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音

第十七課…

我們說 ─ 主愛我們，
究竟
究竟主的愛是怎麼樣一個的愛呢？
愛是怎麼樣
愛
約翰福音十三章 1 – 20

讓我們看到耶穌的愛，是怎樣的愛…

愛怎樣表達

1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
逾越節以前 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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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挨到西門•彼得，彼得對祂說：

「主啊，你洗我的腳嗎？」
07 耶穌回答說：「我所做的，
耶
我所
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
08 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
彼得
你永不可洗我的腳！」
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
09 西門
西門•彼得說：
彼得說
「主啊，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
10 耶穌說
耶穌說：「凡洗過澡的人，
凡洗過澡的人
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
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
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11 耶穌原知道要賣祂的是誰，
所以說： 你們不都是乾淨的。」
所以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

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2 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
吃晚飯的時候 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
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
3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祂手裡，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祂手裡
且知道自己是從 神出來的，又要歸到 神那裡去，
4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
就離席站起來 脫 衣
拿 條手巾束
5 隨後把水倒在盆裡，就洗門徒的腳，
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束

12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

「我
「我向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嗎？
13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
14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
我是你們的主 你們的夫子 尚且洗你們的腳
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15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16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17 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18 我這話不是指著你們眾人說的
我這話不是指著你們眾人說的，我知道我所揀選的是誰。
我知道我所揀選的是誰
現在要應驗經上的話，說：『同我吃飯的人用腳踢我。』
19 如今事情還沒有成就，我要先告訴你們，
今事情還 有成
我要先告訴 們
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20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
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在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了，
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祂就愛他們到底。
然愛
就愛他們到底
也許耶穌一直在思想 ─
 怎麼樣向祂所愛的人表達祂的愛呢？
 祂的愛又是怎樣的一種愛呢？
耶穌不是藝術家，祂大概不會想到
要作一首曲、要畫一幅畫、要撰文歌頌友愛，
或是說類似的這樣的念頭。
可是愛從來就不會因為時間、空間、文化所限制，
 基本上你都體會過愛、知道愛、也曾經被愛
 沒有任何的條件和因素
有 何 條件
素
可以攔阻人愛、或是被愛
耶穌用連串的行動象徵祂的愛
耶穌用連串的行動象徵祂的愛，
祂用洗腳表達祂的愛。

耶穌為門徒洗腳，
為的是要讓他們與自己同等，
為的是要讓他們與自己同等
所以祂先謙卑自己下來、為他們洗腳。
 謙卑不是表面上的一種的卑躬屈膝
 謙卑是關係的逆轉、不是一種客套的推辭
 謙卑是甘願為提升和肯定脆弱的人而屈膝，
這樣自己倒空

耶穌為門徒洗腳所象徵的愛，
是要讓被愛的人與自己同等，
從今以後是朋友、不再是僕人了。
(十五11 – 17)

有一些人愛人，是要操縱別人、是填補自己的空虛
 有一些人愛人，是迂迴隱藏的自戀，
有 些人愛人 是
隱藏 自戀
往往隱約地使別人成為自我滿足的、
或是自我實現的一種工具
愛其實是一種的成本，是往社會階梯裡面的成本，
可是耶穌顯示的愛不是這樣子。


古代社會沒有衛生的意識和習慣，更不要說設施了，
街道上有很多髒的東西，一般人回家都會洗腳，
 有僕人的，就會讓僕人給自己洗腳
 沒有僕人的通常讓家裡的女人、
或
或是比較低的階層的人來代勞，
階層
來代勞
 學生為老師洗腳也是常有的
 好像沒有聽過老師為學生洗腳
所以耶穌為門徒洗腳，是非常的奇怪。

耶穌所表達的愛，是提升被愛者的生命，
 讓對方活得更像一個人、成為真正的人
讓對
得 像
成為真
 讓被愛的人更像神的兒女、
知道自己是神的兒女
這種愛使人不會下墜墮落，
使人下墜墮落的不是愛，
叫人折磨煎熬的如果是愛，一定是扭曲的愛。
當然我們不是說愛必然是寫意愉快的一種感覺，
事實上 約十三 - 十七，我們會感覺
裡面的氣氛仍然是相當沉重的。
 愛也不必然是浪漫、激情、
不
情
轟天動地、刻骨銘心的
 在大多數的時候，
在大多數的時候
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意志和德性

