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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食物對所有的民族都很重要的話，

吃的 食物在節日就更加的重要吃的、食物在節日就更加的重要 ─
食物不僅僅是果腹的食物了

往往代表了某些重要的人、

事、信念、價值觀念

在華人的傳統裡面，

端午節吃粽子，

紀念屈原大夫，他憂國憂民

生日的時候吃麵，長壽的意義

結婚的時候有些人吃蓮子，連生貴子

新年的時候一定有道菜是魚，連年有餘新年 時 有道菜 魚 連年有

吃很重要，

不僅僅是果腹，不僅僅是果腹，

也代表某一種價值、信念、憧憬。

這一種傳統在聖經裡面也有，

樣 食物在節 重聖經同樣見證食物在節日裡面的重要性，

其中一個就是逾越節。

逾越節的食物喚起以色列人想起

神如何把他們從為奴之地帶出來

食物所代表的含意也在 約翰福音第六章

逾越節的背景，許多人吃了

耶穌從五餅二魚變成的糧食、

餵飽了許多人

約翰福音希望它的讀者能夠想起 ─
逾越節如何能夠

回想神的帶領、神的供應

神的兒子如何真正滿足人的需要

約翰福音第六章 41 - 59

41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私下議論他，

42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嗎？

麼 『我他如今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43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要大家議論。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44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

到我這裡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45在先知書上寫著說：『他們都要蒙 神的教訓。』45在先知書上寫著說：『他們都要蒙 神的教訓。』

凡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的，就到我這裡來。

46這不是說有人看見過父，惟獨從 神來的，他看見過父。46這不是說有人看見過父，惟獨從 神來的，他看見過父

47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48我就是生命的糧。48我就是生命的糧

49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50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



51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

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52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

「這個 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

53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

54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55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55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56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面，

我也常在他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

57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

照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樣 我肉 要 我 著

58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吃這糧的人就永遠活著，

不像你們的祖宗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59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裡教訓人說的。

食物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

多 時 我 中 渴 腹中 饑很多的時候我們口中的渴、腹中的饑，

掩蓋了真正的需要，使人忘記食物所代表的意義，

逾越節應該是喚起希伯來人

想到帶領他們出埃及的神。

但眼見耶穌能夠使五個餅、兩條魚

變成很多的食物，讓許多人得到飽足，

猶太人所想的就不是一位神了，而是一位領袖 ─
能夠解決他們問題、滿足他們需要的領袖

要是這個人能夠作我們的王，

我們以後就不愁吃的了，那有多好我 不愁 那有多

於是他們強迫耶穌作他們的王 (約六15)

他們所要的就是「先生，他們所要的就是 先生

常將這食物賜給我們，叫我們不再餓。」

耶穌當然明白猶太人心裡面的算盤 ─
是想 為 滿 自 需就是想立祂為王、滿足自己的需要，

六15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逼祂作王，

祂稍後以一篇很長的講論 六26 59，來更正猶太人的想法，

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祂稍後以一篇很長的講論 六26-59，來更正猶太人的想法，

