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音

第十九課…

不再、依然

可是今天就不一樣了，只要是訊號所及，
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像沒有離開過一樣，
平板電腦、智能電話，隨時隨地
將影像、聲音、文字傳給等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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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飛機場出境送機的地方，
都會看
都會看見很多送別、或是離去的人，
多送
或是 去
都表達希望維繫彼此的關係、感情，
然後看到彼此地擁抱、哭泣、叮嚀、不捨，
這是我對機場多年前的一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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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離去的時候，門徒怎麼樣與祂連結呢？
 由耶穌所建立的群體，如何維持彼此之間的關係呢？
建
群體
持
關
這是早期教會面對的問題，
約翰福音十四章15 - 21 主怎麼樣勉勵祂的門徒…


15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我要求
就 外
你們 位保惠師

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17 就是真理的聖靈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乃世 不能接受的；

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
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 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19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
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著
著
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
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
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可是人們怎麼樣維持彼此的關係和感情呢？
特別是人與人之間有時空的距離
特別是人與人之間有時空的距離，
 這不僅是在飛機場看到一些景象引起的好奇
 當讀約翰福音時，
我覺得更是早期教會的問題

約翰福音比其他福音更看重「不再、依然」的問題 ─
當耶穌離去的時候，
當耶穌離去的時候
門徒如何依然地跟從耶穌呢？
 其他福音書在耶穌被賣的那一夜，
只花了大概一章、兩章的篇幅
來介紹耶穌離去前給門徒的一些叮嚀
 約翰福音卻用了五章 ─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處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 不再、依然
也就是說，
當耶穌不再和門徒一起的時候，
門徒如何依然 跟從祂呢
門徒如何依然地跟從祂呢？
 這是約翰福音嘗試解決的問題、
耶穌向祂的門徒叮嚀的話語
 也是祂向你、我叮嚀的話語

有人說 約翰福音十三 - 十七
好像父母親晚上要出去 把兒女放在家裡
好像父母親晚上要出去，把兒女放在家裡，
我們一定會問 ─ 你要去哪裡、
什麼時候回來、你去幹什麼、誰陪伴我…
約翰福音十三 - 十七 基本上

就處理這樣的問題 ─
 耶穌要離開了，門徒不知道祂到哪裡去
 雖然耶穌講了，他們似懂非懂，
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辦、也不知道
應該做什麼、也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麼走
就是在這 連串的問題之下 ─
就是在這一連串的問題之下
「如果不再、如何依然」的這樣一個問題，
約翰福音裡面的耶穌，基本上就是處理這個
「不再、依然」的問題。

如果生活不再像我們能夠體會的感覺的
那一種的具體、清楚、緊密，我們如何依然呢？
體 清楚 緊密 我 如何依然
耶穌提醒祂的門徒、也提醒我們 ─
祂沒有撇棄祂的門徒像孤兒一樣。
 耶穌向他們保證：他們不是孤兒
 耶穌向我們保證：我們不是孤兒
祂還是要回來、回來接我們到祂那裡去，
耶穌去是要預備地方，一定要來接我們到祂那裡去。
耶穌還向祂的門徒說、也向我們說：只要我們
好好守祂的誡命、
聽
聽聖靈保惠師的教導、
師
導
深信耶穌沒有撇棄我們、祂一定要回來，
我們會經驗神向我們顯現的
那一種的體會、經驗。

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們會一層一層地去聆聽主的聲音，
其中一個就是：「要守誡命、彼此相愛」，
「
 就好像父母要出去了，跟還在家裡面的小孩子說：
「你們要好好地彼此相愛，
哥哥要愛妹妹、姊姊要好好地看弟弟。」
 門徒們彼此相愛，就好像祂愛他們一樣
這就是如何「不再，
依舊仍然跟隨主」的依據和憑證，
活出「更大的事」的生命表現 ─ 守祂的誡命。
另外的一個就是耶穌說：
「祂去，要差來聖靈保惠師。」
祂去 要差來聖靈保惠師 」
 就好像父母親要離開家，跟小孩子說：
不要怕 等下隔壁姊姊會過來看你們 」
「不要怕，等下隔壁姊姊會過來看你們…」
 保惠師在耶穌不在的時候，會來教導門徒