記得我剛剛信主的時候，主內的朋友問我：
「
「願不願意愛主到一個地步、把自己的性命來擺上？」
意愛 到 個地步 把自
命來
我幾乎想都不想就說 ─ 是的，我願意！
我曾經如此真摯地來表達，
經
真摯
而且我也非常真摯的希望我能夠
 像王明道先生，經歷坐牢的苦、
依然能夠堅守信仰
 像宋尚節博士，將象徵博士的學位獎項扔在海裡，
以說明我的犧牲、表達我對主的愛
我說：我願意，我願意愛主，
擺上我的生命、犧牲我的生命。
但事實上，我並不很知道自己說什麼，
那時候我畢竟太年輕了 我 為 有這樣子
那時候我畢竟太年輕了，我以為只有這樣子
才叫活出主的樣式、才是活出主的愛。

洗腳是古代每天尋常的生活的部分，
那麼耶穌所表達的愛 也應該在
那麼耶穌所表達的愛，也應該在
日常的生活裡面可以體現的，
 不必等到很重要的關頭才顯現，不需要把你的身體
完全地擺上、犧牲掉，才能夠展現這種愛
 在平常、最尋常的日子、動作、生活的節奏裡，
都可以表達這種愛
耶穌藉著洗腳表達那一種
不離不棄、至死的投身和接納，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包容、回轉、寬恕、
總是相信神會在人的生命中工作
是相信神會在人的 命中 作
那一種的堅忍、等候，
這就是愛
這就是愛，
這就是主希望我們能夠活出來的愛。

我慢慢地明白、認識自己，
我不是王明道 也不是宋尚節
我不是王明道、也不是宋尚節，
也不是我欽羨的一些宣教士，
 不身處在那一種環境、氣候
 也不具備他們有的恩賜、能力，
我們的時空不一樣
我身邊有很多的群體、弟兄姊妹，
我身邊有很多的群體
弟 姊妹
我的親人、朋友、認識的、不認識的，
我不需要 未必要為他們賠上我的性命
我不需要、未必要為他們賠上我的性命，
可是我必須謙卑、努力地告訴他們 ─
他們可以活得更加的勇敢，
 可以活得一個人應該有的尊嚴
 應該活得像神的兒女

你有沒有這種愛的體會 ─
 在你的生命的歷程中，有沒有一些親人、朋友，
在你們的身旁守候、不離不棄地愛你們，
不一定是很轟轟烈烈的、刻骨銘心的，
就是很踏實、就是很普通、就是
安靜地守候在你身旁，堅持地去愛你
 你有沒有向你周遭的人
親友、朋友，表達這一種愛呢？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我們的
命當中
有沒有經驗過一些扭曲的愛呢？
這些愛不是使人提升
這些愛不是使人提升、
不是使人更加明白主、跟隨主。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怎麼樣才是屬於主的愛呢？

如果說耶穌的洗腳是表達祂對門徒的愛的話，
在 受
在接受耶穌洗腳的人當中，還包括了
洗
當中 還包
洗腳之後就馬上出去出賣祂的猶大！
可是縱然是這樣子，祂依然為猶大來洗腳，
這個愛、包括給猶大 ─ 將要出賣祂的門徒。
有時在生活當中，碰到我們覺得很困難的人，
不知道如何地去愛、如何地去接納，
也許主為門徒洗腳、包括猶大洗腳，成為一個
很大的勉勵、很大的源頭可以支取力量的，
 也許不能一下子像主耶穌這樣子
 祈求主，當跟隨祂、更多明白祂的愛的時候，
祈求
當跟隨祂 更多明白祂的愛的時候
也許有一天，我們能夠去愛、去接受
我們覺得不那麼可愛 不那麼值得愛的
我們覺得不那麼可愛、不那麼值得愛的人
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體會祂的愛。

親愛的主耶穌，

禱告

愛是常常我們掛在口中的一個詞語，
可是我們不肯定我們知道什麼叫愛
可是我們不肯定我們知道什麼叫愛。
求主幫助我們學會愛、
求主幫助我們體會愛的根源就是你，
也求主幫助我們明白 ― 愛往往、常常
在一些很平淡、很平常的生活裡面。
幫助我們每一個觀眾朋友，
堅持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跟隨你、體會你的愛，
使得我們能夠愛周遭的人、
使他們更加像你的兒女，
活得更有尊嚴、活得更勇敢。
奉你的名求，阿門。

我不曉得你對愛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你對你身邊你要愛的人
怎麼表達你的愛？
送一束花、寫一張卡、
好好地看著他、仔細地聽他講話、
陪他坐、觸摸他、擁抱他…
這些都是表達的方法。
告訴我們 ─
其實在最平常的生活片段裡面，
我們也可以清楚、有力地表達我們的愛，
堅持的愛、至死不渝的愛，
堅持的愛、至死不渝的愛
往往在最尋常、最平常的日子裡面
表達出來。
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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