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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种传统在圣经里面也有，
圣经同样见证食物在节 里面的重要性
圣经同样见证食物在节日里面的重要性，
其中一个就是逾越节。
逾越节的食物唤起以色列人想起
 神如何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
 食物所代表的含意也在 约翰福音第六章
逾越节的背景，许多人吃了
耶稣从五饼二鱼变成的粮食、
喂饱了许多人
约翰福音希望它的读者能够想起 ─
 逾越节如何能够
回想神的带领、神的供应
 神的儿子如何真正满足人的需要

如果食物对所有的民族都很重要的话，
吃的 食物在节日就更加的重要 ─
吃的、食物在节日就更加的重要
 食物不仅仅是果腹的食物了
 往往代表了某些重要的人、
代表 某 重
事、信念、价值观念
在华人的传统里面，
 端午节吃粽子，
纪念屈原大夫，他忧国忧民
 生日的时候吃面，长寿的意义
 结婚的时候有些人吃莲子，连生贵子
 新年的时候一定有道菜是鱼，连年有余
吃很重要，
不仅仅是果腹，
不仅仅是果腹
也代表某一种价值、信念、憧憬。

约翰福音第六章 41 - 59
41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
42 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

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
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43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
44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45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 神的教训。』
神的教训 』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
46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惟独从 神来的，他看见过父。
47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
48 我就是生命的粮。
49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还是死了。
50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

51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52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53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55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57 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
，
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58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哪还是死了。」
59 这些话是耶稣在迦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耶稣当然明白犹太人心里面的算盘 ─
就是想立他为
就是想立他为王、满足自己的需要，
满足自己的需要
六15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他稍后以 篇很长的讲论 六26-59
他稍后以一篇很长的讲论
六26 59，来更正犹太人的想法，
来更正犹太人的想法
 无非告诉他们：吃的，不是说不重要，
可是生命最重要的意义 根本 根源
可是生命最重要的意义、根本、根源，
不在于那食物，不要搞错了
 耶稣说：他是天上的粮，
耶稣说：他是天上的粮
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
可是犹太人不懂，觉得难以理解、不能接受，
可是犹太人
懂 觉得难以理解
能接受
他们很简单，就需要吃的，就有埋怨、抗议，
说：「这个人怎么可能是天上来的粮呢？」

食物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 中的渴 腹中的饥
很多的时候我们口中的渴、腹中的饥，
掩盖了真正的需要，使人忘记食物所代表的意义，
逾越节应该是唤起希伯来人
想到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但眼见耶稣能够使五个饼、两条鱼
变成很多的食物，让许多人得到饱足，
犹太人所想的就不是一位神了，而是一位领袖 ─
 能够解决他们问题、满足他们需要的领袖
 要是这个人能够作我们的王，
我们以后就不愁吃的了，那有多好
于是他们强迫耶稣作他们的王 (约六15)
他们所要的就是
他们所要的就是「先生，
，
常将这食物赐给我们，叫我们不再饿。」

六60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

就说 「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
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为什么群众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呢？误解，
他们不了解耶稣所说的话里真正的意义。
约翰福音里「误解」常是人跟耶稣的距离、
使人不能来到耶稣的面前重要的原因 ─
 尼哥底母误解耶稣所说的新生、重生，
哥
解 稣所
重 ，
是再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
 撒玛利亚妇人以为耶稣所说的活水是真的可以喝的水
撒玛利 妇
为耶稣所说的活水是真的可 喝的水
其实「误解」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
 能够坦诚自己的不足，
能够坦诚自己的不足
也许误解会使得我们了解、能够明白
 固执、刚硬，误解就使得跟别人越来越远，
固执 刚硬 误解就使得跟别人越来越远
使得我们跟我们的主越来越远

