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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七章 37 - 39
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38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活水的江河
』」
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01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

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02 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近了。
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近了
03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04 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05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06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07 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08 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09 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
，
10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约翰福音是一个很独特、
让人爱不释手的生命之道，
让人爱不释手的生命之道
另方面，也是一卷让人觉得不容易明白、
让人觉得费解的福音书，
觉得费解
音书
尤其耶稣的言行，常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
如果我们带着自己的期望、
先入为主的观点来读约翰福音，
难免会落在这样的误解、不了解当中 ─
 文化、经验、传统、习俗的观点，
不见得能够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
不见得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用得上
 可是如果人坚持自己的观点、文化、习惯，
时 ，难免 有损失，
跟别人一起的时候，难免会有损失，
难免会有关系的不畅通、有一些的亏损

一位朋友年轻的时候，向一位女孩子表达了意思，
开始结交时 女孩子提议 起去跑步
开始结交时，女孩子提议一起去跑步，
朋友心里想 ─ 跑步有什么了不起，
一定没有问题…
有
跑了几分钟后悔了，原来那个女孩非常会跑。
后来有一天，朋友去女孩家作客，一进家门，
被大大小小的奖杯、奖座给吓到了，
原来这个瘦小、纤弱的女孩，
是学校越野跑的代表队！
人如果坚持自己的那一套，
 轻微的，不过是尴尬而已
 严重的，可能要闯祸、坏事了
在人际的关系里坚持 固执自己的那一套
在人际的关系里坚持、固执自己的那
套，
不仅仅引起误解、还可能破坏关系。

带着我们的一套，不能够明白荣耀为什么
一定要透过痛苦、受苦，才能够得以彰显，
定要透过痛苦 受苦 才能够得以彰显
 我们的相信只能够停留在满足我们的需要，
确认我
确认我们的经历的一种感觉
种感觉
 总是想着如何摇动神的手、而不是紧握着他伸出来的手
 事如我们愿，感恩之余，还觉得自己祷告很有能力
如我
 事不如我们愿的时候，
我们质疑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看到的、相信的、关心的
是我的神，为了我出太阳、为了我下雨的神
而不是世界的主、宇宙的主
 带着我们的一套，
够看 自己和
程，
只能够看见自己和自己的议程，
忽略了别人的需要


在信仰的道路上坚持自己的一套，
最后 能拒绝真光的照亮
最后可能拒绝真光的照亮、
一味地自己在黑暗里面兜转。


要是我们带着自己的一套去读约翰福音，
会纠结耶稣和马利亚说话的态度、是不能够接受的，
可是看不见耶稣不是马利亚的儿子，
是太初已有的道、是与神同工的神的儿子，
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做成差他来者的工



带着我们的一套，看到的就是表面水变成的酒，
带着我们的
套，看到的就是表面水变成的酒，
 只有那一天在迦拿舀水的人才知道、
婚筵里喝过的人的人才喝到的酒
 未必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一位弥赛亚，
这酒不仅仅是给迦拿婚筵上面的人喝，
这酒不仅仅是给迦拿婚筵上面的人喝
是给所有的人喝的

问题是怎样才能够知道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呢？
这 仅仅是 个矛盾 也是 个困惑
这不仅仅是一个矛盾、也是一个困惑。
以这个发生在耶路撒冷住棚节的故事为例…
故事开始在加利利，
故事开始在加利利
耶稣的弟弟们因为不相信他讽刺他说：
「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
好让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做的事，
因为人要扬名声没有在隐秘的地方行事，
一定要公开地干、让其他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耶稣的回答本质上就是否定弟弟们的建议，
就好像在 第二章 拒绝马利亚的要求一样，
同样用时候为理由 ─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说：你们的时候随时都有，你们上去吧，
我现在不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让我们真正困惑的，他在说过不去以后…
七10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

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应该怎么样理解耶稣言行不一的现象呢？
耶稣对弟弟讲的这些话，可以和他对马利亚所讲的话
耶稣对弟弟讲的这些话
可以和他对马利亚所讲的话
相提并论 ─ 先是拒绝、后是行动，
单从表面来看 耶稣后来所行的
单从表面来看，耶稣后来所行的
跟马利亚的要求没两样、
跟弟弟们的建议没有两样。
跟弟弟们的建议没有两样
耶稣的拒绝与行动，表面上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可是如果细心地阅读，会发觉耶稣的行动
表面上看起来是符合马利亚和弟弟们的要求，
实际上是刚好相反


在古时候犹太人
住棚节 逾越节 五旬节 是三大节日
住棚节、逾越节、五旬节，是三大节日，
是很多的人上耶路撒冷的黄金档期。
「住棚节近了」意思就是
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一定会有很多。
一般人的期望、想法，住棚节是何等的一种时机？
很多人聚集，真的想干一番事业、扬名立万，
必须要趁着这个时机 ─
公开行事、取信于人、吸引群众，
这是耶稣弟弟们的想法，
也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想法，
我们有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时候 ─
 抓紧时机，让自己成为闪光灯的焦点
紧时机，
成为
焦点
 让世界环绕自己转、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

