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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生会和婚礼是不可能无尽期地上演的，
我说的是如实的生活 生命的本身
我说的是如实的生活、生命的本身，
生活必须要有凝视、注目生命的停顿和空间，
感
感人的婚礼之后，新人应该怎样地生活呢？
婚
怎样
还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曾到过的山顶 ─ 信仰的经历，
曾在夏令会、冬令会经历、感动
神的同在、神的触动，
 可是从令会的激情、澎湃回到平常的生活，
应该怎么生活呢？何以为继呢？
 甚至是困难、不容易的日子，
就是在生活当中充满了障碍、
有许多 危险、
有许多的危险、挫败、苦楚、疑惑，
、苦楚、 惑，
应该怎么过活？何以为继呢？

每四年一次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
或是新年 在教会圣诞的假期
或是新年、在教会圣诞的假期，
 要来的时候，那一种的兴奋、期待
 活动成为过去时，
活动成为过去时
某些片段可能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日子一过，那个关注、话题，就由其他活动取代了
当激情不再、感受冷却、情绪稳定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下去？
今天的人其实没有真正思考应该如何生活的空间，
 现代人的生活就是由一连串的活动所推动
 这些的活动又是由
宣传、潮流、风气所塑造的
这是我们现代人的 活、
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特别是住在都市生活的人。

这不仅仅是你纠结的问题，这也是早期门徒面对的问题。
我们要听听主怎么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勉励我们，
我们要听听主怎么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勉励我们
这些话语也是在他离去的前一天晚上和门徒讲的。
约翰福音十五11 - 17
11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12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13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14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15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甚么，他就赐给你们。
17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当耶稣离开他们有一段日子，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继续生活的时候 必须要想 ─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继续生活的时候，必须要想
耶稣给他们的勉励、提醒是什么？
那是为什么早期教会搜集 些的作品
那是为什么早期教会搜集一些的作品，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约圣经」。
搜集这些作品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帮助信徒、帮助早期的教会，
知道怎么样在一个与自己的信念
有如此差异的环境里生活下去，
 当周遭恶势力没有一点减退，何以为继？
 更重要的是，当他们看不见耶稣的时候，
看得见的都只是有血有肉的人、真实的人
在实际的生活里，好心可以做坏事，
在实际的生活里
好心可以做坏事
真实、有血有肉的人，常常让我们体会伤害。

如果我们问：何以为继？
耶稣 约翰壹书的作者都说 ─ 继续生活，
耶稣、约翰壹书的作者都说
继续生活
 都没有提供教会生活十个秘诀等等教导
 只是邀请我们仔细地看看四周的人，
只是邀请我们仔细地看看 周的人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
凡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从神生的
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都嘱咐我们 ─ 注视我们的群体、教会、弟兄姊妹，
 这不是说教会就是答案，
事实上教会往往是问题所在
 耶稣说：「我的命令」─ 凡信耶稣基督的，
「教会的主」才是答案
约壹一1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
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约翰在约翰壹书也有一段
跟这里的教导非常接近的经文，
跟这里的教导非常接近的经文
约翰壹书第五章 1 - 6
1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

神而生，
凡爱生他之 神的，也必爱从
神的 也必爱从 神生的。
神生的
2 我们若爱 神，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3 我们遵守 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4 因为凡从 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5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 神儿子的吗？

我们回首看看 ─ 记认你曾经相信、交托、经验主的
那 个角落 声音 光影
那一个角落、声音、光影，
作者邀请我们知道并且相信 ─ 这正是
耶稣基督用他的血 他的肉买赎回来的人
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他的肉买赎回来的人！
纵使我们一再辜负这一位主，
他不会、也不能背负我们。
这样一种的应许、恩典，约翰福音用一个词汇
来表达这一种的力量，那就是「爱」，
用「耶稣基督的爱」来表达的 ─
 超过一种感受，锲而不舍、甚至是顽固的爱
 无论我们怎么样的不济、糊涂，
他还是照耀我们、还是到我们面前来，
在我 身
在我们身边提醒我们要跟从他、
我 要
、
要彼此相爱、要相信他

他希望我们的记忆、希望我们恪守的，
也就是这种的「爱」 这也是
也就是这种的「爱」，这也是
使得我们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
不由你我不相信，
我们之所以知道、明白、甚至经验这种爱，
 往往是通过支离破碎的教会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一些错误、
通过一些软弱、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才能够明白、体会什么叫「爱」的
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刻
都是那么忠贞地向着主呢？有很多的日子，
我们岂不是也让我们的主伤心、难过吗？
很讽刺 对不对？
很讽刺，对不对？
不过我想，这也是恩典的所在吧！