放在两千年的处境，犹太人误解应该是因为缺乏食物，
满脑子都是食物的念头 这个想法
满脑子都是食物的念头、这个想法，
生命的优先次序，使得他们
误解
误解耶稣的讲论、耶稣的身分。
身
两千年过去了，我们会不会比
耶稣跟前的犹太人更加了解耶稣呢？
两千年后的我们，至少生活在
像台北、北京、…这些大城市，
许多的地方都不知道缺乏食物是什么意思，
有那么多丰富的食物，会不会更加明白耶稣呢？
 古人因为缺乏食物，把食物看得太过重要，
使得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话
 今天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因为食物太多
今天我
在 城市， 为食物太多
而忘记了耶稣的身分、还有他的工作

耶稣对犹太人说：「民以天为食」，
不要把食物想得那么的大，以致忽略了
要把食物想得那么的大
致忽略了
生命真正的需要、真正的主宰。
耶稣也藉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民以天为食」，
耶稣也藉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民以天为食」
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呢？
会认为这话甚难、谁能懂、谁可以接受吗？
我们以为食、吃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吃
其实就是许多无穷尽的选择、就迷失在选择里，
 讲究吃的风格、品味、身分、场合
 买月饼不再是表达渴望家庭团圆的憧憬、价值，
是表达你的身分、能不能够表达我的诚意
在太多的食物和众多的选择面前，
 我们不仅仅忘了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也忘记别人的需要、忘记了别人

虽然我们一点都不缺食物，
 可是食物在生命、生活当中，
是食物在生命 生活当中
几乎是不能避免的
 讽刺的是，
讽刺的是
不比两千年前的人更加明白耶稣，
不比两千年前的人更加认识生命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没有，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拥有太多，
在太多的选择之下、我们到一个地步 ─
 忘记我们真正的需要 Need
 要的就是我们的欲望 Want
真正的需要被欲望所取代，
觉间 商 广 所
，
不知不觉间被商业广告所洗脑，
有意无意之间，把欲望变成需要。

西元三百年中国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向当时
晋惠帝反映民间苦疾 缺粮饥荒的惨况
晋惠帝反映民间苦疾、缺粮饥荒的惨况，
晋惠帝听到了以后、吐出这么一句话：
「没有饭吃 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晋惠帝每天面对的就是吃的选择，迷失在选择里，
不知自己真正需要，也没想到老百姓根本没有吃的。
西方十八世纪的法国，
生活奢华的君王路易十六跟他的皇后
整天都在酒池肉林里面享乐，
臣子告诉她 ─百姓没有面包、社会危在旦夕，
皇后漫不经心说：「没有面包，怎么不吃蛋糕呢？」
她也是迷失在自己的选择里面。
太多的欲望、太多的选择，
太多的欲望
太多的选择
使我们忘记了真正的需要！

一百多年前电话首次面世，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人与人之间通过电话 打破了空间的 离
人与人之间通过电话，打破了空间的距离。
到了今天，电话已经是到了手机、
全球无论在哪里都 以上网的时候
全球无论在哪里都可以上网的时候，
科技比以前进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会不会比以前更加的深、更加的多呢？
今天在街上、在家里、任何地方，都看到人在摸、擦…
可是你发现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特别跟我们最亲爱的人沟通，是非常的少。
有一次我在一个饭馆吃饭，隔壁圆桌有十几人，
看起来都是家里的人，是节日，大家团聚，
可是一桌的人，除了两个年长的，
其
其他的都看着自己的手机、平板电脑，
都看着
手机、平板
，
不断地刷、摸、看，没有一个跟旁边的人说话。

亲爱的主，帮助我们 ─
在物质丰裕的环境当中
不要忘记生命真正的需要，
不要忘记生命真正的需要
我们都沉迷在我们的选择、
我们只会沉迷在潮流里面，
我们只会沉迷在潮流里面
所以帮助我们常常回到你那里，
让你的真光照亮我们、
让你的真光照亮我们
让我们知道生命真正的缺乏。
奉主的名求，阿门。

祷告

科技的进步，没有办法把人与人之间拉合起来，
这会是我们今天的景况吗？
这确实是我们今天的状况！
我们迷失在选择里面，
 忘记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
 忘记了自己真正生命里面的渴望
─
究竟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现代人在都市当中，
 太多的选择、太多的享受、太多的欲望
 往往忘记了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
求主怜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