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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七章 37 - 39
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腹中要流 活水的江河來 』」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祂之人要受聖靈說的。
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
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
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01 這事以後，耶穌在加利利遊行，

不願在猶太遊行，因為猶太人想要殺祂。
02 當時猶太人的住棚節近了。
當時猶太
住棚節近
03 耶穌的弟兄就對祂說：「你離開這裡上猶太去吧，

叫你的門徒也看見你所行的事。
04 人要顯揚名聲，沒有在暗處行事的；
你如果行這些事，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看。」
05 因為連祂的弟兄說這話，是因為不信祂。
06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你們的時候常是方便的。
常
07 世人不能恨你們，卻是恨我，因為我指證他們所做的事是惡的。
08 你們上去過節吧，我現在不上去過這節，
因為我的時候還沒有滿。」
09 耶穌說了這話，仍舊住在加利利。
耶
了
在 利利
10 但祂弟兄上去以後，祂也上去過節，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約翰福音是一個很獨特、
讓人愛不釋手的生命之道，
讓人愛不釋手的生命之道
另方面，也是一卷讓人覺得不容易明白、
讓人覺得費解的福音書，
尤其耶穌的言行，常讓人覺得摸不著頭腦。
如果我們帶著自己的期望、
先入為主的觀點來讀約翰福音，
難免會落在這樣的誤解、不瞭解當中 ─
 文化、經驗、傳統、習俗的觀點，
不見得能夠應用在所有的人身上，
不
不見得在每一個地方都能夠用得上
在每
都 夠
 可是如果人堅持自己的觀點、文化、習慣，
跟別
跟別人一起的時候，難免會有損失，
起的時候 難免會有損失
難免會有關係的不暢通、有一些的虧損

一位朋友年輕的時候，向一位女孩子表達了意思，
開始結交時 女孩子提議 起去跑步
開始結交時，女孩子提議一起去跑步，
朋友心裡想 ─ 跑步有什麼了不起，
一定沒有問題…
跑了幾分鐘後悔了，原來那個女孩非常會跑。
後來有一天，朋友去女孩家作客，一進家門，
被大大小小的獎杯、獎座給嚇到了，
原來這個瘦小、纖弱的女孩，
是學校越野跑的代表隊！
人如果堅持自己的那一套，
 輕微的
輕微的，不過是尷尬而已
不過是尷尬而已
 嚴重的，可能要闖禍、壞事了
在人際的關係裡堅持 固執自己的那 套，
在人際的關係裡堅持、固執自己的那一套，
不僅僅引起誤解、還可能破壞關係。

帶著我們的一套，不能夠明白榮耀為什麼
一定要透過痛苦、受苦，才能夠得以彰顯，
定要透過痛苦 受苦 才能夠得以彰顯
 我們的相信只能夠停留在滿足我們的需要，
確認我們的經歷的一種感覺
 總是想著如何搖動神的手、而不是緊握著祂伸出來的手
 事如我們願，感恩之餘，還覺得自己禱告很有能力
 事不如我們願的時候，
我們質疑神、為什麼不聽我們的禱告
我們看到的、相信的、關心的
是我的神，為了我出太陽、為了我下雨的神
而不是世界的
而不是世界的主、宇宙的主
宇宙的
 帶著我們的一套，
只能夠看見自己和自己的議程
只能夠看見自己和自己的議程，
忽略了別人的需要


在信仰的道路上堅持自己的一套，
最後
最後可能拒絕真光的照亮、
真光
亮
一味地自己在黑暗裡面兜轉。


要是我們帶著自己的一套去讀約翰福音，
會糾結耶穌和馬利亞說話的態度、是不能夠接受的，
可是看不見耶穌不是馬利亞的兒子，
是太初已有的道、是與神同工的神的兒子，
祂來到這個世界，是要做成差祂來者的工



帶著我們的一套，看到的就是表面水變成的酒，
帶著我們的
套 看到的就是表面水變成的酒
 只有那一天在迦拿舀水的人才知道、
婚筵裡喝過的人的人才喝到的酒
 未必知道耶穌就是神的兒子那一位彌賽亞，
這酒不僅僅是給迦拿婚筵上面的人喝，
是給所有的人喝的

