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

第十七课…

我们说 ─ 主爱我们，
究竟主的爱是怎么样 个的爱呢
究竟主的爱是怎么样一个的爱呢？
约翰福音十三章 1 – 20

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爱 是怎样的爱
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是怎样的爱…

爱怎样表达

1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逾越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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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

「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07 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
，
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08 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
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
09 西门
西门•彼得说：
彼得说：
「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10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11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
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2 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
3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 神出来的，又要归到 神那里去，
4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
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 条手巾束腰
5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12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我向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13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14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15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16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17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18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
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19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
，
，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20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
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在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他就爱他们到底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
也许耶稣一直在思想 ─
 怎么样向他所爱的人表达他的爱呢？
怎 样
爱
表
爱
 他的爱又是怎样的一种爱呢？
耶稣不是艺术家，他大概不会想到
要作一首曲、要画一幅画、要撰文歌颂友爱，
或是说类似的这样的念头。
可是爱从来就不会因为时间、空间、文化所限制，
 基本上你都体会过爱、知道爱、也曾经被爱
 没有任何的条件和因素
可以拦阻人爱、或是被爱
耶稣用 串的行 象征他的爱，
耶稣用连串的行动象征他的爱，
他用洗脚表达他的爱。

耶稣为门徒洗脚，
为的是要让他们与自己同等，
为的是要让他们与自己同等
所以他先谦卑自己下来、为他们洗脚。
 谦卑不是表面上的一种的卑躬屈膝
谦卑 是表
种 卑躬 膝
 谦卑是关系的逆转、不是一种客套的推辞
 谦卑是甘愿为提升和肯定脆弱的人而屈膝，
这样自己倒空

耶稣为门徒洗脚所象征的爱
耶稣为门徒洗脚所象征的爱，
是要让被爱的人与自己同等，
从今以后是朋友 不再是仆人了
从今以后是朋友、不再是仆人了。
(十五11 – 17)

有一些人爱人，是要操纵别人、是填补自己的空虚
 有一些人爱人，是迂回隐藏的自恋，
有 些人爱人 是迂 隐藏的自恋
往往隐约地使别人成为自我满足的、
或是自我实现的一种工具
是自我实
种
爱其实是一种的成本，是往社会阶梯里面的成本，
可是耶稣显示的爱不是这样子。
稣
爱


古代社会没有卫生的意识和习惯，更不要说设施了，
街道上有很多脏的东西，一般人回家都会洗脚，
 有仆人的，就会让仆人给自己洗脚
 没有仆人的通常让家里的女人、
或是比较低的阶层的人来代劳，
 学生为老师洗脚也是常有的
 好像没有听过老师为学生洗脚
好像没有听过 师为学 洗脚
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是非常的奇怪。

耶稣所表达的爱，是提升被爱者的生命，
 让对方活得更像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
让对方活得更像 个人 成为真 的人
 让被爱的人更像神的儿女、
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
道自 是神
这种爱使人不会下坠堕落，
使人下坠堕落的不是爱，
叫人折磨煎熬的如果是爱，一定是扭曲的爱。
当然我们不是说爱必然是写意愉快的一种感觉，
事实上 约十三- 十七，我们会感觉
里面的气氛仍然是相当沉重的。
 爱也不必然是浪漫、激情、
轰天动地、刻骨铭心的
 在大多数的时候，
在 多数 时候，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意志和德性

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主内的朋友问我：
「愿不愿意爱主到 个地步 把自己的性命来摆上 」
「愿不愿意爱主到一个地步、把自己的性命来摆上？」
我几乎想都不想就说 ─ 是的，我愿意！
我曾经如此真挚地来表达，
我曾经如此真挚地来表达
而且我也非常真挚的希望我能够
 像王明道先生，经历坐牢的苦、
道
依然能够坚守信仰
 像宋尚节博士，将象征博士的学位奖项扔在海里，
以说明我的牺牲、表达我对主的爱
我说：我愿意，我愿意爱主，
摆上我的生命、牺牲我的生命。
但事实上，我并不很知道自己说什么，
那
那时候我毕竟太年轻了，我以为只有这样子
我毕竟 年
，我
有 样
才叫活出主的样式、才是活出主的爱。

