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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3 (週日) 靈修  

題目：【愛牧人的羊】 

 

 【閱讀經文】 （約翰福音 11:1-16）  

1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馬利亞和

她姊姊馬大的村莊。 2 這馬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頭

髮擦他腳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3 她姊妹兩個就打

發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4 耶穌聽見，

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 神的榮耀，叫 神的兒子

因此得榮耀。」 5 耶穌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子並拉撒路。 6 聽

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 7 然後對門徒說：

「我們再往猶太去吧。」 8 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

拿石頭打你，你還往那裡去嗎？」 9 耶穌回答說：「白日不

是有十二小時嗎？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因為看見這

世上的光。10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為他沒有

光。」 11 耶穌說了這話，隨後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

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12 門徒說：「主啊，他若睡了，就

必好了。」 13 耶穌這話是指著他死說的，他們卻以為是說照

常睡了。  14 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拉撒路死

了。 15 我沒有在那裡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

相信。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裡去吧。」16 多馬，又稱為低土

馬，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釋義】 

這段經文介紹了一個一向與耶穌相熟的家庭，那是馬大、馬

利亞與拉撒路的家庭。這家庭的成員過去與耶穌的關係一定

很緊密，感情也很深厚，故此經文一連兩次提及這個家庭的

成員是耶穌所愛的：「你所愛的人病了」（11:3）；「耶穌

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子並拉撒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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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介紹的是耶穌所愛的一個家庭，耶穌對他們的愛甚

至是可以不顧自己生命的。同樣重要的是門徒與跟從耶穌的

人，同樣是愛耶穌。這段經文是一段與愛有關的經文，論及

耶穌對一個家庭成員偉大的愛，也同時是論及門徒對主耶穌

真誠的愛。 

第 10 章表達了牧羊人對羊群的愛，甚至是捨棄生命的愛

(10:11,15,17)。第 11 章正是展現了這偉大的愛。在過去的一

段時間，猶太人一直要用石頭打耶穌(8:59;10:31;11:8)；耶穌

一直清楚知道這危險，然而祂仍要冒著這生命危險前往拉撒

路的所在地，為的是要重新堅固拉撒路一家的信心。耶穌對

這家庭成員的愛，正是充分展現了第 10 章中所提及牧羊人對

羊群無私的、付出的愛。 

另一方面，第 10 章也同時提及羊群對牧羊人的回應，就是羊

群會聽從牧羊人的聲音，也會跟從他(10:4)。在緊接著的第 11

章，門徒清楚地知道耶穌前往拉撒路的地方是會有生命危險

的：「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往那裡去嗎？」 

(11:8) ，然而，多馬與其他門徒仍是要冒著生命危險與耶穌同

行：「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11:16) ，跟從主的門徒對耶

穌的愛是清晰而明顯的。第 11章展現了 10章中牧羊人對羊群

深切的愛，甚至是捨棄生命的愛；亦同時展現了羊群對牧羊

人的愛，那同樣是願意捨棄生命的愛。 

思想： 

我們的主耶穌是我們的牧羊人，祂盡上一切愛我們，甚至是

付上最寶貴的生命。作為主的羊群，我們是否同樣願意付代

價去愛我們的牧羊人？在過去作為信徒的日子中，是否有哪

方面你是一直不肯為主付代價，不肯回應主呢？你能否在這

方面重新思想，並向主立志，願意付代價去回應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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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我們是祢用生命換回來的小羊，祢愛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也很想愛祢，但很多時候是以自己的方式愛

祢，我們給祢的時間不多，愛的委身也不夠， 有很多今生放

不下的東西。求主耶穌破碎我的老我，讓我的新生命不斷成

長和成熟。 讓我們有能力愛祢，愛我們的牧者。 以上禱告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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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4 (週一) 靈修  

題目：【信心的不足】 

 

