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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二十19 - 31

19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門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猶太人 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20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20說了這話 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

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

21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21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2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22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 你們受聖靈！

23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24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

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

25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25那些門徒就對他說： 我們已經看見主了。」

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26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裡，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27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

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 總要信！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

28多馬說：「我的主！我的 神！」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29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 沒有記在這書上30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

31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

並 叫你們信 他 就可 祂的名得生命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耶穌復活的早上，馬利亞不已經告訴他們說：

「我已經看見了主 嗎「我已經看見了主」嗎？

儘管有讓人振奮的消息，這一天的晚上

門徒竟然關上門、躲在屋子裡，

是因為女人的見證不可信？

可是耶穌在被賣的那一夜，

已經多次告訴他們將要發生的事情了，

這在約翰福音十三 -十七
有很詳盡的講解、介紹的

可能消息和知識，不能夠托住面對危機的人，

儘管你有很多的消息、知識，管 有 多 息 識

也不見得可以托住你、當面對危機時

畢竟從腦袋到心，不是很簡單的路程，畢竟從腦袋到 不是很簡單的路程

甚至有經驗也不能確保什麼



門徒曾經有過很多獨特的經歷 ─
變成喝過耶穌從水變成的酒

看過三十八年的病患者痊癒，

拿起褥子起來走

吃過從五餅二魚、使千人飽足的盛宴

看過耶穌在風急浪高中行走

見證過耶穌使生來瞎眼的人重見光明

甚至看過拉撒路從墳墓裡面走出來

這些難能可貴的經驗，無法改變的一個現實 ─
這一個傍晚，門徒躲在門後，因怕猶太人。

有很多的知識、馬利亞將消息有 多 識 將 息

告訴他們、他們也有很獨特的經驗

可是這一切不能改變一個現實 ─可是這 不能改變 個現實

他們躲在門背後，因為害怕！

他們不是不信、只是害怕。

在聖經歷史裡也有許多相信 可是也害怕 甚至也會懷疑在聖經歷史裡也有許多相信、可是也害怕、甚至也會懷疑，

亞伯拉罕，信心之父，

可是看到埃及人時，也會害怕、也會撒謊

約伯是一個義人，他相信、可是他也懷疑

以利亞，相信、可是也懷疑、也埋怨

哈巴谷…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從不害怕、從不疑惑的弟兄姊妹，

我們都相信、不過我們也害怕

也許有弟兄姊妹有更多的經歷、更多的屬靈知識，

可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因，

把我們關在自己的門背後、我們也害怕

我們不是不相信，

只是我們也會害怕、也會懷疑。

究竟門徒害怕什麼呢？

也許他們無奈地接受釘刑 死亡也許他們無奈地接受釘刑、死亡

已經徹底地擊敗了他們的主耶穌，

不過馬利亞已經告訴他們復活的好消息了，

所以大概不因為這一個吧！

也許他們認為耶穌復活是復活，

可是猶太人的逼迫大過耶穌復活的信息，

這一個的懼怕使得他們擔心會不會

我們好像耶穌一樣，走上被釘、受逼迫的路呢？

耶穌儘管已經復活了，這個復活

跟他們的生命是毫無關係的知識、命 毫無關係 識

只是一個消息、不是一個生命的力量

是因為這樣子，他們讓害怕是因為這樣子 他們讓害怕

來掌控他們的生命、左右他們的生活

這不一定是兩千年前早期教會的問題。

多年前美國 個調查顯示多年前美國一個調查顯示 ─
超過八成的人有各種各樣的害怕，

害怕考試、害怕丟掉工作、害怕身體出問題

害怕所愛的人離開我、害怕所愛的人害病

害怕家庭、害怕社會、害怕世界的局勢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害怕、彼此分享害怕。

可是你知道福音是什麼嗎？

福音是當我們還在害怕、當門徒還在害怕的時候，

耶穌到門徒的中間，向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向他們展示祂的手和肋旁，向他們展示祂的手和肋旁

正是表示祂已經勝過死亡，

跟門徒的生命是息息相關的，不是一個幻象跟門徒的生命是息息相關的 不是 個幻象

也表示他們所害怕的，其實沒有終極的權力



耶穌的顯現、向他們說平安，

是 次地 還是是再一次地提醒他們，耶穌還是那位

鍥而不捨、不離不棄的好牧人。

門徒的害怕是真實的、我們害怕也是真實的，

但更真實的是

主沒有責難他們、主沒有離棄我們，

祂邀請我們相信，繼續相信、一再相信

告訴我們信不僅僅是知識、教育，

信必須是行動、堅忍、勇敢、不放棄的跟從

我想這是為什麼約翰福音出現「信」這個詞語，

從來都是動詞的原因，約翰要告訴我們、從來都是動詞的原因 約翰要告訴我們

或神要藉著約翰福音提醒我們 ─
信是一個行動、永遠是一個行動、實踐，信是 個行動 永遠是 個行動 實踐

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

耶穌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多馬不在其中。

如果我們認為相信是基於看見的話如果我們認為相信是基於看見的話，

你沒有看見，當然不能相信了，多馬就說：

「「我非看見祂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

又用手探入祂的肋旁，我總不相信！」

同樣，我們的弟兄姊妹在我們周遭說：

如果我還沒有找到工作、我的工作還是那麼不如意、

我的資產還是那麼的有問題、我的身體還是那麼的虛弱、

如果我代禱的人沒有任何的起色，

試問我怎麼可以相信呢？

你們曾經聽過這樣的一種的抗議嗎？你們曾 聽過這樣的 種的抗議嗎

是不是有點像多馬的抗議？

我們抗議：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就不會相信，我們抗議 若不是這樣的話 我就不會相信