問題是怎樣才能夠知道什麼應該堅持、什麼應該放下呢？
這 僅僅是
這不僅僅是一個矛盾、也是一個困惑。
矛盾
是
惑
以這個發生在耶路撒冷住棚節的故事為例…
故事開始在加利利，
耶穌的弟弟們因為不相信祂諷刺祂說：
「你離開這裡上猶太去吧，
好讓你的門徒也看見你所做的事，
因為人要揚名聲沒有在隱祕的地方行事，
一定要公開地幹、讓其他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耶穌的回答本質上就是否定弟弟們的建議，
就好像在 第二章 拒絕馬利亞的要求一樣，
同樣用時候為理由 ─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耶穌說：你們的時候隨時都有，你們上去吧，
耶穌說
你們的時候隨時都有 你們上去吧
我現在不去過節，因為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讓我們真正困惑的，祂在說過不去以後…
七10 但祂弟兄上去以後，祂也上去過節，

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應該怎麼樣理解耶穌言行不一的現象呢？
耶穌對弟弟講的這些話，可以和祂對馬利亞所講的話
耶穌對弟弟講的這些話
可以和祂對馬利亞所講的話
相提並論 ─ 先是拒絕、後是行動，
單從表面來看 耶穌後來所行的
單從表面來看，耶穌後來所行的
跟馬利亞的要求沒兩樣、
跟弟弟們的建議 有 樣
跟弟弟們的建議沒有兩樣。
耶穌的拒絕與行動，表面上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可是如果細心地閱讀，會發覺耶穌的行動
表面上看起來是符合馬利亞和弟弟們的要求，
實際上是剛好相反


在古時候猶太人
住棚節 逾越節 五旬節 是三大節日
住棚節、逾越節、五旬節，是三大節日，
是很多的人上耶路撒冷的黃金檔期。
「住棚節近了」意思就是
在耶路撒冷過節的人一定會有很多。
一般人的期望、想法，住棚節是何等的一種時機？
很多人聚集，真的想幹一番事業、揚名立萬，
必須要趁著這個時機 ─
公開行事、取信於人、吸引群眾，
這是耶穌弟弟們的想法，
也是絕大多數人、包括我們今天的想法，
多
我 今
想
我們有我們的目的、我們的時候 ─
 抓緊時機，讓自己成為閃光燈的焦點
抓緊時機 讓自己成為閃光燈的焦點
 讓世界環繞自己轉、讓自己成為世界的中心

約翰福音裡面的耶穌不是出爾反爾，
而是要藉著看起來矛盾的地方，
是 藉著看起來矛盾 地
突出其中深層的落差，
藉此表達、對比光明和黑暗，
從而展現出神的憧憬和人的價值。
唯有願意把自己的觀點放下來的，
才能夠看見這一種的啟示
 唯有願意把自己的糾結、重擔、
自己的冠冕放下來，
願意凝視神藉著耶穌工作的痕跡、和祂的恩情，
才能從這些表面的矛盾和落差看到啟示
才能從這
表面的矛盾和落 看到啟示 ─
看到耶穌基督是生命的主，
 不是聽命於我們、給我們差使的僕人
不是聽命於我們 給我們差使的僕
 祂是生命的主、世界的主、宇宙的主


可是神的時候、耶穌的時候，並非如此 ─
 當耶穌吸引萬人的時候，世界棄絕祂而去
當
萬
時
界棄
去
 在神的時候、耶穌的時候，榮耀是由
耶穌的肋旁、腹中流出來的血和水，
交織而成的恩典之網
這是耶穌上耶路撒冷的方式，祂的時候
跟弟弟們的想法、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約翰福音強調
「祂不是公開去，是暗暗地去」？
 耶穌上耶路撒冷為的不是揚名聲、引人注目
 祂在耶路撒冷將會遭別人棄絕、被人憎恨
在
冷將會遭別 棄
祂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方式、想法、時候，
跟祂的弟弟 和 般 的想法
跟祂的弟弟、和一般人的想法，
都截然不同！