【閱讀經文】（約翰福音 11:17-44） 

 17 耶穌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裡已經四天了。 18 伯大尼

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六里路。 19 有好些猶太人來看馬大和

馬利亞，要為她們的兄弟安慰她們。 20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

就出去迎接他；馬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裡。 21 馬大對耶穌說：

「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 22 就是現在，我也

知道，你無論向 神求甚麼， 神也必賜給你。」 23 耶穌說：

「你兄弟必然復活。」 24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

候，他必復活。」 25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26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

死。你信這話嗎？」 27 馬大說：「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

督，是 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28 馬大說了這

話，就回去暗暗地叫她妹子馬利亞，說：「夫子來了，叫

你。」  29 馬利亞聽見了，就急忙起來，到耶穌那裡

去。  30 那時，耶穌還沒有進村子，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

方。 31 那些同馬利亞在家裡安慰她的猶太人，見她急忙起來

出去，就跟著她，以為她要往墳墓那裡去哭。32 馬利亞到了

耶穌那裡，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你若早

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 33 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

來的猶太人也哭，就心裡悲歎，又甚憂愁， 34 便說：「你們

把他安放在哪裡？」他們回答說：「請主來看。」 35 耶穌哭

了。 36 猶太人就說：「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 37 其

中有人說：「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

嗎？」38 耶穌又心裡悲歎，來到墳墓前；那墳墓是個洞，有

一塊石頭擋著。 39 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的

姊姊馬大對他說：「主啊，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

經四天了。」 40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

看見 神的榮耀嗎？」 41 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

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 42 我也知道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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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著的眾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

我來。」  43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

來！」 44 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

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 

 

【釋義】 

耶穌到了拉撒路所在的地方，雖然拉撒路死了已有四天的時

間，耶穌叫他從死裡復活，拉撒路重病以至死亡的問題完全

得到解決。然而這件事將另一重要的問題突顯了出來，就是

馬大與馬利亞信心不足的問題。拉撒路肉身死亡的問題得到

解決了，但兩位姊姊屬靈境況的問題更需要正視，她們實在

需要重整她們的屬靈生命。 

當耶穌到了馬大所在的地方，馬大即時的說話反映了她內心

對耶穌信心的不足：「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弟弟就不會

死了。」（11:21），明顯她認為耶穌是來得太遲了，耶穌已

不可能讓她弟弟得著任何改變。 

馬大接著的說話似乎顯得她仍然對耶穌有信心，但其實她只

是相信弟弟在末日的時候會復活：「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

候，他會復活。」（11:24），她並不相信耶穌可以讓弟弟得

到即時的復活，因當耶穌問及她是否相信祂可以叫人得著復

活的時候（11:25-26），馬大只是回答說她相信祂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沒有正面的回應耶穌的問題（11:27）。 

當馬大的妹妹馬利亞見到耶穌後，她即時的說話與馬大的竟

是一模一樣的：「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弟弟就不會死

了。」（11:32）。馬大的信心不足，她妹妹馬利亞的信心同

樣不足，她們不能相信耶穌可以讓她們的弟弟從死裡復活。

想像不到的是一向與耶穌相熟的馬大與馬利亞（11:3, 5），

她們對耶穌的認識竟是如此淺薄，對祂的信心竟是如此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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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拉撒路肉身的問題得到解決，但事情卻突顯了馬大與馬利亞

屬靈境況的問題，她們需要重整她們信心不足的情況。我們

常會著眼於我們肉身的情況與需要，也常會為著我們的生活

與肉身的需要（如生病）向神祈求。然而，我們會否同樣常

常著眼於我們屬靈的境況，知道有何不足的地方，也知道需

要重整與改進的地方呢？ 

 【禱告】  

使人復活的主耶穌基督，在祢面前，我們常常跟馬大和馬利

亞一樣信心不足。我們會把祢限制在我們的思維定式裡，求

祢除去我們各樣的限制和綑綁，開啟我們靈裡的眼睛，看見

祢的奇異恩典和奇妙作為天天都彰顯在我們當中，讓我們的

信心因祢榮耀的彰顯而加強。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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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5 (週二) 靈修  

題目：【更新與重整】 

 

【閱讀經文】 （約翰福音 12:1-8） 

1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裡復

活之處。 2 有人在那裡給耶穌預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

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 3 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

