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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生會和婚禮是不可能無盡期地上演的，
我說的是如實的生活 生命的本身
我說的是如實的生活、生命的本身，
生活必須要有凝視、注目生命的停頓和空間，
感人的婚禮之後，新人應該怎樣地生活呢？
還不僅僅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曾到過的山頂 ─ 信仰的經歷，
曾在夏令會、冬令會經歷、感動
神的同在、神的觸動，
 可是從令會的激情、澎湃回到平常的生活，
應該怎麼生活呢？何以為繼呢？
 甚至是困難、不容易的日子，
甚 是困難 不容易的 子
就是在生活當中充滿了障礙、
有許多的危險 挫敗 苦楚 疑惑
有許多的危險、挫敗、苦楚、疑惑，
應該怎麼過活？何以為繼呢？

每四年一次像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盃，
或是新年 在教會聖誕的假期
或是新年、在教會聖誕的假期，
 要來的時候，那一種的興奮、期待
 活動成為過去時，
某些片段可能依然為人所津津樂道，
日子一過，那個關注、話題，就由其他活動取代了
當激情不再、感受冷卻、情緒穩定以後，
我們應該怎麼樣下去？
今天的人其實沒有真正思考應該如何生活的空間，
 現代人的生活就是由一連串的活動所推動
 這些的活動又是由
這
宣傳、潮流、風氣所塑造的
這是我們現代人的生活
這是我們現代人的生活、
特別是住在都市生活的人。

這不僅僅是你糾結的問題，這也是早期門徒面對的問題。
我
我們要聽聽主怎麼藉著祂自己的話語來勉勵我們，
聽聽 怎麼藉著 自
來勉 我
這些話語也是在祂離去的前一天晚上和門徒講的。
約翰福音十五11 - 17
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

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為 友捨命
的愛 沒有比這個大的
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
是我揀選了你們

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
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祂就賜給你們。
17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當耶穌離開他們有一段日子，
他們不知道怎麼樣繼續生活的時候 必須要想 ─
他們不知道怎麼樣繼續生活的時候，必須要想
耶穌給他們的勉勵、提醒是什麼？
那是為什麼早期教會搜集一些的作品，
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新約聖經」。
蒐集這些作品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幫助信徒、幫助早期的教會，
知道怎麼樣在一個與自己的信念
有如此差異的環境裡生活下去，
 當周遭惡勢力沒有一點減退，何以為繼？
 更重要的是，當他們看不見耶穌的時候，
更 要的是 當他們看不見耶穌的時候
看得見的都只是有血有肉的人、真實的人
在實際的生活裡，好心可以做壞事，
真實、有血有肉的人，常常讓我們體會傷害。

如果我們問：何以為繼？
耶穌 約翰壹書的作者都說 ─ 繼續生活，
耶穌、約翰壹書的作者都說
繼續生活
 都沒有提供教會生活十個祕訣等等教導
 只是邀請我們仔細地看看四週的人，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
凡愛生祂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愛生祂之神的 也 愛從神生的
都囑咐我們 ─ 注視我們的群體、教會、弟兄姊妹，
 這不是說教會就是答案，
事實上教會往往是問題所在
 耶穌說：「我的命令」─ 凡信耶穌基督的，
「教會的主」才是答案
約壹一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
就是我們所聽見
所看見
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約翰在約翰壹書也有一段
跟這裡的教導非常接近的經文，
跟這裡的教導非常接近的經文
約翰壹書第五章 1 - 6
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

神而生，
凡愛生祂之 神的，也必愛從 神生的。
2 我們若愛 神，又遵守他的誡命，
從此就知道我們愛 神的兒女。
3 我們遵守 神的誡命，這就是愛祂了，
並且祂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4 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
使我們勝了世界的 就是我們的信心
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5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
不是那信耶穌是 神兒子的嗎？

我們回首看看 ─ 記認你曾經相信、交託、經驗主的
那一個角落、聲音、光影，
角落 聲音 光
作者邀請我們知道並且相信 ─ 這正是
耶穌基督用祂的血、祂的肉買贖回來的人！
縱使我們一再辜負這一位主，
祂不會、也不能背負我們。
這樣一種的應許、恩典，約翰福音用一個詞彙
來表達這一種的力量，那就是「愛」，
用「耶穌基督的愛」來表達的 ─
 超過一種感受，鍥而不捨、甚至是頑固的愛
 無論我們怎麼樣的不濟、糊塗，
無論我們 麼樣的不濟 糊
祂還是照耀我們、還是到我們面前來，
在我們身邊提醒我們要跟從祂
在我們身邊提醒我們要跟從祂、
要彼此相愛、要相信祂

