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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約翰福音十章 6－11節，22－39節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什麼意思。所以，耶穌又

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

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

吃。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

更豐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是冬天的時候。耶穌在殿裡所羅門的廊下行走。猶

太人圍著他，說：你叫我們猶疑不定到幾時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訴我

們。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你們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為

我作見證；只是你們不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

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

裡把他們奪去。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

奪去。 

 

聖殿被汙衊 

    主前 170年發生了一件大災難，那年統治耶路撒冷區域的帝國國王安提阿

古開始來攻打耶路撒冷，造成了八萬名的猶太人被屠殺，好不容易存在聖殿裡

面，大概有六萬四千八百多公斤的金銀財寶，全部被擄掠一空。另外聽說，私

藏摩西律法抄本的，要被處以重刑；如果母親答應小孩子行割禮（小孩子在第

八天行割禮），被發現的這個小孩子就塞在母親的頸部，連同母親，二個人同釘

十字架。 

    聖殿所有的各院全部都被豬血、豬肉汙衊得乾乾淨淨（猶太人不喜歡豬

的）！聖殿甚至有一塊地方被當成是廟妓的妓院，夠羞辱人吧！安提阿古最後

的步驟是把整個祭壇改成供奉希臘主神宙斯的祭壇，然後在上面大肆的用豬肉

來獻祭給各方諸神。 

 

強制希臘化 

    為什麼？這件事情的前因要推到大概主前 323年亞歷山大大帝死亡之後，

他的領地分封給四個將領，他們開始在推行一件事情，就是整個世界希臘化，

講希臘文、推行希臘思想等等……。先是統管這一區的托勒密王朝，一直持續

到差不多主前 200年，接著是由敘利亞的塞琉西王朝來接管，所有被征服的國

家全部都加入了希臘化的行列之中。 

    主前 167年，塞琉西王朝的國王安提阿古四世，他特別雷厲風行，硬性規



定轄區裡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希臘文化，其他的文化跟敬拜要全部去掉，使用非

常強力的鐵腕去執行這件事情。所以轄區裡面的猶太人，他們的安息日、割

禮、律法、獻祭，全部都被推翻掉，全部被改成希臘式的敬拜方式。 

 

馬加比革命之後的復興 

    猶太人這個時候受不了了，在被擄、被欺壓了很多年之後，還被毀掉他們

的聖殿敬拜，這是他們沒有辦法接受的。那個時候，領導一群非常堅定、虔誠

的猶太人首領，叫作馬加比家族，有父子跟兄弟，他們不惜用武力來抗爭，從

城市裡面的巷戰，一直打、一直退守，直打到山裡面，像野獸一樣在山洞裡面

過著逃命、打游擊的生活。到了主前 164年，他們終於獲勝了。 

    馬加比書上記載了這件事情（聖經裡面找不到，這是其他的參考書籍），它

說「在耶和華的引領之下，馬加比與他的跟隨者收復了聖殿跟聖城，把異族在

公共廣場所建立的祭壇全部拆毀，並且將神聖地裡面所有的敬拜毀掉，並且潔

淨了聖殿，他們重新製造了一座獻祭的祭壇，而且經過兩年的嚴格禁止之後，

現在我們又能夠在祭壇獻香、點燃燭臺、放上陳設餅。 

    做完這些事情之後，全體會眾俯服在地，再次懇求神千萬不要再讓他們落

入如此悲慘的浩劫之中。可是萬一以後以色列人如果再犯罪，求主自己耐心管

教我們，不要再將我們交在那些污穢、殘暴、褻瀆神的異族蹂躪之下。」 

 