住棚節有七天，最後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
也就是所謂的節期最大的一天。
是
節期最
住棚節是一個紀念秋收的節日，不僅紀念
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也歡慶與渴求收成，
 大祭司會在祭壇旁邊傾倒水，
感謝神在過去一年來供應的雨水，
也祈求恩雨繼續地降臨
 更重要的 ─ 水代表神的靈在彌賽亞國度的降臨
就在這最後的一天耶穌站起來說話，
如果我們明白這個節期背後所代表的意思、
關 神
關於神的國度、神的應許、彌賽亞…
度 神
許
賽
耶穌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耶穌已經得到榮耀 ─ 從死裡復活，
聖靈保惠師也已經在我們中間 在我們心裡
聖靈保惠師也已經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心裡、
群體當中運行工作，提醒、幫助我們，
 想起耶穌的身分、想起祂的工作
 使得我們能夠跟從祂、學效祂
耶穌所說的這句話，對我們來講有怎麼樣的意義呢？
如果耶穌這邊說得那麼清楚 ─ 這話是指著信祂的人
也要從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的話，
我們也得問問自己 ─ 我們是不是也是恩典的泉源、
是不是也讓飢渴的人可以得到飽足呢？
有 有真
有沒有真的明白我們的主、真正的跟從祂呢？
我
真
約七37-39 給今天生活在富裕的地區，
將信仰個 化 私 化 成功化的基督徒
將信仰個人化、私人化、成功化的基督徒，
有莫大的提醒！

就在最後的一天，耶穌站起來說…
祂不僅僅說祂就是所有盼望的成就、
僅僅
是 有 望 成
祂就是恩典的泉源、
祂就是使人的飢餓可以得到滿足，
更重要的是 ─ 相信祂的人、跟從祂的人，
 也會是恩典流通的管子
 也應該叫飢餓的人得到飽足、乾渴的人得到滋潤
37-39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若渴了 可 到我這裡來喝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祂之人要受聖靈說的。
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
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耶穌的榮耀是通過受苦而成就的，
聖靈
聖靈也不是個人內在的一種狂喜、震撼
是
在
喜 震撼
的經歷、叫人炫目耀眼的經歷或是感覺。
約翰福音這邊耶穌告訴我們 ─
聖靈是外流的，往外傾倒、往外流出，
讓飢渴的人可以得到飽足、孤寂的生命得到安慰、
困難的人得到支持、使人得到豐盛的生命。
 生命的主，尚且在十字架上面
流出祂的寶血，來讓人得到幫助
 我們又當如何地看自己的生命呢？
我們 命是單單注目在自 的
我們生命是單單注目在自己的
一種感覺、還是一種成就、經歷，
當我們這樣做 這樣行的時候
當我們這樣做、這樣行的時候，
會不會跟約翰福音的榮耀格格不入呢？

約翰福音告訴我們 ─
唯有願意放下自己的糾結、
唯有願意放下自己的糾結
自己的重擔、自己的冠冕，
 願意凝視神工作的人，才可以看見
耶穌基督是生命的主
 也因為這樣，可以看見
別人的飢、別人的渴、別人的需要
耶穌說：信我的人，
也一樣要成為別人的祝福。
願所有的觀眾朋友 ─
都能夠成為恩典的管子，
與更多的人分享福音的恩典
與更多的人分享福音的恩典。

親愛的主耶穌，

禱告

幫助我們放下我們自己的糾結、
自己的重擔、甚至放下我們的冠冕，
讓我們真的明白你所展現的榮耀
是怎麼樣的一個榮耀，
讓我們明白你的時候是怎麼樣的時候。
是的，願意我們都能夠凝視主的工作、主的恩情，
使得我們也能夠看見別人，
別人的需要、別人的飢餓、別人的渴，
因為他們也是你願意拯救、救贖、光照的世人。
幫助我們，聽我們的禱告和立志，
奉主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