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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見與瞥見

43 又次日，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見腓力，
耶
要
利利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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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但業，從偏見開始，
一個人怎麼樣可以從偏見、
麼樣
瞥見恩典、跟從耶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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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對他說：「來跟從我吧。」
44 這腓力是伯賽大人，和安得烈、彼得同城。
這腓力是 賽大
和安得烈 彼得同城
45 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 位
「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
我們遇見了，
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
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46 拿但業對他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
腓力說： 你來看！」
腓力說：「你來看！」

開始播放

47 耶穌看見拿但業來
耶穌看見拿但業來，就指著他說：
就指著他說

「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
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 」
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
48 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哪裡知道我呢？」
耶穌回答說： 腓力還沒有招呼你，
耶穌回答說：「腓力還沒有招呼你，
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
49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 神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50 耶穌對他說：「因為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
你就信嗎？你將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
51 又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對猶太人來講，腓力的話是讓人非常興奮的，
 因為神藉著以色列人的祖先
為 藉著 色
先
應許他們一個彌賽亞
 整個以色列的民族、所有的猶太人，
嚮往等候的民族救星已經找到了！
拿但業的回應讓人覺得有點奇怪 ─
 沒有說：「真的嗎？我們趕快去！」沒有
 只是冷冷地說一句：
「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
有點像對某一些地方有一些偏見的話
比方朋友介紹你認識一個他的朋友，
比方朋友介紹你認識
個他的朋友
從哪兒來的，你就說 ─
那個縣還能出什麼好的人物嗎？
甚至，那個學校還會出什麼好的嗎？

拿但業不以為然的當然不是彌賽亞的盼望，
只是不以為彌賽亞的來臨，
是
為 賽
來
會跟一個不重要的地方拿撒勒
扯上了什麼樣的關係。
拿撒勒
 拿撒勒只是加利利地區一個小鎮罷了
 而加利利地區在那個時候，
是很多外邦人跟猶太人雜居的一個地方，
很多的猶太人都看不起這一帶的居民
所以就吐出一句：「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
拿但業不是不相信神、不是不等候彌賽亞，
甚 是 個真誠的以色列人
甚至是一個真誠的以色列人，
可是他是一個有偏見的人，
 不熟悉的地方、人事，就不以為然
不熟悉的 方 人事 就不 為然
 甚至用鄙夷、不屑的眼光來看待

80、90 年代，我和太太、孩子在美國一個小鎮讀書，

得到很多美國朋友的愛護、支持、幫忙，
得
多美
愛護 支持 幫
其中一個就是鄰居戴安，對我們非常的好，
讓我們在那個地方慢慢適應下來。
可是戴安來自亞洲的人有一種偏見，
她看我們的時候不是不屑、鄙夷，
只是覺得我們有點可憐的感覺。
有一回一對夫婦請我們到他家吃飯，也請戴安，
是吃很大的牛排，戴安突然問這個主人家：
「你知不知道寶玲他們在平常吃飯、吃肉時，
通常把肉切成絲、肉丁，你知道為什麼嗎？
常 肉切成絲 肉丁
道為什
因為在寶玲家鄉沒有冰箱，也不敢買太大、太多的肉，
只能買 點點的肉回來 怎麼弄呢？
只能買一點點的肉回來，怎麼弄呢？
只能夠切絲、切小丁塊。」

有時候一些人對於不熟悉的地方、人事，
他們的眼睛、態度，
睛 態度
不一定是鄙夷、不屑，
而是採取一種可憐、同情的眼光，
可
 如果鄙夷、不屑，造成了對立
 可憐、同情，就造成了高低
無論是哪一種，
無論是哪 種
偏見總是以自己為中心，遮蔽了我們，
 沒有辦法真正地看清楚對方
有
真
看清楚
 無法真正認識真理
只有放下自己、放棄自己的觀點，
才能夠真正的認識別人、
才可能瞥見真光。

主人家聽了以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他們去過香港，知道香港是怎麼樣的情況
香港
香
麼樣 情
 我想無論香港、台北、…華人的大都市，
設計、設備，一點都不輸國外的大城市，
更不要說美國的一個小鎮
這對夫婦有點尷尬，就打哈哈的說：「不是的，
他們家是很現代化的城市，不是這個原因的。」
不過我猜想 ─ 那是因為戴安對我們有一種偏見，
這種偏見不見得是一個很壞的觀點、
也絕對不是出於一種很壞的念頭，
 這種偏見是出於一種同情、可憐
這種偏見是出於 種同情 可憐
 因為這種同情、可憐，
她沒能真 地認識我們
她沒能真正地認識我們，
和我們來自的社會、背景

由於自身的歷史文化和經驗，
每 個人對於人或事都有某種程度
每一個人對於人或事都有某種程度
先入為主的一種的看法，
 可以說這是我們人有的前設
 嚴厲一點是一種的成見、甚至是偏見
我們的好朋友戴安她是一個非常非常良善、
樂於助人
樂於助人、一個非常好的基督徒，
個非常好的基督徒
可是對來自亞洲的人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觀點 ─
 認為亞洲就是第三世界、就是落後的地方
認為亞洲就是第三世界 就是落後的地方
 來自落後的地方的人、就是落後的鄰舍
是這種先入為主的觀點，
是這種先入為主的觀
使得她發表了
那天晚上吃飯時候那一種的講法。
時