修殿節的由來 

    為了紀念潔淨聖殿、收復失地這件事，民眾直接一起同心的投票通過，從

那時候開始，一個傳留下來的節日公告說「以後每年要在基流月五日到廿日之

間，任選八天，熱烈重新慶祝修築祭壇」這件事情，所以後續產生了一個節

日，叫修殿節（重修聖殿）、聖殿潔淨紀念日，慢慢到後來變成叫做光明節。 

    猶太人到現在，還在過這個節日，叫做 Hanukkah，他們的 Hanukkah節換

算成陽曆，大概是在陽曆十二月二十五日，所謂的聖誕節前後左右。可是猶太

人不過聖誕節，他們過 Hanukkah節日。他們過節的方式是點燈，每一家在這個

節日都在窗台上點燈，然後拿著棕樹枝，一邊唱著詩篇一百一十三篇到一百一

十八篇的讚美詩。大家共慶祝八天，然後放了八個燭台在窗台上，每一天點一

盞，八天以後八盞燭台全部點亮。這時所有的村落晚上閃耀著燭台的光亮，非

常的溫馨、浪漫。 

    修殿節為什麼要點燈呢？據說在重修聖殿的時候，裡面本來的七個大燭台

要開始點燃時，卻發現燭台特別使用的燈油早就已經被毀滅掉了，唯一能夠在

一個小角落找到的，只有一小瓶的燈油。 

    這燈油不是隨便的，要經過祭司在上面封口，保證這是沒有經過汙染的

油，沒有豬油等等別的那些油，是潔淨的油才可以用來點燃聖殿裡面的燭台。

但是一瓶油大概也只能點一天，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點了這瓶油時，第二天還

亮、第三天還亮，足足點了八天，所以他們覺得這是一件神所喜悅的神蹟。以

後猶太家庭每年十二月下旬就開始點燃了一盞、一盞的燈，他們開始慶祝、並

放假。 



    以前在國外的時候，聽說這些猶太老闆們再怎麼摳門，但是只要遇到

Hanukkah，一定要讓員工放假，因為這是他們的傳統，就像他們的過年一樣。

如果你是一個美國人，在猶太人公司裡面工作，那你十二月就可以連續放大概

兩個禮拜的假。 

 

所羅門廊的圍堵 

    約翰福音第十章 22節其實就是在講修殿節發生的事情，前面 1─21節的經

文是在講住棚節的事情。21、22節中間這段時間隔了大概兩個月（修殿節跟住

棚節隔了兩個月），意思是主耶穌基督也許在耶路撒冷待了兩個月以上。 

    修殿節這個時候都是在冬天，主耶穌基督這一天在所羅門廊下走，在裡面

跟人家交談。所羅門廊其實是在聖地的東區，是一個公共的走廊，大概有差不

多十二公尺高的高度，用大理石柱作支柱，寬大概有十五公尺，用香柏樹的木

頭來做天花板，上面可以擋住冬天的冷風。 

    每次敬拜結束了以後，人們就可以在這個廊上一起討論聖經，有時在那邊

禱告；也有很多的拉比在那邊教學生，大概就像是大家聚會以後的交誼廳，大

家全部都在那邊聚集，場面很熱鬧。 

    這時猶太人在這廊上直接就圍堵了耶穌 ，把他包圍起來。「圍」這個字就

是整個包圍，而且把他困在這邊，不讓他走的意思。為什麼？因為要他回答一

個問題，說：你叫我們猶疑不定，要到幾時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訴我

們。今天除非聽你親口說：是！我就是彌賽亞！他們就不讓他走。 

    其實他們很想知道耶穌是不是彌賽亞嗎？他們很想信耶穌這位彌賽亞嗎？

不！他們其實是又一次想要從耶穌的話裡面找到告他的把柄。這裡的猶太人指

的是誰？第七章開始，一直到第十章二十節以前住棚節節期裡面的這些猶太

人，特別是在第九章發生在聖殿裡面看到耶穌醫治瞎子這事情的這些猶太人，

指的就是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有自己一套的彌賽亞觀，他們堅持神會派他們心中模樣的基督來

拯救猶太民族。他們等很久了，但是這樣的盼望反而讓他們離真正的彌賽亞越

來越遠，而且不接受彌賽亞。 

    法利賽人到底是誰？從他的緣由來看，法利賽人跟修殿節、光明節的典故

是非常、非常深的。「法利賽」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是分別出來，法利賽人就是

「分離人」的意思。法利賽人的前身，在馬加比革命時代還稱為哈西典人。哈

西典人其實是非常莊重自守的，他們常常以聖人自居。 

    而法利賽人關於分別出來的神聖主張是自古有名的，統治猶太人的基琉西

王朝時，他們私底下開始在推行「反希臘化」，我們不要希臘化，我們要猶太

化、以色列化。在這種逼迫之下，主張堅守分別為聖的哈西典人（後來的法利

賽人）就呼籲大家要拒絕希臘化，把自己從希臘化裡面分別出來，跟他們割

絕，不要希臘化。 



    提倡這個分別的行動慢慢愈演愈烈，最後導致了馬加比革命，衍成了武力

抗爭，而在主前 164年贏得勝利，並且恢復聖殿的敬拜。得到了這個勝利的果

實之後，法利賽人開始在每一代越來越注重所謂的分離、分別，更極端的走向

了分離主義者。 

    他們分離什麼？我們分別自己，專心過敬虔的日子，跟凡夫俗子是不一樣

的；我們分別禱告、禁食的習慣，跟別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分別嚴守律法跟教

義，是別人沒有辦法守的（守得更嚴）。他們期望一件事情是我們這樣子分別出

來的話，可以從神得到分別而來的特別拯救跟神的喜悅。他們會自誇一件事情

是如果兩個人上天堂，神會保留其中一個保障名額給法利賽人，這是他們的自

傲。從原本分別為聖的人生觀，最後成了每一個時代偏激的分離主義者，這就

是法利賽人現在的景況。 

 