祂希望我們的記憶、希望我們恪守的，
也就是這種的「愛
也就是這種的「愛」，這也是
這也是
使得我們能夠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
不由你我不相信，
我們之所以知道、明白、甚至經驗這種愛，
 往往是通過支離破碎的教會
 很多的時候我們是通過一些錯誤、
通過一些軟弱、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才能夠明白、體會什麼叫「愛」的
我們是不是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刻
都是那麼忠貞地向著主呢？有很多的日子
都是那麼忠貞地向著主呢？有很多的日子，
我們豈不是也讓我們的主傷心、難過嗎？
很諷刺，對不對？
不過我想，這也是恩典的所在吧！

使徒行傳看到彼得，不肯定、不清楚
要不要把福音傳給外邦的人，
要不要把福音傳給外邦的人
 這都是一些不見得完全光彩、完全通透、
不完全明白的一些的情況
 就在這些情況裡面，我們體會了
這一位主不離不棄的愛 ─
 我們縱然是失信的
 祂還是可信的、祂不能背負我們
這是我們說「鍥而不捨」的原因，
這是我們能夠繼續生 下 的原
這是我們能夠繼續生活下去的原因，
不因為我們能，
是因為這位主的愛
是因為這位主的愛。

約翰福音裡的門徒不是一開始就跟從耶穌嗎？
有多少 是
有多少個是從始到終的明白、忠心地跟從呢？
忠 地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吧！
我們熟悉的彼得，三次不認主，
後來讓主重建他的服事，說：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說了三回，
看起來好像豁然開朗、完全明白了，
只是一個片段，他馬上就問耶穌：
「那位主所愛的門徒將來會怎麼樣？」
耶穌說：「與你無關，你就專心地跟從我吧。」
讀過新約的作品都會明白，彼得不見得從此以後
讀過新約的作品都會明白
彼得不見得從此以後
就是變成非常明白主的心意、緊緊跟從主的門徒，
在加拉太書裡面，我們看到彼得跟保羅
就外邦人一起吃飯的問題起了爭論…

我們之所以知道、明白、經驗這個愛，
正是通過支離破碎的教會、支離破碎的你跟我，
教會
我
然後驚訝主的眷守、保全、拆毀、重建。
我們跟主的關係就好像一個繩子，
 頑固、悖逆時，就剪斷了
 可是施恩的主主動地來到我們當中，
把它打一個結，把我們再和祂扣在一起，
可是我們一再悖逆，又剪斷、再打結，
在我們重複在生命中一再地這樣做…
就是這樣，我們竟然體會主跟我們的關係越來越靠近，
繩子上面有許多的結 許多的支離破碎
繩子上面有許多的結、許多的支離破碎，
見證著這一位主是如何的鍥而不捨地愛我們，
就是因為這樣一種的愛，我們才能驚訝說
就是因為這樣
種的愛，我們才能驚訝說 ─
原來神在這裡，這是神的殿、祂的身體。

許多的比喻來說明教會是什麼，
其中我挺喜歡的 ─ 教會就好像一幅刺繡，
教會就好像 幅刺繡
 背面是很亂的紋理、
錯綜複雜、一點都不美
 看看正面時，會因為它的美而感動
信仰群體不就是這幅刺繡嗎？
你跟我不就是基督手中的刺繡、一根線嗎？
我們在基督耶穌裡，我們的故事
就不單單是我們的故事，也是神的故事，
 單單注目自己，必然會為自己所經驗的
綜 雜
離 碎
錯綜複雜、支離破碎而喪膽下沉
 我們的一切，
無論是 何的扭曲
無論是如何的扭曲、如何的混亂，
何的混亂
是神的故事、歷史的一部分

親愛的主耶穌，

禱告

我們在有血有肉的群體當中生活，
我們也真的經歷許多
我們也真的經歷許多。
我們所經歷的錯綜複雜、支離破碎，
使得我們的信心軟弱、
使得我們的視野模糊，
今天你藉著這段經文再一次提醒我們 ―
你是教會的主，讓我們定睛於你。
儘管有更多的錯綜複雜，
我們相信你的恩手
會把這些錯綜複雜做成 幅美麗的刺繡。
會把這些錯綜複雜做成一幅美麗的刺繡。
幫助我們、使用我們、更新我們、鼓勵我們。
奉你的名求，阿門。

讀到一段關於「基督身體」的文字 ─
 無論我們在教會如何地努力，總是會把事情搞砸了
無 我 在教會
地努
總是會 事情
 不管我們怎麼壞教會的事，其餘的事卻又互相地效力
感謝主，那是因為掌控作主的不是我們、
是神自己！
也許你有很多的理由退縮、沮喪，
可能你經歷很多錯綜複雜、支離破碎
使得你喪膽、沮喪，
但我還是為你禱告、也希望你能夠禱告，
 希望你想起來、聆聽、勾出以祂的血和肉
在我 中
作
餵飼的主，正在我們中間工作
 我邀請你轉向祂、向祂禱告，
藉你跟我的生命刺出 幅美麗的刺繡
藉你跟我的生命刺出一幅美麗的刺繡，
因為祂不能背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