约翰福音里面的耶稣不是出尔反尔，
而是要借着看起来矛盾的地方，
而是要借着看起来矛盾的地方
突出其中深层的落差，
藉此表达 对比光明和黑暗
藉此表达、对比光明和黑暗，
从而展现出神的憧憬和人的价值。
唯有愿意把自己的观点放下来的，
才能够看见这一种的启示
 唯有愿意把自己的纠结、重担、
自己的冠冕放下来，
愿意凝视神借着耶稣工作的痕迹、和他的恩情，
才能从这些表面的矛盾和落差看到启示 ─
看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
 不是听命于我们、给我们差使的仆人
是听命于我 、 我
使 仆
 他是生命的主、世界的主、宇宙的主


可是神的时候、耶稣的时候，并非如此 ─
 当耶稣吸引万人的时候，世界弃绝他而去
当耶稣吸引 人的时候 世界弃绝他而去
 在神的时候、耶稣的时候，荣耀是由
耶稣的肋旁、腹中流出来的血和水，
旁 腹中 出来
水
交织而成的恩典之网
这是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方式，他的时候
稣
撒冷
跟弟弟们的想法、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约翰福音强调
「他不是公开去，是暗暗地去」？
 耶稣上耶路撒冷为的不是扬名声、引人注目
 他在耶路撒冷将会遭别人弃绝、被人憎恨
他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方式、想法、时候，
弟弟、和 般
想 ，
跟他的弟弟、和一般人的想法，
都截然不同！

住棚节有七天，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
也就是所谓的节期最大的 天
也就是所谓的节期最大的一天。
住棚节是一个纪念秋收的节日，不仅纪念
以色列人脱离埃及 也欢庆与渴求收成
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也欢庆与渴求收成，
 大祭司会在祭坛旁边倾倒水，
感谢神在过去一年来供应的雨水，
也祈求恩雨继续地降临
 更重要的 ─ 水代表神的灵在弥赛亚国度的降临
就在这最后的一天耶稣站起来说话，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节期背后所代表的意思、
关于神的国度、神的应许、弥赛亚…
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已经得到荣耀 ─ 从死里复活，
圣灵保惠师也已经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心里
圣灵保惠师也已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
群体当中运行工作，提醒、帮助我们，
 想起耶稣的身分、想起他的工作
起
身
起
作
 使得我们能够跟从他、学效他
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有怎么样的意义呢？
稣
有怎 样 意
如果耶稣这边说得那么清楚 ─ 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
也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的话，
我们也得问问自己 ─ 我们是不是也是恩典的泉源、
是不是也让饥渴的人可以得到饱足呢？
有没有真的明白我们的主、真正的跟从他呢？
约七37-39 给今天生活在富裕的地区，
将 仰个
将信仰个人化、私人化、成功化的基督徒，
、私
、成功
基督徒，
有莫大的提醒！

就在最后的一天，耶稣站起来说…
他 仅仅说他就是所有盼望的成就
他不仅仅说他就是所有盼望的成就、
他就是恩典的泉源、
他就是使人的饥饿可以得到满足，
是使
饿
得到
更重要的是 ─ 相信他的人、跟从他的人，
 也会是恩典流通的管子
 也应该叫饥饿的人得到饱足、干渴的人得到滋润
37-39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耶稣的荣耀是通过受苦而成就的，
圣灵也 是个人内在的 种狂喜 震撼
圣灵也不是个人内在的一种狂喜、震撼
的经历、叫人炫目耀眼的经历或是感觉。
约翰福音这边耶稣告诉我们 ─
圣灵是外流的，往外倾倒、往外流出，
让饥渴的人可以得到饱足、孤寂的生命得到安慰、
困难的人得到支持、使人得到丰盛的生命。
 生命的主，尚且在十字架上面
流出他的宝血，来让人得到帮助
 我们又当如何地看自己的生命呢？
我们生命是单单注目在自己的
一种感觉、还是一种成就、经历，
我
样做、 样行 时 ，
当我们这样做、这样行的时候，
会不会跟约翰福音的荣耀格格不入呢？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
唯有愿意放下自己的纠结、
唯有愿意放下自己的纠结
自己的重担、自己的冠冕，
 愿意凝视神工作的人，才可以看见
愿意
神 作
才
看
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
 也因为这样，可以看见
别人的饥、别人的渴、别人的需要
耶稣说：信我的人，
也一样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愿所有的观众朋友 ─
都能够成为恩典的管子，
与更多
与更多的人分享福音的恩典。
分享 音 恩典。

亲爱的主耶稣，

祷告

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纠结、
自己的重担、甚至放下我们的冠冕，
让我们真的明白你所展现的荣耀
是怎么样的一个荣耀，
让我们明白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时候。
是的，愿意我们都能够凝视主的工作、主的恩情，
使得我们也能够看见别人，
别人的需要、别人的饥饿、别人的渴，
因为他们也是你愿意拯救、救赎、光照的世人。
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和立志，
奉主的名求 阿门。
奉主的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