法利賽人的彌賽亞觀 

    法利賽人為什麼很重視彌賽亞呢？因為經過馬加比革命之後，深刻影響法

利賽人對彌賽亞的盼望，他們非常的迫切希望彌賽亞再臨！對於以色列人的前

途，他們覺得一定要靠著每一個時代英勇的英雄帶領我們，用血戰自己來得

到，不用靠別人，要勇敢地去爭取自己的勝利。 

    帶領的這個人肯定是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

固，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從今直到永遠。他們盼望的基督形象裡面的彌賽

亞，就是這種具有政治、軍事魅力的英雄人物，帶領、並且解放受壓迫的人

民，將「他們所負的重軛跟肩上的杖，並壓迫他們人民的棍，你都已經折斷，

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樣。」（賽九 4－7節）是這種民族救星的彌賽亞。 

    相對的，如果今天是一個被人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被

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的這種受苦僕人形象的，有點弱、有點孬這樣子

的人，他絕對不可能是神應許的彌賽亞。這是他們對彌賽亞的希望。 

    所羅門廊下面的這些法利賽人，他們自稱有神的託付，要去辨識出誰是真

正的彌賽亞，再次要帶領受壓迫的這些猶太人，再創馬加比革命的榮耀時刻。

這就是法利賽人不聽、不看，不信、不明白、不接受耶穌是基督的必然現象。    

為什麼？我們要的是一個巨石強森的形象，你給我一個海綿寶寶幹什麼啊？！

主耶穌基督是沒有辦法讓他們接受的，太弱了！ 

 

耶穌以所行之事回應質問 

    根據法利賽人質問耶穌以賽亞的身份，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過好

多次了，但你們不信！主耶穌基督為什麼這樣講？在約翰福音之中，主耶穌基

督從來沒有在猶太人當中公開的宣稱說：ego eimi（eimi是彌賽亞），就是說

「我是彌賽亞」。 

    祂從來沒有公開的宣稱過，但是祂展現彌賽亞身份是用什麼方式呢？很特

別，跟今天的回答是一樣的。施洗約翰在監牢之中，到後來他也被關得慌了，

奇怪！他要傳為祂預備的這個彌賽亞，怎麼到現在都沒有什麼風聲出來啊？ 



    他就派他的門徒去問耶穌一件事情，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

別人呢？海綿寶寶：我在等巨石強森，你什麼時候要變成巨石強森呢？主耶穌

基督怎麼回答施洗約翰？他同樣用以賽亞書裡面有關基督預言的答案，說「所

行的事」來回答人家對祂基督身份的質問。 

    祂回答的是「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施洗約翰。就是瞎子看

見，瘸子行走，長大麻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

們。（太十一 4－5）」從以賽亞書二十九章、三十五章、六十一章裡面，都看得

到彌賽亞出來的時候伴隨的徵兆。 

 

七件神蹟證明彌賽亞之身分 

    綜覽整個約翰福音，整理出來有七件特別的神蹟作為彌賽亞身份的記號，

也是從神蹟來看出彌賽亞的身份，證明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有關耶穌的

神性、工作、能力在這七件神蹟裡面，我們也會發現這些神蹟不是普通任何一

個人能做的，除非神做，在人是沒有辦法做的。 

    水變酒的神蹟（約二 1－11）裡彰顯了彌賽亞祂是控制、掌握物質的主。

醫治大臣之子的神蹟（約四 46－54），在很遠的地方就讓大臣之子嚴重的病好

了，彰顯祂是掌握空間的主。醫治三十八年的病患（約五 1－9），躺了三十八

年的病患，叫他起來，祂是超越時間的主，沒有什麼祂醫治不好的。 

    祂餵飽了五千人（約六 6－14），祂是掌握數量的主。六章 16－21節，祂

行走在水面上，祂是超越、掌管自然現象的主。祂醫治生來瞎眼的人，就是約

翰福音第九章 1－7節裡面的那個瞎子，掌管生命的主藉由醫治他眼睛的這件事

情，祂改變他的生命。最後在十一章 1－44節，祂讓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復活，

