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音十二章 1 - 8

約翰福音

第十六課…

生命投資
生命
投資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暫停

請按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身旁的門徒沒能察覺
才
才幾天前當耶穌使拉撒路從死裡復生時，
前當
復 時
猶太人已經下了決心要把他們的老師除掉。
在這一天裡面他們可以瞥見恩典，
醒覺、聽到生命的主的呼喚，
從自己的怠惰、滿足中回轉，
存感激的心、回應施恩的主和祂的愛。
門徒們不知道，可是馬利亞似乎知道
耶穌離開的日子並不太遠。
 這個知道跟不知道就說明了
為什
為什麼馬利亞所做的，不能為門徒所理解
所
不 為門 所 解
 這個知道跟不知道的差異就解釋了為什麼
猶大那麼不滿馬利亞把 十兩銀子
猶大那麼不滿馬利亞把三十兩銀子、
也就是三百個銀幣的香膏，倒在耶穌的腳上

1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

就是祂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之處。
就是祂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之處
2 有人在那裡給耶穌預備筵席；
馬大伺候 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
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
3 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裡就滿了膏的香氣
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裡就滿了膏的香氣。
4 有一個門徒，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5 說：
說：「這香膏為甚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
這香膏為甚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
6 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
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7 耶穌說：「由她吧！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8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如果這是平常的一天，猶大的投訴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
一個銀幣就是當時一天的工資，
幣 是當時
資
三百個銀幣，大概就是一年的工資，
「將你的錢賙濟窮人」是非常高貴的行動。
可是約翰福音的敘述者提醒我們
 猶大的真正關注不是窮人，
告訴我們說 ─ 因為他是個賊
 不過我在想，這不僅僅是猶大的埋怨吧？
其他的門徒，也許都有這樣的埋怨吧，
他們以常人的眼光來批評，
 把生命的投資放在自己的計算和習慣上面
命
資 在自
計算 習慣
 一點都不察覺生命中最重要的恩典和根源
當他們不能察覺的時候
當他們不能察覺的時候，
只能斤斤計較地生活

對馬利亞來說，當她瞥見生命的恩典和寶貴的時候，
 她的心中存有的就是感激、珍惜之情，
她
中存有
是感
珍惜 情
唯一能做、該做的，就是義無反顧地擺上
 恩典的瞥見，是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的，
典 瞥
沒有人完全知道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馬利亞用香膏來表達感恩，為什麼呢？
有幾個可能性 ─
1. 不久前耶穌使她的兄弟拉撒路從死裡復生，
用三百個銀幣的錢所買來的香膏
表達這一份感激之情，是很合理的
耶穌和
是非常關係密切
2. 耶穌和這個家庭是非常關係密切的，
用一瓶那麼貴的香膏來表達，也是可以理解的
3. 也許馬利亞隱約地感覺
耶穌要踏上生命最後的一程了

我相信在耶穌復活以後、門徒聚集的時候，
如果馬利亞也在場，
如果馬利亞也在場
門徒一定帶著欣羨的口吻說：
「馬利亞，妳是對的，早該學妳一樣
把我們一切的珍寶獻給耶穌。」
所以，每當早期的信徒聚集的時候，
都會記念這位真正的屬靈人 ─ 就是馬利亞。
我慢慢地開始明白
為什麼在不同的福音書裡面，
耶穌囑咐門徒說：
「福音無論傳到世界甚麼地方，
音
傳
界
都要傳講這個女人所做的。」
因為她是 個真正的屬靈人
因為她是一個真正的屬靈人，
她把生命的投資放在恩典之上。

無論是哪一個理由，是耶穌把馬利亞的行動
清楚地與自己的死連在 起 ─
清楚地與自己的死連在一起
「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馬利亞全然擺上，意義和果效超過她所想、所理解的
義
 糾結、計算的門徒，當然不能夠明白，他們就會說：
「這香膏為什麼不賣三百個銀幣賙濟窮人呢？」
可是生命豈能計算呢？投資生命怎樣才算得合理呢？
除非瞥見恩典，總會困於自己的邏輯、自己的籌劃…
耶穌被埋的那天，門徒聚集、假如馬利亞也在當中，
他們一定會帶著歉意向馬利亞說：
對
「馬利亞，妳是對的，
無論我們用多少的香膏和禮物，也不能
向主表達我們的感恩 我們的懷念
向主表達我們的感恩、我們的懷念，
妳做到了，我們竟然錯過了這個機會。」

真正的屬靈人、真正的生命投資，
是瞥
是瞥見生命中恩典和根源，
命中恩典
心中有的就是感激和感動之情，
唯一的反應就是義無反顧的全然擺上，
 藉著擺上，重現那恩典的根源、讓人渴慕的生命
 這一種擺上，也是表達珍惜生命的一種表現
當耶穌被賣的那一夜，祂知道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
祂愛世上屬自己的人到底，就好像先前馬利亞
用匪夷所思的行動表達那超過人計算的愛 ─
坐席時，耶穌拿一條毛巾束腰、為門徒洗腳，
 馬利亞用頭髮擦耶穌的腳，
髮擦
腳
耶穌用束腰的巾擦門徒的腳
 馬利亞用貴重的香膏表達對耶穌的愛，
馬利亞用貴重的香膏表達對耶穌的愛
耶穌用自己的生命表達對門徒的愛