這豈不也是我們的埋怨、抗議。

你可以怎樣回應你弟兄姊妹的抗議呢？

續為 禱告 肩膀 寫 張卡繼續為他們禱告、拍拍他們的肩膀、給他寫一張卡，

依舊地、堅持地在他的身旁，聽他的心聲，

甚至聽他的埋怨、他的抗議，

這是相信，這是約翰福音裡的愛，

必須放在群體裡、在群體裡面實踐。

門徒能說什麼？可以解釋耶穌的復活嗎？

可以代替耶穌將釘痕、肋旁顯示給多馬看嗎？

不，他們只能夠安靜、謙卑地等待主自己工作

我們只能夠安靜、謙卑地等候主自己工作，

這是相信 ─ 這是相信

不僅是知識、教義，必須要有愛托住

這種愛、這種相信，是要這種愛 這種相信 是要

等候主的臨在、主的介入

25-26 過了八日，一眾的門徒如何度過這八日呢？

每次聚集 多馬 定抗議 要是我看不見 我就不相信每次聚集，多馬一定抗議：要是我看不見、我就不相信。

約翰福音沒有記載任何的辯論

對 當 友看見約伯的難處對比當約伯的朋友看見約伯的難處，用了

很多的神學思想、嘗試去解釋、去爭論

這也許是約翰福音讓我們看見信仰群體、

教會重要的一面，一個真正的群體 ─ 
基督的身體、教會，必須容許懷疑，

每一個人都有困難和懷疑的日子

只有容許和接納懷疑的群體，才能真正讓主親自

觸摸和工作，耶穌的跟從者才能真的相信

這種相信不是知識、而是生命，

一個群體和個人的生命，個群體和個人的生命

一個成長的生命、越長越深、越壯的生命。



對於多馬而言，那一天與主相遇

有 期望 解 惑並沒有按他的期望、解決他的疑惑，

他沒有用指頭探入那釘痕、探入祂的肋旁，

「他只是說：「我的主、我的神！」

真的，信仰不是單單建立在難題解答上面，

不因為我們的難題得到解決、我們就自然相信

不因為在某個教義的問題能夠解釋清楚，

就能夠相信了

信仰不是數學方程式、生命也不是填充題，

用指頭探入肋旁、釘痕，

只能證明他自己的好奇，只能 明他自己的好奇

只能證明，不能讓人相信、再相信

一個基於證明的信仰，個基於證明的信仰

只會要求更多的證明

多馬沒有看過神蹟、沒有經歷過特別的事情嗎？

他有！ 早期他有！他很早期就跟從耶穌，

約翰福音所講的記號，大部分、甚至全部，

他都在場，還不夠證明嗎？

如果信仰只是靠證明的話，

一個人將會要求更多更多的證明，那不是相信。

對於飽受生活困惑和難處，

不明何去何從、又不知有何可為的人而言，

信就是絕對地倚仗愛我們、用手臂接納我們的主。

來十一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信就是絕對的信靠，不能只是準確的知識、精細的教義，

信必須是堅忍的、不放棄的行動信 須是堅忍的 不放棄的行動

信必須要在群體裡面、不斷地去實踐

你是多馬嗎？還是你是多馬身邊的門徒？

你會說 「非 看 我你會說：「非不看見、我就不相信，

非不解決我的問題、我就不相信嗎？」

神藉著這段經文提醒我們 ─ 相信、再相信！

我們的信仰需要知識、教義幫助我們，

可是生命到了最重要的關頭，

我們只能夠放開懷抱，讓這位主進入生命當中

當我們害怕、懷疑的時候，沒有任何客觀的知識

可以把我們的生命落在一個穩當的處境當中

除非我們絕對地依靠這一位生命的主。

福音是儘管我們在苦痛、在門背後、在害怕當中，福音是儘管我們在苦痛 在門背後 在害怕當中

這一位主還是來到我們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當你碰到有這樣弟兄姊妹的時候，當你碰到有這樣弟兄姊妹的時候，

你也能夠讓他們經歷主的應許、主的同在的確據。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我們可能在門背後害怕、

我們可能在門背後懷疑，背

求主打開我們的眼睛看到 ―

你在我們當中說：「願你們平安！」你在我們當中 願你們平安！」

求主幫助我們因著經歷你

能夠喜樂、有力量、有勇氣，能夠喜樂 有力量 有勇氣

也求主幫助我們能夠學習

容納那些懷疑、害怕的弟兄姊妹，容納那些懷疑 害怕的弟兄姊妹

這是你的羊、我們都是你的羊群，

幫助我們彼此地扶持、幫助我們彼此地扶持

同心同行地見證主的榮美。

禱 奉 求 阿門禱告奉主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