無非告訴他們：吃的，不是說不重要，

可是生命最重要的意義、根本、根源可是生命最重要的意義、根本、根源，

不在於那食物，不要搞錯了

耶穌說：祂是天上的糧耶穌說：祂是天上的糧，

祂的肉可以吃、祂的血可以喝

可是猶太人不懂，覺得難以理解、不能接受，

他們很簡單，就需要吃的，就有埋怨、抗議，

說：「這個人怎麼可能是天上來的糧呢？」

六60 祂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

就說：「這話甚難 誰能聽呢？

為什麼群眾會有這樣的一種反應呢？誤解，

就說：「這話甚難，誰能聽呢？」

他們不瞭解耶穌所說的話裡真正的意義。

約翰福音裡「誤解」常是人跟耶穌的距離、誤 」 距

使人不能來到耶穌的面前重要的原因 ─
尼哥底母誤解耶穌所說的新生、重生，哥底母 解耶穌所說的新生 重生

是再回到媽媽的肚子裡面再生一次

撒瑪利亞婦人以為耶穌所說的活水是真的可以喝的水撒瑪利亞婦人以為耶穌所說的活水是真的可以喝的水

其實「誤解」也是我們日常生活裡的一部分，

能夠坦誠自己的不足，能夠坦誠自己的不足，

也許誤解會使得我們瞭解、能夠明白

固執、剛硬，誤解就使得跟別人越來越遠，固執、剛硬，誤解就使得跟別人越來越遠，

使得我們跟我們的主越來越遠



放在兩千年的處境，猶太人誤解應該是因為缺乏食物，

滿 都是食物 念 這 想滿腦子都是食物的念頭、這個想法，

生命的優先次序，使得他們

誤解耶穌的講論、耶穌的身分。

兩千年過去了，我們會不會比

耶穌跟前的猶太人更加瞭解耶穌呢？

兩千年後的我們，至少生活在

像台北、北京、…這些大城市，

許多的地方都不知道缺乏食物是什麼意思，

有那麼多豐富的食物，會不會更加明白耶穌呢？

古人因為缺乏食物，把食物看得太過重要，人 為缺乏食物 食 看

使得他們不明白耶穌的話

今天我們生活在大城市，因為食物太多今天我們生 在大城市 因為食物太多

而忘記了耶穌的身分、還有祂的工作

雖然我們一點都不缺食物，

是食物在 命 當中可是食物在生命、生活當中，

幾乎是不能避免的

諷刺的是，

不比兩千年前的人更加明白耶穌，

不比兩千年前的人更加認識生命

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沒有，

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擁有太多，

在太多的選擇之下、我們到一個地步 ─
忘記我們真正的需要 Need
要的就是我們的欲望 Want我 欲望

真正的需要被欲望所取代，

不知不覺間被商業廣告所洗腦，不 不覺間被商業廣告所洗腦

有意無意之間，把欲望變成需要。

耶穌對猶太人說：「民以天為食」，

食物想得 麼 忽不要把食物想得那麼的大，以致忽略了

生命真正的需要、真正的主宰。

「耶穌也藉這段經文提醒我們「民以天為食」，

當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們會怎麼說呢？

會認為這話甚難、誰能懂、誰可以接受嗎？

我們以為食、吃是最重要的，我們的吃

其實就是許多無窮盡的選擇、就迷失在選擇裡，

講究吃的風格、品味、身分、場合

買月餅不再是表達渴望家庭團圓的憧憬、價值，

是表達你的身分、能不能夠表達我的誠意表達 身 不 夠表達我 誠

在太多的食物和眾多的選擇面前，

我們不僅僅忘了真正的需要是什麼我們不僅僅忘了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也忘記別人的需要、忘記了別人

西元三百年中國晉朝的時候，有一個大臣向當時

晉惠帝 苦 饑荒 慘晉惠帝反映民間苦疾、缺糧饑荒的慘況，

晉惠帝聽到了以後、吐出這麼一句話：

「「沒有飯吃，為什麼不吃肉粥呢？」

晉惠帝每天面對的就是吃的選擇，迷失在選擇裡，

不知自己真正需要，也沒想到老百姓根本沒有吃的。

西方十八世紀的法國，

生活奢華的君王路易十六跟他的皇后

整天都在酒池肉林裡面享樂，

臣子告訴她 ─ 百姓沒有麵包、社會危在旦夕，

皇后漫不經心說：「沒有麵包，怎麼不吃蛋糕呢？」后漫不 說 沒有麵包 怎麼不吃蛋糕呢 」

她也是迷失在自己的選擇裡面。

太多的欲望、太多的選擇，太多的欲望 太多的選擇，

使我們忘記了真正的需要！



一百多年前電話首次面世，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了，

與 電 打破 空人與人之間通過電話，打破了空間的距離。

到了今天，電話已經是到了手機、

可全球無論在哪裡都可以上網的時候，

科技比以前進步，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會不會比以前更加的深、更加的多呢？

今天在街上、在家裡、任何地方，都看到人在摸、擦…
可是你發現 ─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特別跟我們最親愛的人溝通，是非常的少。

有一次我在一個飯館吃飯，隔壁圓桌有十幾人，

看起來都是家裡的人，是節日，大家團聚，看起來都是家裡的人 是節 大家團聚

可是一桌的人，除了兩個年長的，

其他的都看著自己的手機、平板電腦，其他的都看著自己的手機 平板電腦

不斷地刷、摸、看，沒有一個跟旁邊的人說話。

科技的進步，沒有辦法把人與人之間拉合起來，

這會是我們今天的景況嗎？

這確實是我們今天的狀況！

我們迷失在選擇裡面，

忘記生命裡面真正的需要

忘記了自己真正生命裡面的渴望

約翰福音第六章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 ─
究竟我們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我們現代人在都市當中，

太多的選擇、太多的享受、太多的欲望太多的選擇 太多的享受 太多的欲望

往往忘記了生命當中真正的需要

求主憐憫我們！求主憐憫我們！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們 ―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

在物質豐裕的環境當中

不要忘記生命真正的需要，不要忘記生命真正的需要，

我們都沉迷在我們的選擇、

我們只會沉迷在潮流裡面，我們只會沉迷在潮流裡面，

所以幫助我們常常回到你那裡，

讓你的真光照亮我們、讓你的真光照亮我們、

讓我們知道生命真正的缺乏。

阿門奉主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