著他寫的，
並且眾人果然向他這樣行了。
並且眾人果然向他這樣行了
同樣的記載，約翰福音
同樣的記載
約翰福音
是唯一的福音書強調門徒「想起」。

早期基督徒自然不能忘記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
發 在
發生在他們老師身上的事情，歷歷在目，
老師身
事情 歷歷在
將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是什麼樣的事情，
恐懼、戰兢自然不過。
有人喉嚨卡過魚刺，就一輩子不要吃魚
 曾經被朋友出賣的人，從此就撕去友誼、信任
 在破碎家庭成長，經歷扭曲的人際關係、
害怕親密的關係，不想、不敢有自己的家庭
這些創傷、留下的陰影，心理學稱為「創傷後遺症」。


我們的生活過去、現在、將來，
是有緊緊的關聯的
是有緊緊的關聯的，
 問題是當你想起時、是想起什麼？
 當想起時，你會不會相信？
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

二17 耶穌在耶路撒冷潔淨聖殿時，

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
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
二19-22 耶穌與猶太人一輪對話，
以聖殿比喻自己的身體，
到祂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祂說過這話，
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
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
十四26 耶穌應許聖靈保惠師要來教導他們，想起祂的話。
約翰福音堅持耶穌的跟從者必須想起、必須相信，
想起和相信，使得門徒的生活不再一樣。
約翰福音強調的想起，是想起什麼呢？
 使得門徒以及讀者能夠因為想起
而知道怎麼樣生活、如何的相信
 想起帶來的相信，
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呢？

約翰福音堅持想起 ─
 就是想起耶穌的復活，
是想起
復
就相信祂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在相信之下的回憶，無論坎坷的生命、
悲慘的過去，世界都不一樣
就好像保羅書信 ─ 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為什麼福音書 馬太、馬可、路加
記載耶穌潔淨聖殿都在耶穌職事的末期，
唯有約翰福音放在耶穌職事的開始？
因為約翰強調要他的讀者、讓你跟我知道，
須要想起耶穌的復活 相信祂是 督
必須要想起耶穌的復活、相信祂是基督，
 十字架就不僅僅是羞辱、軟弱的
 十字架更加是神的榮耀和大能
這是約翰把潔淨聖殿放在福音故事開始的原因。

一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相信復活的主，我們能夠想像過去，
苦困、艱辛、委屈、逼迫，
都不再喧嘩、不能夠張狂。
 因為相信，我們才能夠想像
 因為想像，我們才能夠記憶
記憶對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人沒有辦法、也不必抹殺過去的記憶
沒有辦
也不 抹 過去的記憶
 記憶是塑成我們生命的部分，
所是 所作 所為 都與過去的記憶有關
所是、所作、所為，都與過去的記憶有關
約翰福音告訴我們問題不在於抹去，
是在於必須知道你想起什麼？
在你想起的時候，你相信什麼？

潔淨聖殿不是耶穌惹怒了權貴、以致招致殺身之禍，
 潔淨聖殿是往十字架必經的道路
潔淨
是
字架
道
 十字架是用榮耀這個概念來表達的
潔淨聖殿是榮耀必經的道路。
淨
聖殿也不僅僅是那個時候經濟中心的
聖
也不僅僅是那 時候經濟中 的
一個機構、建築物、組織，
約翰福音因為耶穌從死裡復活
約翰福音因為耶穌從死裡復活，
這個殿就象徵人和神能夠真正地相遇，
通過它能夠敬拜
通過它能夠敬拜。
一50-51 你將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者上去下來在
身
天和地因為這個人子能連接起來
天和地因為這個人子能連接起來，
因為這個聖殿，人能夠真正地接近上帝。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過去，
 有些回憶，會使我們生命窒息、夢被壓碎，
有 回憶 會 我
命窒息 夢被壓碎
使我們拒絕眾生之上有生命的主宰
 有些回憶，能夠發生信念、賜予生命和希望，
讓人在艱困苦痛中依然勇敢、
有尊嚴、光明地生活和見證
因為相信耶穌的復活，
 水就不僅僅是水，可以解生命深層飢渴的彌賽亞筵席
 五個餅、兩條魚就不是普通的糧食、
可以是天上的糧食
 吃最簡單的飯菜、都可以是天上的糧食
最簡單
菜 都
食
 過最簡樸、簡單的生活、也可以見證真光
因為耶穌基督的復活
因為耶穌基督的復活，
進耶路撒冷就不是一個葬禮、而是榮耀之旅

生命是永生，因為耶穌從死裡復活，
死亡是新生的記號，
是新
號
透過死亡，我們體會永生是什麼。
因為耶穌從死裡復活，
黑暗就不是控訴、掌管我們的權勢，
 黑暗是清晨的前奏
 死亡沒有最後的話語權，逼迫、困乏也不是
約翰福音不是教導我們把頭埋在沙土裡，
好像變成鴕鳥一樣，
也沒有說因為我們相信、因為我們想像，
生活就變得很容易、好過、明天會更好，
變
容易
會
把握不在我們，
相信就是相信 不是憑著我們的計算
 相信就是相信，不是憑著我們的計算
 想像是基於相信耶穌基督，也不是基於我們的計算

跟從耶穌的人，
吃魚時不小心、還是會卡骨刺的，
魚時
還是會卡骨刺
游泳不小心、還是會淹到的，
也免不了被中傷、被人出賣，
家庭背景沒有辦法改變、心靈創傷也是很真實的，
頑疾的纏繞，也不會因為信主而消滅…
只是沒有任何一個事情，可以使我們與主的愛分離！
這個愛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受苦來表達，
因為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給我們力量和盼望。
願意每一位都能夠想像、相信，
當你回想的時候 ─
 看到神怎麼樣在你身上工作
 能夠相信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能夠相信耶穌基督從死裡復
讓你能夠勇氣、光明地生活

四十六年建造的聖殿，
門徒讚嘆 ─ 這是何等的殿宇，
可是在公元七十年倒下來了！
算回我們吧，
 多少人一夜失去了所有
 二千年來，教會匍匐前行、傷痕累累
 這個世界，貧富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這個世界 貧富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族群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從未止息
 我們四周，多少的親友、信徒，
我們四周 多少的親友 信徒
身心飽受煎熬苦痛
可是因為相信耶穌的死、和從死裡復活，
我們還是有努力的理由，
還是可以堅持 ─ 生命是不再一樣的！

禱告
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每一位觀眾朋友 ―
因為相信，
因為相信
能夠更新、想像我們的過去，
使我們生活更加的有力、
使我們生活更加的有力
更加的勇敢、為主作見證。
聽我們的禱告、立志，
我
禱告 立志
奉主的名求，
奉
求 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