噠香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裡就滿了膏的

香氣。  4 有一個門徒，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

大，  5 說：「這香膏為甚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

呢？」 6 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又帶

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7 耶穌說：「由她吧！她是為我

安葬之日存留的。 8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

常有我。」 

 

 【釋義】 

在伯大尼，就是拉撒路復活的地方，有人為耶穌擺設筵席，

馬大一家都在那裡。席間馬利亞以貴重的香膏抹耶穌的腳，

這事引來猶大的非議，認為應當變賣香膏來幫助窮人，但馬

利亞所作的卻得到耶穌的稱讚。馬利亞在第 12 章中的表現與

她在 11 章中的表現有天淵之別，可見她屬靈的生命已得到了

最好的更新與重整。 

馬利亞以貴重的香膏抹主，她對主真誠的愛護與猶大的虛偽

成了鮮明的對比。猶大是虛偽的，他所說的話顯得他對別人

很有愛心：「為甚麼不把這香膏賣三百個銀幣去賙濟窮人

呢？」（12:5），但明顯他是個賊，他只會偷取錢囊中所有

的（12:6）。 

相反，馬利亞是以她最好的獻給主，那是貴重的香膏。猶大

的是偷取，馬利亞的則是施與；而最重要的是，耶穌說馬利

亞所作的是為祂安葬之日留著的（11:7），這顯示了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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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是與她之前完全不同。第 11 章中她是沒有信心，不明

白耶穌可以叫人復活；第 12 章中她是明白也相信主將來的復

活，她所作的是為主的安葬而作的。拉撒路是肉身的復活，

馬利亞是在她屬靈的生命中得到很大的改變與重整。 

思想： 

猶大是想盡辦法得到金錢，甚至是以極不正當的手段來奪得;

馬利亞則是為主付出寶貴的錢財。我們因著生活而努力工作, 

獲取金錢，然而，我們是否願意為著主的緣故而付上金錢？

在哪一個事工裡，主感動你可以付上更多呢？ 馬利亞付上她

寶貴的香膏，然而她也得到很寶貴的福氣，就是她屬靈的生

命得到重整，得到更新。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有否定期地讓

自己可以有退修與靜思的機會，以至你的屬靈生命可以定期

得到更新與重整？ 

 【禱告】  

掌管我生命的救主耶穌基督啊，祢配得這寶貴的香膏，因祢是

使死人復活的神！我拿甚麼給祢呢？2018 年的年尾，我的靈

命成長了多少？我甘願為祢付出了多少的金錢、時間和愛心？

求主鑒察。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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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6 (週三) 靈修  

題目：【謙卑服侍】 

 

【閱讀經文】（約翰福音 13:1-20） 

1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

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2 吃晚飯的時候 (魔鬼已將

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 ， 3 耶穌知道

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 神出來的，又要

歸到 神那裡去， 4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

腰，5 隨後把水倒在盆裡，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

巾擦乾。 6 挨到西門彼得，彼得對他說：「主啊，你洗我的

腳嗎？」 7 耶穌回答說：「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

必明白。」 8 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耶穌說：

「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份了。」 9 西門彼得說：「主啊，

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 10 耶穌說：「凡洗過澡的

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

都是乾淨的。」 11 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是誰，所以說：「你

們不都是乾淨的。」 12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對他們說：「我向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嗎？ 13 你

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 14 我

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

洗腳。 15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

作。 16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

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17 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

了。 18 我這話不是指著你們眾人說的，我知道我所揀選的是

誰。現在要應驗經上的話，說：『同我吃飯的人，用腳踢

我。』 19 如今事情還沒有成就，我要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

事情成就的時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20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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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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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晚飯的時候，耶穌為門徒洗腳，彼得本來絕不肯讓主為他洗

腳(11:6,8)，但當他知道耶穌為他洗腳是帶有重要的意義後,他

就要耶穌為他加倍的洗(13:9)。耶穌接著帶出的是洗腳的另一

個重要意義，是門徒必須努力遵行的生命操練──謙卑服侍。  

 