人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先入為主的觀點，
而是在於人是否能夠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不足，
而是在於人是否能夠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不足
 瞭解自己那種先入為主的觀點是不足
 願意調整、能夠放下、
甚至放棄自己的偏見
人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預先的觀點，
而是在於有沒有把自己的看法絕對化，
把不同意見的人對立起來、奚落、取笑、妖魔化
真誠的人縱管他有偏見
真誠的人縱管他有偏見，
還是有可能看見恩典的。
我再說 ─
一個真誠的人，如果能夠面對自己的偏見，
還是有 能瞥見恩典 瞥見真光的
還是有可能瞥見恩典、瞥見真光的。

沒有預先的觀點，人沒有溝通的必要和可能，
無論喜歡、不喜歡，人與人之間接觸
還是建立在某一種先入為主的看見，
 先存的一種認知觀點，是每一個人有的一部分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在於這種先存的認知和觀點
縱使拿但業不以為然地說
「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呢」，
至少他對於彌賽亞還是有一種的期望，
果 個
賽 沒有任何的盼
法
如果一個人對彌賽亞沒有任何的盼望、想法，
不知道拿撒勒是什麼地方，不會講這句話、
也不會用這樣語氣來講來自拿撒勒的耶穌
也不會用這樣語氣來講來自拿撒勒的耶穌。
他能夠講出這一句，基於兩個很重要的觀點 ─
 他確實對彌賽亞是有盼望的
 他對拿撒勒是有某種的瞭解

禁不起腓力的邀請，拿但業還是去見了耶穌，
沒想到見面時，展開只有他們倆才能夠明白的對話…
想
時 展
有
才 夠
對
耶穌說：「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
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
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哪裡知道我呢？」
耶穌回答說：「腓力還沒有招呼你，
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
拿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
神的兒
以色列的
之間的對話是那麼的簡單、那麼的快、節奏那麼的短，
之間的對話是那麼的簡單
那麼的快 節奏那麼的短
卻觸動了拿但業，使得他卸下了自己的偏見，
究竟拿但業是怎麼樣被觸動的呢...
有許許多多的理論，反正就是說 ─
這 個真以色列人 沒有詭詐的人，
這一個真以色列人、沒有詭詐的人，
在無花果樹底下，表達出對彌賽亞的盼望。

這段對話隱藏的觸動、相知、相識，
大概 有耶穌和拿但業才能夠知道
大概只有耶穌和拿但業才能夠知道，
拿但業因此放下了偏見，瞥見了真光，
 能夠放下偏見、才能夠瞥見真光
 一個擁抱自己偏見的人，沒有辦法看見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相信科學、理性能解決一切的問題，
 理性是非常重要，每一天、每一刻
都會動用理性來分析、來思考的
 可是有時候一些情況，是理性、科學不能解釋的
我這位朋友就把科學、理性放在生命的中心，
我這位朋友就把科學
理性放在生命的中心
倒過來說就是說 ─
不能用科學 理性解釋的東西，就是假的，
不能用科學、理性解釋的東西，就是假的，
所以每次跟他談到福音的時候、就卡住了。

有人在他的無花果樹下，可能是他的房間、
可能在他工作的地方、可能是他在街上走著，
在
作 地
是 在
走著
觸動他的，可能是一節的經文、
一首的詩歌、一個畫面、別人的見證。
我不知道你的無花果樹是一個什麼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的無花果樹是
個什麼的地方，
我想你一定能夠記得 ─
你在你的無花果樹底下被觸動的那 刻，
你在你的無花果樹底下被觸動的那一刻，
你和我都在剎那間被深深地觸動，
 深深體會偏見帶來的那
深深體會偏見帶來的那一種的幽暗、痛苦
種的幽暗、痛苦
 只是因為瞥見光明，
感受到光明賜給我們的溫暖和希望
約一49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的

你怎麼用科學、理性的方法，
去解釋
去解釋死裡復活、去解釋神蹟呢？
復
去解釋 蹟
去解釋人與人之間的愛、人與人之間的恨、
人心目中的盼望、信念呢？
不管怎樣，拿但業放下他自己的偏見，他看見了！
這種體會、這種感動，
對你和我來講、一點都不陌生，
我想每一個人、或是說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曾經有在自己無花果樹底下的經歷，
然後被片言隻語來觸動 ─
那
輩
糾
來
 剎那間就把一輩子的糾結放下來
 剎那間就被一個很簡單的話、經文，
把我們整個的偏見放下來
從那一天、那一刻開始，我們瞥見了真光！

撇下偏見，
還不僅僅是片刻的瞥見 也是生命的開始
還不僅僅是片刻的瞥見、也是生命的開始，
 如果能夠把我們的那種先入為主的偏見
能夠放下來，我們會看見光明
 因為看見光明，
我們生命裡面的幽暗的地方、被光照，
 我們生命中那些冷酷的地方
會被這個光明來照耀而溫暖
 體會到 ─ 生命不再是圍繞著個人、族群
狹窄的糾結，將會看到是更大的事
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創造天地萬物的主，
祂的恩典遍及了所有的生命。
約一51
約
5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的身上。

禱告
主耶穌基督，
求你幫助我們每一位弟兄
能夠放 我們的偏見
能夠放下我們的偏見，
使得我們能夠瞥見光明。
讓主的恩光照耀我們、
帶領我們、溫暖我們。
奉你寶貴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