約翰福音裡，當耶穌不在門徒跟前的時候，
他們如何依然地跟從耶穌呢？
然地
對我們來講，當我們在信仰道路上疲乏的時候，
好像耶穌不再具體地與我們同行，
如何依然跟從呢？你和我一定會面對這個問題。
大概十多二十年前，我在一個教會當顧問牧師，
這個教會很靠近捷運站，
街道名稱也是非常好 ─ 幸福街一號，
教會的名稱也特別的有意思，
以馬內利教會 ─ 神和我們同在，
還在幸 街
還在幸福街一號，
教會是獨立的建築物，
所以可以想像 很多結婚的人都希望
所以可以想像，很多結婚的人都希望
借這個堂來舉行婚禮。

我在禮臺上看到下面的人，都是充滿著笑容、
祝福的眼神 看著這對新人
祝福的眼神，看著這對新人，
可是當歡慶場合不再時，如何依然呢？
這對新人覺得以前的美、幸福的情況不再了，
當那種興奮、喜樂不再的時候，如何依然呢？
只能很踏實的、好好的、認真的、真摯的生活。
這不僅僅是新人、夫婦之間相處之道，
這也是父母親一個必要學會的功課吧…
 看到孩子出生的時候那一種的喜樂、興奮，
非筆墨所能夠形容
 孩子長大，反而一些重複事讓你感到煩悶，
長
事讓 感 煩悶
小時候什麼都依你，當長大、可能不聽你了
那 種你跟他很緊密的那 種關係
那一種你跟他很緊密的那一種關係，
已經是不再了，不再、依然。

畢竟，
教會
教會的生活難以日日都同心合意的，
難
都
合意
夫婦之間也不可能每天都有浪漫溫馨的感覺，
我們也不會每時每刻都經歷神的同在。
中世紀的時候就有一些教父說：
他們的心靈經過一些黑暗的日子，
感覺不到神與他們同在。
可是就在隧道裡面慢慢地摸著、爬著，
人依然可以感覺到呼吸的空氣、
體會聖靈默默的同在和帶領 ─
就是在隧道慢慢走上前，
在 道
走 前
看到隧道的盡頭有曙光…
這是我們學習成長的 個歷程 ─
這是我們學習成長的一個歷程
雖然不再，依然忠心。

這不僅僅是門徒的問題，其實是所有人的問題 ─
當我
當我們的生命、生活到一個瓶頸的時候，
命
時
好像死蔭幽谷、在曠野的時候，
那一種的興奮、感動、觸動不再的時候，
我們如何依然呢？
如何依然作一個太太、丈夫、父親、母親呢？
當我們不再的時候，必須依然。
在 約翰福音十三 - 十七 讓我們看見愛情的關係，
 不單單是感覺，更是意志、習性、操練，
不單單是感覺 更是意志 習性 操練
更是個人和群體的德性
 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也是信仰的歷程
這是人與神契合的 個經驗
這是人與神契合的一個經驗。

求主幫助我們，

禱告

無論我們在怎麼樣的日子當中，
記得你是我們的主。
你應許我們 ―
不把我們撇下如同孤兒，
不把我們撇下如同孤兒
你賜給我們保惠師，帶領我們、幫助我們，
你給我們有誡命 讓我們知道彼此相愛
你給我們有誡命，讓我們知道彼此相愛。
求主幫助我們，
在幽暗的
在幽暗的日子裡面，依然體會你的同在，
裡
依然體會你的 在
並且因為同行者、因為聖靈的帶領
能夠緊緊地跟隨你，
夠緊緊
隨你
雖然不再，我們依然跟隨。
奉你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