使徒行传看到彼得，不肯定、不清楚
要不要把福音传给外邦的人，
要不要把福音传给外邦的人
 这都是一些不见得完全光彩、完全通透、
不完全明白的一些的情况
完全 白
情
 就在这些情况里面，我们体会了
这一位主不离不弃的爱
弃 爱─
 我们纵然是失信的
 他还是可信的、他不能背负我们
这是我们说「锲而不舍」的原因，
这是我们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的原因，
，
不因为我们能，
是因为这位主的爱。

约翰福音里的门徒不是一开始就跟从耶稣吗？
有多少个是 始到终的明白 忠 地跟 呢
有多少个是从始到终的明白、忠心地跟从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吧！
我们熟悉的彼得，三次不认主，
后来让主重建他的服事，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说了三回，
看起来好像豁然开朗、完全明白了，
只是一个片段，他马上就问耶稣：
「那位主所爱的门徒将来会怎么样？」
耶稣说：「与你无关，你就专心地跟从我吧。」
读过新约的作品都会明白，彼得不见得从此以后
就是变成非常明白主的心意、紧紧跟从主的门徒，
在加拉太书里面 我们看到彼得跟保罗
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跟保罗
就外邦人一起吃饭的问题起了争论…

我们之所以知道、明白、经验这个爱，
正是通过支离破碎的教会、支离破碎的你跟我，
是通过支离破碎的教会 支离破碎的你跟我
然后惊讶主的眷守、保全、拆毁、重建。
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好像一个绳子，
 顽固、悖逆时，就剪断了
 可是施恩的主主动地来到我们当中，
把它打一个结，把我们再和他扣在一起，
可是我们一再悖逆，又剪断、再打结，
在我们重复在生命中一再地这样做…
就是这样，我们竟然体会主跟我们的关系越来越靠近，
绳子上面有许多的结、许多的支离破碎，
见证着这一位主是如何的锲而不舍地爱我们，
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的爱
就是因为这样
种的爱，我们才能惊讶说
我们才能惊讶说 ─
原来神在这里，这是神的殿、他的身体。

许多的比喻来说明教会是什么，
其中我挺喜欢的 ─ 教会就好像一幅刺绣，
教会就好像 幅刺绣
 背面是很乱的纹理、
错 复杂
错综复杂、一点都不美
点都 美
 看看正面时，会因为它的美而感动
信仰群体不就是这幅刺绣吗？
你跟我不就是基督手中的刺绣、一根线吗？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故事
就不单单是我们的故事，也是神的故事，
 单单注目自己，必然会为自己所经验的
错综复杂、支离破碎而丧胆下沉
 我们的一切，
是
、
，
无论是如何的扭曲、如何的混乱，
是神的故事、历史的一部分

亲爱的主耶稣，

祷告

我们在有血有肉的群体当中生活，
我们也真的经历许多。
我们所经历的错综复杂、支离破碎，
使得我们的信心软弱、
使得我们的信心软弱
使得我们的视野模糊，
今天你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
今天你借着这段经文再
次提醒我们 ─
你是教会的主，让我们定睛于你。
尽管有更多的错综复杂，
尽管有更多的错综复杂
我们相信你的恩手
会把这些错综复杂做成一幅美丽的刺绣。
会把这些错综复杂做成一幅美丽的刺绣
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更新我们、鼓励我们。
奉你的名求，阿门。

读到一段关于「基督身体」的文字 ─
 无论我们在教会如何地努力，总是会把事情搞砸了
无论我们在教会如何地努力 总是会把事情搞 了
 不管我们怎么坏教会的事，其余的事却又互相地效力
感谢主 那是因为掌控作主的不是我们
感谢主，那是因为掌控作主的不是我们、
是神自己！
也许你有很多的理由退缩、沮丧，
可能你经历很多错综复杂、支离破碎
使得你丧胆、沮丧，
但我还是为你祷告、也希望你能够祷告，
 希望你想起来、聆听、勾出以他的血和肉
喂饲的主，正在我们中间工作
 我邀请你转向他、向他祷告，
藉你 我
藉你跟我的生命刺出一幅美丽的刺绣，
命刺
幅美丽的刺绣，
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