祂是掌管死亡的主。 

    正如這些相信耶穌基督是彌賽亞的人的議論來講，他們看了這些神蹟之

後，有人很持平的問一件事情，說「基督來的時候，他所行的神蹟，豈能比這

人（耶穌）所行的更多麼？」（約七 31）不然怎麼可能？！不是從神來的，怎

麼會有這麼多的神蹟伴隨著祂。 

    但是對於同樣見證這些神蹟，廊前圍堵住主耶穌的法利賽人，他們看過這

麼多次神蹟之後，仍然強烈的懷疑耶穌的身份。主耶穌基督說「我奉我父之名

所行的事可以為我作見證。」（約十 25）你們看這些事情，難道你們沒有辦法

相信嗎？這些都是我的見證，只是你們根本不信，因為你們根本不是我的羊。   

祂行了這麼多神蹟，可是猶太人仍然不肯相信。 

    約翰在最後顯明約翰福音全書寫作目的的時候，他說「耶穌在門徒面前另

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二十 30－31）

非常簡潔，非常提綱挈領的告訴我們寫約翰福音，就是藉著神蹟叫你們信耶穌

是基督，使你們因此而得到生命。 

 

得永生 

    得生命，我們也可以叫做得永生，這是整部約翰福音的主題，也是彌賽亞



行神蹟，到各處招集祂羊群的重要使命。約翰福音一到三章，約翰特別強調耶

穌基督祂道成肉身，是信徒得生命的途徑（第一章 12節、三章 15－18、36

節）。第五章宣告耶穌是「生命的糧」，凡吃這糧，必得永生。第十章 28節，主

耶穌基督的羊得到永遠賜下的永生生命。第十章第 10節「我來了，是要叫羊得

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在其他的章節裡面，更花了很多的篇幅在告訴我們「祂來了，賜下的永生

禮物」。四章 14節、七章 37─38節說永生是解渴的泉源，直湧到永生（從現在

一直湧流到永生）。第二個，聽耶穌話的，就有永生（五章 24－26節），現在就

能經歷，而且在末日復活的時候能夠達到最顛峰，我們領受的永生是從現在一

直到未來。 

    六章 27節說永生像是可以吃的食物，你要多多努力的存留。第四個，永生

像是與神親密的關係，「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

督，這就是永生。」（約十七 3）第五個，得到耶穌所賜永生之人，就永不滅亡

（約十 28），羊群在主耶穌基督手中是完全安全、穩妥的。十章 28節裡面講到

說「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蒙

恩得救之後，就是屬主的人，誰也不能把他從主耶穌跟父神的手中奪去，得到

永生就是一個確據了。 

 

我是好牧人 

    主耶穌基督在接下來的經文用什麼形象來展現「彌賽亞基督已經來了」這

件事情？他沿用了在前面的經文章節，兩個月以前住棚節裡他講過的「牧人跟

羊」的比喻，好牧人的形象來再一次的介紹自己彌賽亞的身份。 

    舊約以西結書三十四章 23節裡面指著彌賽亞的預表是「我必立一牧人照管

他們，牧養他們。他必牧養他們，作他們的牧人。」熟悉這段經文的猶太人會

體會到那個好牧人是指著大衛延續出來的後裔，從大衛的支系出來的。這個好

牧人形象的意義是表示他來，要從各處招聚他的羊群。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主耶穌基督說屬祂的羊群有兩個特徵，第一個，我的羊聽我的聲音；第二

個，牧人在前頭走，羊也跟著他。原來屬他的羊會聽他的聲音、會跟著他走，

這是屬他羊群的特徵。 

    你怎麼聽他的聲音？如果你是他的羊，你越習慣越順服，放下自己的聲

音，你就慢慢地越來越能夠聽牧人的聲音。你常常聽，就越能夠聽，好像是一

個聽慣古典樂的人，在聽一首交響曲的時候，你跟別人聽到的是不一樣的。 

    你聽到同樣一首樂曲裡面，哦！有所謂弦樂、管樂，單簧管從這邊出來，

或者是第二小提琴裡面的整個分部，你是可以有層次的聽出來。平常我們聽，

就是一個大雜燴，主旋律聽過去就算了，會聽的人聽的跟我們不一樣。 

    就像是一個媽媽不管多忙，小孩子不管在哪裡，不管是在交誼廳或是在大

會堂，她的小孩子「哇」一哭，那個媽媽馬上聽得出來：這是我家的小孩！

啊！那個哭聲太難聽，不是我家的。她都聽得出來！這個是習慣聽的部分，多



聽主耶穌的聲音，即使是再微小的聲音，慢慢操練的習慣，常常聽就越能聽出

這牧羊人的聲音。羊就是這樣子訓練的，每天聽，每天得草吃。 

 