洗脚是古代每天寻常的生活的部分，
那么耶稣所表达的爱 也应该在
那么耶稣所表达的爱，也应该在
日常的生活里面可以体现的，
 不必等到很重要的关头才显现，不需要把你的身体
等到 重
关 才
身
完全地摆上、牺牲掉，才能够展现这种爱
 在平常、最寻常的日子、动作、生活的节奏里，
都可以表达这种爱
耶稣借着洗脚表达那一种
不离不弃、至死的投身和接纳，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包容、回转、宽恕、
总是相信神会在人的生命中工作
那一种的坚忍、等候，
这就是爱，
这就是主希望我们能够活出来的爱。

我慢慢地明白、认识自己，
我不是王明道 也不是宋尚节
我不是王明道、也不是宋尚节，
也不是我钦羡的一些宣教士，
 不身处在那一种环境、气候
身 在
种 境 气
 也不具备他们有的恩赐、能力，
我们的时空不一样
样
我身边有很多的群体、弟兄姊妹，
我身边有很多的群体
弟兄姊妹
我的亲人、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
我不需要 未必要为他们赔上我的性命
我不需要、未必要为他们赔上我的性命，
可是我必须谦卑、努力地告诉他们 ─
他们 以活得更加的勇敢
他们可以活得更加的勇敢，
 可以活得一个人应该有的尊严
 应该活得像神的儿女

你有没有这种爱的体会 ─
 在你的生命的历程中，有没有一些亲人、朋友，
在你的生命的历程中 有没有 些亲人 朋友
在你们的身旁守候、不离不弃地爱你们，
不一定是很轰轰烈烈的、刻骨铭心的，
就是很踏实、就是很普通、就是
安静地守候在你身旁，坚持地去爱你
 你有没有向你周遭的人
亲友、朋友，表达这一种爱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经验过一些扭曲的爱呢？
这些爱不是使人提升、
爱 是使 提升、
不是使人更加明白主、跟随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怎么样才是属于主的爱呢？

如果说耶稣的洗脚是表达他对门徒的爱的话，
在接受耶稣洗脚的人当中 还包括了
在接受耶稣洗脚的人当中，还包括了
洗脚之后就马上出去出卖他的犹大！
可是纵然是这样子 他依然为犹大来洗脚
可是纵然是这样子，他依然为犹大来洗脚，
这个爱、包括给犹大 ─将要出卖他的门徒。
有时在生活当中，碰到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人，
不知道如何地去爱、如何地去接纳，
也许主为门徒洗脚、包括犹大洗脚，成为一个
很大的勉励、很大的源头可以支取力量的，
 也许不能一下子像主耶稣这样子
 祈求主，当跟随他、更多明白他的爱的时候，
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去爱、去接受
我 觉得 那 可爱、 那
我们觉得不那么可爱、不那么值得爱的人
得爱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他的爱。

亲爱的主耶稣，

祷告

爱是常常我们挂在口中的一个词语，
可是我们不肯定我们知道什么叫爱。
求主帮助我们学会爱、
求主帮助我们体会爱的根源就是你，
也求主帮助我们明白 ─ 爱往往、常常
在一些很平淡
在
些很平淡、很平常的生活里面。
很平常的生活里面
帮助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
坚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随你 体会你的爱
坚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随你、体会你的爱，
使得我们能够爱周遭的人、
使他们更加像你的儿女，
使他们更加像你的儿女
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勇敢。
奉你的名求，阿门。

我不晓得你对爱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对你身边你要爱的人
怎么表达你的爱？
送一束花、写一张卡、
束花
卡
好好地看着他、仔细地听他讲话、
陪他坐、触摸他、拥抱他…
这些都是表达的方法。
─
其实在最平常的生活片段里面，
其实在最平常的生活片段里面
我们也可以清楚、有力地表达我们的爱，
坚持的爱 至死不渝的爱
坚持的爱、至死不渝的爱，
往往在最寻常、最平常的日子里面
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

约翰福音十三章 告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