耶穌在筵席間脫去祂的衣服，在腰間束了毛巾，就為門徒洗

腳。彼得認為學生絕不應讓老師替他洗腳，所以他一再拒絕

耶穌為他洗腳：「主啊，你洗我的腳嗎？」（13:6）「你永

不可洗我的腳。」（13:8）耶穌接著的說話顯示了祂的洗腳

行動對門徒而言是很重要的：「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份

了。」（11:8），明顯彼得不能完全明白耶穌所言，所以他

即時的反應是要全身都得著洗滌：「主啊，不但我的腳，連

手和頭也要洗。」（11:9） 

耶穌接著談及彼此洗腳的教導，就是互相謙卑服事的功課。

連老師也謙卑地為門徒洗腳（13:14），這是彼得與門徒必須

要學習的功課：「我給你們作了榜樣，為要你們照著我為你

們所做的去做。」（13:15）。 

思想： 

耶穌透過為門徒洗腳一事，帶出了彼此謙卑服事的重要教

導。我們在教會中參與不同的事奉，事奉的參與正好就是實

踐謙卑服事的機會。在教會不同層面的事奉中，有哪些是你

可以參與更多的呢？又或是有哪些事奉是你從來沒有參與

過，但其實是你可以嘗試參與的呢？彼此洗腳、彼此謙卑地

服事就是嘗試作出更多更大的付出，就如主耶穌為我們所作

的，就是為我們付出了祂最寶貴的生命和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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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祢給我們作了榜樣，叫我們照著祢

向我們所作的去作。主啊，很多時候， 我們想作，卻作不到,

求主幫助。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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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7 (週四) 靈修  

題目：【愛的筵席】 

 

【閱讀經文】（約翰福音 13:21-38） 

21 耶穌說了這話，心裡憂愁，就明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

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22 門徒彼此對看，猜

不透所說的是誰。 23 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

耶穌的懷裡。 24 西門彼得點頭對他說：「你告訴我們，主是

指著誰說的。」 25 那門徒便就勢靠著耶穌的胸膛，問他說：

「主啊，是誰呢？」 26 耶穌回答說：「我蘸一點餅給誰，就

是誰。」耶穌就蘸了一點餅，遞給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

大。 27 他吃了以後，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穌便對他說：

「你所作的快作吧！」 28 同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是為甚麼對

他說這話。  29 有人因猶大帶著錢囊，以為耶穌是對他說：

「你去買我們過節所應用的東西」，或是叫他拿甚麼賙濟窮

人。  30 猶大受了那點餅，立刻就出去。那時候是夜間

了。 31 他既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 神在

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32 神要因自己榮耀人子，並且要快

快地榮耀他。 33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

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我曾對猶太

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 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

門徒了。」36 西門彼得問耶穌說：「主往哪裡去？」耶穌回

答說：「我所去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我去，後來卻要跟我

去。」 37 彼得說：「主啊，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我願

意為你捨命。」38 耶穌說：「你願意為我捨命嗎？我實實在

在地告訴你，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釋義】 

在第 13 章的筵席中，耶穌透過洗腳的榜樣帶出了彼此謙卑洗

腳的教導，繼而帶出了彼此相愛的命令（13:34-35）。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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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洗腳的筵席，也是一個學習彼此相愛的筵席。在這愛的筵