牧人在前頭走，羊也跟著他 

    第二個，牧人在前頭走，羊也跟著他（約十 4）。難的地方在哪裡？跟著走

的困難在哪裡？你需要調整你的心性及心態，你要調整過去的習慣，跟過去的

認知對抗，你才有辦法在後面慢慢跟著主耶穌的腳步調整，這是一種訓練。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第 6節說「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特別是

當牧羊人有他的方向跟目標、有他的步調跟節奏的時候，試想一下，你怎麼

跟？如果你是一個常常在賽車場上風馳電掣、每秒必爭的職業賽車手，你需要

做多大的調整，才能夠在每一天、在尖峰時刻、在城市裡面，在高架橋上堵車

至少半小時。 

    如果你以前是個職業賽車手，你有這個耐心嗎？你需要很大的調整，才能

夠讓自己習慣每一天在城市裡面慢慢堵、慢慢堵，而且還要克制自己不斷的想

要去撞別人車子、選擇安全駕駛模式。你跟隨牧人最大的困難就是誠心願意放

棄自己以往的舊有習慣模式，甘心信任牧羊人的帶領，學習走一個新的人生步

伐。 

    信徒一生都在操練「聽」跟「跟」這兩件事情。為什麼這二件事情很重

要？這就是領受天父賜下永生的方法。原來我聽跟跟是為了要進到天父永生的

草場裡面去，目標、方向、步調不一樣。永生是從今生的生活裡面慢慢操練，

也平順的接軌到末日復活的同一條窄路，不是寬路。 

    永生不是死後突然眼睛睜開，變成看到一條新的路，不是！屬主耶穌的門

徒開始學習在今生跟著牧羊人，選擇平安、穩妥地走向人生的道路，這條道路

就是你平順接軌到今生之後的永生，是同一條路，不是一條新路。你要懂得

聽、懂得跟，才能走在這一條路上。 

 

誰也不能從神手中奪去祂的羊 

    十章 28、29節裡面表達出一個心、一個思想，說「誰都不能把耶穌基督手

中的那群羊奪去」，為什麼？因為神比萬有都大！不能奪去跟萬有多大有關係

嗎？有！因為神比萬有都大，所以這些領受永生的羊群是一個也不會失落，神

的揀選之恩就在這裡面。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十章 29節裡面說，主耶穌給門徒的保證是門徒是父所揀選、賞賜給他們的人

（第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裡面都談到）；而且說「父神比萬有都大」，所

有被揀選、被迎進來的這些人都能夠得到保證，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讓他們

失去救恩、奪去他們的永生。 

    門徒在耶穌手裡的等號就是門徒在父神手裡，而這是由於父、子、門徒相

屬的親密關係。主耶穌基督指出奪不去的原因是源自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是

第十章 30節裡面說「我與父原為一。」 



 

我與父原為一 

    原文如果用英文裡面來講的話是 I am the Father are one，不是 is one.這個

「我與父原為一」的這個「是」是「為一」的，是用複數型 are，are one，我們

二個是 one。One是 is，還是 are？它是用 are one。 

    原來父神跟子（耶穌）是兩個分屬不同的位格，而這裡面的 one「為一」

用的是中性的形容詞，反而不是用陽性，意思是這是兩個不同個體合起來的一

個形容詞的「一」，它代表的不是他們的一位的混雜，而是在本質、本性上的

「為一」，以至於在他們的使命和心智上的同心合意，但他們是分屬二個位格。 

    這二個「為一」的意思，是聖父跟聖子在賜下永生給羊群上面「為一」，在

使命、在防範任何人奪去信徒的事上「為一」，在主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將永生

賜給祂的門徒的這件事情上「為一」。所有的羊群一個、一個被主耶穌基督找出

來，放到祂的羊圈，來到天父的草場裡面享受豐盛的生命，這一切都是根基於

「主耶穌基督跟父原為一」發展出來的。 

    當主講出「我與父原為一」這話時，這些法利賽人的反應是「猶太人又拿

起石頭來要打他。」（約十 31）不只圍堵他，已經拿石頭要把他打死了，因為

對這些以分離為主的法利賽人來說，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接受。 

    什麼叫做「神跟人是為一」？這二者是分別出來的！開玩笑，這簡直是嚴

重褻瀆神的說法。所以法利賽人永遠將自己跟主耶穌基督這位牧人分離，跟屬

主的信徒分離，不在同一方的羊圈，最後索性把自己跟所信的神分離。他們一

輩子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可悲！ 

 

