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

第十九课…

不再、依然

可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只要是讯号所及，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好像没有离开过一样，
平板电脑、智能电话，随时随地
将影像、声音、文字传给等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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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飞机场出境送机的地方，
都会看见很多送别 或是离去的人
都会看见很多送别、或是离去的人，
都表达希望维系彼此的关系、感情，
然后看到彼此地拥抱、哭泣、叮咛、不舍，
看到
抱
咛
舍
这是我对机场多年前的一个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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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稣离去的时候，门徒怎么样与他连结呢？
 由耶稣所建立的群体，如何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由耶稣所建立的群体 如何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这是早期教会面对的问题，
约翰福音十四章15 - 21 主怎么样勉励他的门徒…
主怎么样勉励他的门徒


15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17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18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19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20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可是人们怎么样维持彼此的关系和感情呢？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有时空的距离，
 这不仅是在飞机场看到一些景象引起的好奇
 当读约翰福音时，
当读约翰福音时
我觉得更是早期教会的问题

约翰福音比其他福音更看重「不再、依然」的问题 ─
当耶稣离去的时候，
当耶稣离去的时候
门徒如何依然地跟从耶稣呢？
 其他福音书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其他福音书在耶稣被卖的那 夜
只花了大概一章、两章的篇幅
来介绍耶稣离去前给门徒的一些叮咛
 约翰福音却用了五章 ─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处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 不再、依然
也就是说，
当耶稣不再和门徒一起的时候，
门徒如何依然地跟从他呢？
 这是约翰福音尝试解决的问题、
耶稣
耶稣向他的门徒叮咛的话语
徒 咛
 也是他向你、我叮咛的话语

有人说 约翰福音十三- 十七
好像父母亲晚上要出去 把儿女放在家里
好像父母亲晚上要出去，把儿女放在家里，
我们一定会问 ─你要去哪里、
什么时候回来、你去干什么、谁陪伴我…
什 时
来 你去 什
谁 伴我
约翰福音十三- 十七 基本上

就处理这样的问题 ─
 耶稣要离开了，门徒不知道他到哪里去
 虽然耶稣讲了，他们似懂非懂，
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办、也不知道
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
就是在这 连串的问题之下 ─
就是在这一连串的问题之下
「如果不再、如何依然」的这样一个问题，
约翰福音里面的耶稣 基本上就是处理这个
约翰福音里面的耶稣，基本上就是处理这个
「不再、依然」的问题。

如果生活不再像我们能够体会的感觉的
那 种的具体 清楚 紧密 我们如何依然呢
那一种的具体、清楚、紧密，我们如何依然呢？
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也提醒我们 ─
他没有撇弃他的门徒像孤儿 样
他没有撇弃他的门徒像孤儿一样。
 耶稣向他们保证：他们不是孤儿
 耶稣向我们保证：我们不是孤儿
他还是要回来、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耶稣去是要预备地方，一定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耶稣还向他的门徒说、也向我们说：只要我们
好好守他的诫命、
听圣灵保惠师的教导、
深信耶稣没有撇弃我们、他一定要回来，
我们 经验神向我们显现的
我们会经验神向我们显现的
那一种的体会、经验。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会一层一层地去聆听主的声音，
其中 个就是 「要守诫命 彼此相爱」
其中一个就是：「要守诫命、彼此相爱」，
 就好像父母要出去了，跟还在家里面的小孩子说：
「你们要好好地彼此相爱，
哥哥要爱妹妹、姊姊要好好地看弟弟。」
 门徒们彼此相爱，就好像他爱他们一样
这就是如何「不再，
依旧仍然跟随主」的依据和凭证，
活出「更大的事」的生命表现 ─ 守他的诫命。
另外的一个就是耶稣说：
「他去，要差来圣灵保惠师。」
他去，要差来圣灵保惠师。」
 就好像父母亲要离开家，跟小孩子说：
「不要怕，等下隔壁姊姊会过来看你们 」
「不要怕，等下隔壁姊姊会过来看你们…」
 保惠师在耶稣不在的时候，会来教导门徒

约翰福音里，当耶稣不在门徒跟前的时候，
他们如何依然地跟 耶稣呢
他们如何依然地跟从耶稣呢？
对我们来讲，当我们在信仰道路上疲乏的时候，
好像耶稣不再具体地与我们同行，
像
我
如何依然跟从呢？你和我一定会面对这个问题。
大概十多二十年前，我在一个教会当顾问牧师，
这个教会很靠近捷运站，
街道名称也是非常好 ─ 幸福街一号，
教会的名称也特别的有意思，
以马内利教会 ─ 神和我们同在，
还在幸福街一号，
教会是独立的建筑物，
所以可以想象，很多结婚的人都希望
借这个堂来举行婚礼。

我在礼台上看到下面的人，都是充满着笑容、
祝福的眼神 看着这对新人
祝福的眼神，看着这对新人，
可是当欢庆场合不再时，如何依然呢？
这对新人觉得以前的美、幸福的情况不再了，
觉得 前 美 幸
情
当那种兴奋、喜乐不再的时候，如何依然呢？
只能很踏实的、好好的、认真的、真挚的生活。
很 实
活
这不仅仅是新人、夫妇之间相处之道，
这也是父母亲一个必要学会的功课吧…
 看到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一种的喜乐、兴奋，
非笔墨所能够形容
 孩子长大，反而一些重复事让你感到烦闷，
小时候什么都依你，当长大、可能不听你了
那 种你
那一种你跟他很紧密的那一种关系，
很紧密 那 种关系，
已经是不再了，不再、依然。

毕竟，
教会的生活难
教会的生活难以日日都同心合意的，
都同 合意的
夫妇之间也不可能每天都有浪漫温馨的感觉，
我
我们也不会每时每刻都经历神的同在。
会每 每 都
神
在
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些教父说：
他们的心灵经过一些黑暗的日子，
感觉不到神与他们同在。
可是就在隧道里面慢慢地摸着、爬着，
人依然可以感觉到呼吸的空气、
体会圣灵默默的同在和带领 ─
就是在隧道慢慢走上前，
看到隧道的尽头有曙光…
这是我们学习成长的 个历程 ─
这是我们学习成长的一个历程
虽然不再，依然忠心。

这不仅仅是门徒的问题，其实是所有人的问题 ─
当我们的生命 生活到 个瓶颈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生活到一个瓶颈的时候，
好像死荫幽谷、在旷野的时候，
那一种的兴奋、感动、触动不再的时候，
种
奋 感
不再
我们如何依然呢？
如何依然作一个太太、丈夫、父亲、母亲呢？
当我们不再的时候，必须依然。
在 约翰福音十三 - 十七 让我们看见爱情的关系，
 不单单是感觉，更是意志、习性、操练，
不单单是感觉 更是意志 习性 操练
更是个人和群体的德性
 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是信仰的历程
这是人与神契合的 个经验
这是人与神契合的一个经验。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祷告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日子当中，
记得你是我们的主。
记得你是我们的主
你应许我们 ─
不把我们撇下如同孤儿，
不把我们撇下如同孤儿
你赐给我们保惠师，带领我们、帮助我们，
你给我们有诫命 让我们知道彼此相爱
你给我们有诫命，让我们知道彼此相爱。
求主帮助我们，
在幽暗的日子里面 依然体会你的同在
在幽暗的日子里面，依然体会你的同在，
并且因为同行者、因为圣灵的带领
能够紧紧地跟随你，
能够紧紧地跟随你
虽然不再，我们依然跟随。
奉你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