席中，約翰展現了他對主耶穌的愛，而彼得也具體實踐了他

對主的愛。 

這是個愛的筵席，也是作者在這卷書中第一次以「耶穌所愛

的」來介紹約翰（13:23）。約翰確是愛護主，很想與主在一

起，他很懂得把握適當的時機來親近主。吃飯時，約翰很珍

惜坐在耶穌旁邊的位置，他可以挨近，甚至是緊靠耶穌的胸

膛（13:23,25），約翰在這愛的筵席中表現了他對耶穌的愛。 

彼得亦不遑多讓，當耶穌向門徒教導了彼此相愛的命令後

（13:34-35），彼得即時的反應是願意為主捨命：「主啊，我

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我願意為你捨命。」（13:37），彼

得確是在這愛的筵席中具體地實踐了愛的功課。 

諷刺的是，在這筵席中，猶大的表現剛好完全相反，他不但

沒有愛護主，沒有實踐對主的愛，他更是全然表現了「不愛

主」。他正式實踐了他的賣主行動，他從賣主的思想到計劃

（13:3），進而到了具體的賣主行動（13:27,30），在這愛的

筵席中猶大確是實踐了「愛主」的反面，就是出賣主。 

思想： 

我們不會像猶大一樣出賣主，然而我們是否像約翰一樣有願

意親近主的心？ 我們有否好好珍惜每天可以親近主的時刻？ 

彼得很愛主，甚至願意為主付上最大的代價，就是他最寶貴

的生命，我們是否像彼得一樣，願意為主付代價去愛祂，抑

或是對主的愛仍有許多保留？ 

 【禱告】  

掌管天地萬有的主，祢教導我們要彼此相愛，要學祢的樣

式，願意為愛付代價。祢的謙卑洗腳光照了我們，讓我們看

到自己的有限和不足。求主憐憫，幫助我們。以上禱告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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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8 (週五) 靈修  

題目：【常在主裡】 

 

【閱讀經文】（約翰福音 15:1-15） 

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

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

更多。 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4 你們

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

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5 我

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6 人若

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

裡燒了。 7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

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8 你們多結果子，我

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9 我愛你們，正

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10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

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

愛裡。 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

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12 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

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

朋友了。 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

做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

告訴你們了。 

  

 【釋義】 

耶穌以葡萄樹與枝子之間的緊密關係來比喻祂與門徒之間應

該有的緊密關係。不單如此，耶穌繼而指出祂與信祂的人的

密切關係，甚至好比主耶穌與父神之間的密切關係（15:10）。

這段經文給我們很大的安慰與鼓舞，我們可以與主建立最好

的關係，這也是我們需要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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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教導信祂的人需要與祂建立密切的關係，好比是枝子與

葡萄樹之間的關係，二者是不能分開的，枝子離開葡萄樹就

不能有任何作為，甚至是要枯乾（15:6）。枝子緊緊地靠著

葡萄樹，就可以常結果子(15:5)，使神得到榮耀（15:8）。 

這段經文讓我們看到了我們與主可以有的密切關係，這是約

翰在這短短的經文中（10 節）多次重複的，就是「你們常在

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的密切關係（10:4-7）。約翰繼

而將這密切的關係作進一步具體的描述，就是「常在我的愛

裡」（15:9-10），信徒可以「常在主的愛裡」（15:9-10），

正如主耶穌是「常在父的愛裡」（15:10）。 

約翰教導我們只要遵守主給我們的命令，我們就可以有這種

深切的愛的關係（15:10）。我們要遵守主給我們的命令，約

翰進一步帶出「彼此相愛」的命令（15:12, 17），這也是主

耶穌在第 13 章中給門徒的「新命令」（13:34），是要以主

耶穌的愛為榜樣的愛（13:34，15:12）。 

思想： 

你認為你與主耶穌的關係如何？是否正如經文中所提及的親

密關係：「我在主裡面、主在我裡面、我在主的愛裡」？抑

或是尚有一段可以更進一步的距離？你覺得當如何建立與主

更進一步的親密關係呢？在實踐彼此相愛的功課上，你又有

哪些可以更進一步的地方呢？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在祢裡面，祢在我裡面，我在祢的愛

裡。這親密的程度，是我渴望更深更深的。我知道，在遵守

主的命令上，我還有很多要學習和委身持守的地方，求主成

為我的榜樣和隨時的幫助。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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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9 (週六) 靈修  

題目：【拿出勇氣來】 

 