猶大不以馬利亞的行動為然、
彼得
彼得拒絕耶穌為他洗腳，
為 洗
只有在耶穌被釘在十架上的時候，
門徒才後悔、才體會、才驚覺 ─
恩典從他們身旁走過的
那一個時刻，他們還斤斤計較地計算生活！
每當我們在思想這段經文的時候，
也許要把自己想像放在伯大尼的餐桌旁邊，
當看見馬利亞把那麼貴重的香膏
全然地傾倒在耶穌的腳上，
 我們會不會像猶大那麼嘮叨呢？
 還是我們會像馬利亞一樣
瞥見恩典的本相 可以全然地付出呢？
瞥見恩典的本相，可以全然地付出呢？

我們都信主、都上教會、都服事，這些年來
 信仰為我們帶來穩定、均衡的生活，
為我 帶來穩定
衡
我們漸漸被塑造成為一個整齊、得體的人
 也將當納的奉獻給主，按能力回應信仰
一切都在我們的手中，甚至在計算、計畫裡面。
直到碰到一些朋友，我們開始覺得不安了 ─
他們成為我們眼中的異類，所做的很不合宜、有違常規，
 我說的不是馬利亞、史懷哲、德蘭修女，
他們太偉大、離我們太遠了，
 可是一定有一些弟兄姊妹全然擺上，到一個地步
讓我 覺 有
讓我們覺得有一點奇怪、好像匪夷所思，
奇
像
所
會不會你也是其中一位 ─ 你擺上、你付出，
其他的 覺得有 點匪夷所思 不能明白呢？
其他的人覺得有一點匪夷所思、不能明白呢？
你開始掙扎自己是不是也是一個異類？

一百年前史懷哲，擁有幾個博士學位，
聖經、神學，更是那時少有的音樂的專家，
學
是 時少有 音樂 專家
當決定要到非洲宣教，周遭的人都很詫異，
勸告、提醒就跟猶大所講的很相似 ─ 值得嗎？
史懷哲之後大概五十年，
印度加爾各答的貧民窟裡，一位柔弱細小的修女，
用盡一切努力和資源，將垂死的病人從街道帶回中心，
為他們洗刷、餵他們吃可能是人生中最後的一頓餐、
記錄他們從來沒有人注意的名字，
四周有很多的人不以為然地說：
德蘭姊妹
在這
「德蘭姊妹，妳花在這些
快要死的人身上的錢和資源，
足可 讓更多的 吃飽
足可以讓更多的人吃飽，
為什麼不幫助這些人、去幫助這些垂死的人呢？」

誠然，身邊的人所講的不是沒有道理，
 如果每一個人都花費這些香膏，
如果每 個人都花費這些香膏
除了販賣商、誰會得益呢？
 如果每一個人都跑去宣教，
誰還會教神學呢？誰還會在牧養教會呢？
 如果每一個都幫助那些快要死的人，
那些營養不良的、不就也就死了嗎？
四周的評語是有道理的，
我們每天都活在合宜、平衡的計算、計畫當中，
沒有這些常規、計算，我們是很難生活。
關鍵其實不在於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關鍵其實不在於這
意見是否 確
關鍵在於有沒有瞥見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
在於有沒有瞥見恩典的時刻
在於有沒有瞥見恩典的時刻，
當瞥見的時候，就義無反顧、全然地擺上。

真的要說投資，
把我們的生命全然投資在恩典上面，
把我們的生命全然投資在恩典上面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可是每一個人都有
自己可以做的、都有我們可以行的。

一個真正屬靈的人，是當他瞥見恩典的時候
全然地擺上 不會斤斤計較
全然地擺上、不會斤斤計較，
當他全然地、把自己最好的擺上的時候，
主的使用，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

保羅寫了十幾封書信，
他沒有想到這些書信會成為新約聖經的部分，
 寫的時候，只是看見恩典之情、教會的需要，
他所愛的弟兄姊妹所面對的問題、困難
 把自己全然地投資，自己的生命擺上、傳福音，
為他的教會、弟兄姊妹，甚至不認識的
弟 姊妹
弟兄姊妹、一些教會，來禱告、來掛心
會 來禱
來掛
馬利亞把自己最美的擺上，
這個擺上的後果其美 其善，
這個擺上的後果其美、其善，
是超過馬利亞所能夠計算、想像的。

親愛的耶穌，
我們願意成為真正的屬靈人，
做最聰明的生命的投資 ―
就是看到恩典、
我們把我們的生命全然地擺上。
所以悅納我們每一個在不同的崗位、
不同的生活的圈子裡面，
當我們把最好的擺上的時候，
願主你親自地使用、賜福。
垂聽我們的立志和禱告。
靠耶穌的名求，阿門。

也許我們每一個人都在不同的處境當中 ─
有不同的恩賜、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責任，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神手中的器皿，
 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全然地擺上」，
義無反顧地把我們的生命放在主的恩手
 當祂使用的時候，這個果效、影響，
超 我 所計算
是超過我們所計算的
這是生命的投資，
願意我們每 個人都成為感恩的人，
願意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感恩的人，
存著感激之情、把生命全然擺上！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