瞎子的「我是」 

    約翰福音裡面，主耶穌基督大概用了二十次的「ego eimi我是」介紹祂自

己，這幾乎已經成了約翰福音裡主耶穌基督專用的自稱，很特別的二個字 ego 

eimi。然而唯一的例外，居然是有一個普通人也說 ego eimi我是，這個人就是在

前面第九章引發爭論的天生的瞎子。 

    他從小就失明了，一輩子也只能在聖殿外面乞討維生。在一個安息日，主

耶穌基督遇見他，讓他重見光明，而且還先用口水去抹他的眼睛，再叫他跑得

遠遠的，去西羅亞池洗完眼睛之後，他的眼睛整個開了。 

    聖殿中的法利賽人聽到這件非常不尋常的事情之後，開始二次來質問這個

瞎子：你不是那個乞丐嗎？問他的身份。在那個時候他肯定的回答說：我是！

中文把它翻成「是我」，就是我，沒錯！你們說的沒錯。他所承認的「我是」是

為什麼？是因為主耶穌基督的「我是」而重新定義的。 

    重見光明的他，再也不需要過著畏畏縮縮、仰人鼻息的乞丐生活；他更進

一步的為主耶穌基督辯護，他說他自己能夠重見光明，絕對是來自於天上的神

蹟。這個時候他連主耶穌基督是誰都還不曉得，他只深切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發生在我身上的這個神蹟，只有從天而來的可以做。 

    但是法利賽人在同樣見證了這個神蹟之時，他們卻決議「若有認耶穌是基



督的，要把他趕出會堂。」（約九 22）這個人就被趕出去了！但是從此聖殿裡

面開始醞釀一個問題，這個耶穌到底是不是彌賽亞？他怎麼可能行這麼大的神

蹟？爭議一直延續到二個月以後的修殿節（就是在今天的經文）仍然在發酵。 

    主耶穌基督聽見這個乞丐被趕出聖殿，特別到聖殿外去找他、見他。這一

次這個乞丐特別把握機會，親眼看見耶穌、親耳聽耶穌的話、清楚的認識主耶

穌是誰、清楚的信主，最後親自當場跪拜主。 

    令我們欣慰的結局是主耶穌基督在乞丐身上施行的神蹟，從此改變了他的

一生，從此他可以用新的眼光來看這世界，不需要侷限在那個角落乞討；他可

以以平等的心態面對每一個人群，他不需要再自卑了！ 

    最令人興奮的事情是他藉著這件神蹟，認識了真正生命的救主，讓自己的

生命全然信靠這位神子而獲得的是永生的生命，不只是重見光明而已。從此以

後，他內在生命看不見的豐盛生命，遠遠大過於他在外界能夠看得見的世界，

內心從此脫離之前的完全黑暗，看見了光明在他的生命裡面。 

 

與主合一、見證神蹟 

    各位弟兄姊妹，不見得每個人一生都能經歷像這個瞎子這麼大的神蹟，而

神蹟也並非一定要在別人缺陷上才能看見。最重要的神蹟是聖靈透過許多的人

事物的管道在你周圍，讓你跟主耶穌基督合一而領受豐盛的永生生命，得到生

命的永恆價值，遠超過今生所有眼見神蹟的總合，不是嗎？ 

    一個人真正能夠懂得珍惜每一天豐盛生命之後，他的眼睛在每天的清晨看

到黎明曙光的時候，他的鼻子在吸入每天的每一口空氣的時候，他的屁股能夠

坐在一張椅子上休息的時候，都可以視為是神蹟的發生，你同意嗎？ 

 

我們一起禱告： 

    親愛天父，謝謝祢賜下主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眾人的救贖，我們也在主耶穌

基督的應許中得到生命，而且得的更豐盛。求聖靈持續幫助我們，每日生命與

主耶穌基督合一相連，每日腳步平穩行走，朝向永生之道前進。我們不妄求偉

大神蹟在我們身上發生，但求因我們的生活，使周遭所有一切瑣事都充滿神蹟

之光，每時每刻都彰顯天父祢自己的榮耀。感謝天父！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

告。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