【閱讀經文】（約翰福音 18:1-27） 

1 耶穌說了這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裡有一個

園子，他和門徒進去了。 2 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

為耶穌和門徒屢次上那裡去聚集。 3 猶大領了一隊兵，和祭

司長並法利賽人的差役，拿著燈籠、火把、兵器，就來到園

裡。 4 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

「你們找誰？」 5 他們回答說：「找拿撒勒人耶穌。」耶穌

說：「我就是！」賣他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那裡。 6 耶穌一

說「我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7 他又問他們說：

「你們找誰？」他們說：「找拿撒勒人耶穌。」 8 耶穌說：

「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去

吧。」 9 這要應驗耶穌從前的話，說：「你所賜給我的人，

我沒有失落一個。」 10 西門彼得帶著一把刀，就拔出來，將

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

古。 11 耶穌就對彼得說：「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

我豈可不喝呢？」 12 那隊兵和千夫長並猶太人的差役就拿住

耶穌，把他捆綁了， 13 先帶到亞那面前，因為亞那是本年作

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 14 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發議論

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15 西門彼得跟著耶穌，

還有一個門徒跟著。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識的，他就同耶穌

進了大祭司的院子。 16 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識的那

個門徒出來，和看門的使女說了一聲，就領彼得進去。 17 那

看門的使女對彼得說：「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他說：

「我不是。」 18 僕人和差役因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

裡烤火；彼得也同他們站著烤火。 19 大祭司就以耶穌的門徒

和他的教訓盤問他。 20 耶穌回答說：「我從來是明明地對世

人說話。我常在會堂和殿裡，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訓人；

我在暗地裡並沒有說甚麼。 21 你為甚麼問我呢？可以問那聽

見的人，我對他們說的是甚麼；我所說的，他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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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耶穌說了這話，旁邊站著的一個差役用手掌打他，說：

「你這樣回答大祭司嗎？」 23 耶穌說：「我若說的不是，你

可以指證那不是；我若說的是，你為甚麼打我呢？」 24 亞那

就把耶穌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裡，仍是捆著解去的。 25 西門

彼得正站著烤火，有人對他說：「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

彼得不承認，說：「我不是。」 26 有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

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說：「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園子

裡嗎？」 27 彼得又不承認。立時雞就叫了。 

 

 【釋義】 

耶穌和祂的門徒在一個園子裡聚集的時候，猶大帶著兵丁來

捉拿耶穌，耶穌清楚知道他們到來的目的就是要捉拿祂，耶

穌沒有刻意迴避，倒是不止一次勇敢並主動向他們直認自己

的身份。相反，在大祭司的院子裡，彼得與屬於大祭司的人

同在一處的時候，他們問他是否耶穌的門徒，彼得卻接二連

三作出否認。在這事上，耶穌與彼得的表現是截然不同。 

在園子中，耶穌與門徒同在的時候，猶大帶著兵丁來捉拿耶

穌(18:3)。耶穌清楚知道正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18:4)，他

的反應是勇敢面對，主動地一連兩次問誰是他們要尋找的對

象(18:4, 7)，並且立時承認自己的身份(18:5, 8)。 

耶穌對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18:6)，耶穌若

要逃走，這原是最好的時機，但耶穌卻勇敢地留下來。當面

對抓捕的時刻，甚至制止彼得嘗試給祂的保護(18:10-11)。 

耶穌被捕並帶進大祭司的院子後，彼得有機會進到院子裡。

彼得要面對其他屬於大祭司的人對他一連三次的查問(18:17, 

25-26)，問他是不是耶穌的門徒。彼得的反應是軟弱的，他三

次都不敢承認他的身份。相反，當時也正在大祭司院子裡的

耶穌，卻是勇敢的面對大祭司的審問(18:19)，就算是面對暴

力的對待(18:22)他仍是勇敢的面對，並不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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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在過去相信主的日子中，你有否因著信仰而面對過不同程度

的難處？可能是其他人故意給你的刁難，甚至是刻意給你的

敵對、攻擊，你是選擇勇敢地面對，抑或是選擇軟弱地逃避?

若是類似的情況在今天再次發生，你的反應又會如何？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祢的勇敢面對，是就說是，反照出我和彼

得一樣的軟弱和怯懦。很多時候，特別是在向家人或朋友傳福

音的時候，對方一反對或拒絕，我就會停在那裡；求神給我加

力量，讓我能勇敢面對，學耶穌的樣式，在世人面前見證神的

榮耀。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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