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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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的人因為認識耶穌而生命有改變，
 一些人開始的時候是一知半解
 一些人是帶有偏見、不明所以
 一些人帶了沉重、痛苦歷史的過去
帶
痛
可是因為能夠坦誠地面對耶穌，
生命起了改變 ─ 有喜樂
有喜樂、平安、力量。
平安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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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五章 1 – 18
1 這事以後，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

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
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旁邊有五個廊子；
3 裡面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
5 在那裡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
6 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許久，
就問他說：「你要痊癒嗎？」
7 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
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
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
8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
耶穌對
起來 拿你的褥子走吧 」
9 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

甚至祂所創造的世界也因為拒絕這個光
而變得扭曲和幽暗。
這一次我們看一個本來是
屬於祂的地方 屬於祂的人群
屬於祂的地方、屬於祂的人群，
怎麼因為拒絕祂而變得幽暗、殘酷。

10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

「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今
安息
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11 他卻回答說：「那使我痊癒的，對我說：
『拿你的褥子走吧。』」
12 他們問他說：「對你說『拿褥子走』的是甚麼人？」
13 那醫好的人不知道是誰；
因為那裡的人多，耶穌已經躲開了。
14 後來耶穌在殿裡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癒了，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15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癒的是耶穌。
16 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因為他在安息日做了這事。
17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18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祂；因祂不但犯了安息日，
並且稱 神為祂的父，將自己和 神當作平等。

這是記載一個祂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卻不接受祂的故事，
自己的人卻不接受祂的故事
 儘管發生的所在地是耶路撒冷，宗教的中心所在
 時間是神聖的安息日，分別為聖的日子
 牽涉到宗教的領袖
可是約翰福音告訴我們 ─
除非能夠真誠、坦誠地面對真光，
讓這個真光照亮自己的生命，
不然，沒有任何的時空、人物、才能、力量，
可以點亮我們的生命。
這個故事發生在耶路撒冷，
這個故事發
在耶路撒冷
長久以來都是猶太人恪守教導、
崇敬真神的 方
崇敬真神的地方，
同時也經歷神的恩典。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
遺址在十九世紀考古發掘中重見天日，
 就在聖安妮教堂西北方三十公尺
 在耶穌時代，應該是在
耶路撒冷城外不遠靠近羊門的附近
希伯來話叫畢士大，意思是恩典之家 ─
人可以在這水池得到醫治，
人可以在這水池得到醫治
應該讓人感覺喜樂、平安的一個地方。
諷刺的是，希伯來話的發音畢士大
可以是另外 個詞的
─ 羞恥
羞恥，
也可以是另外一個詞的意思
池旁邊的等候的人，
都是 些瞎眼的 瘸腿的 癱瘓的病人
都是一些瞎眼的、瘸腿的、癱瘓的病人，
社會邊緣的人士、都是不潔淨的人。

描述耶路撒冷的一幅的圖畫…
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
耶路撒冷啊，我們的腳站在你的門內。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 連絡整齊的 座城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
眾支派，就是耶和華的支派，上那裡去，
按以色列的常例稱讚耶和華的名。
按以色列的常例稱讚耶和華的名
因為在那裡設立審判的寶座，就是大衛家的寶座。

詩一二二

我們看到的是一幅很美的圖畫，
聽到的是讚美、和諧、感恩的聲音。
可是 約翰福音第五章 是另外一幅圖畫 ─
感受不到平安
感受不到平安，
 看到的是殘酷、難過的場景
 聽到的是許多的埋怨、爭鬧的聲音
聽到的是許多的埋怨 爭鬧的聲音
看到、聽到是許許多多幽暗的生命。

真正讓人感覺到難過和苦痛的，倒不是這些病人，
真 感覺 難過 羞恥
真正感覺到難過、羞恥的，是整個的水池、
是整個的水池
和它的醫治、信念，所帶出來的價值、
引申出來的生活、以致生命的型態。
從等候醫治的心態、取得醫治的策略，
以致得到醫治的人，要得醫治，
 必須比別人強、比別人先、比別人狠
 不然的話，抱歉，醫治沒你的份！
真正讓人感覺到難過、羞恥的，不是這些病人，
而是耶路撒冷聖殿和祭祀的無能、
宗
宗教領袖的麻木、冷酷。
麻木 冷
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 ─
這個水池應許的醫治
這個水池應許的醫治，必須只能
須只能
通過爭競和鬥爭，才能夠達到的。

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
我 去 時
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
就有
比我先下去
這究竟是恩典之家、還是羞恥之地呢？
 真正病得厲害、痛得糾結的人，
第
永遠不會是第一個跳到池子裡面去
 真正需要醫治的人，從來不會得到醫治
當癱瘓、瘸腿的人看到水在動的時候，
當癱瘓
瘸腿的人看到水在動的時候，
正想去拖著軟弱的身體、
要爬到池子裡去的時候，
已經有人去了水池裡面…
 大概就是牙痛、長青春痘、掉頭髮的人
 真正渴望得到醫治的人不會得到醫治
究竟這一個水池應許的，
是怎麼樣的一種醫治呢？

五6 耶穌問他說：「你要痊癒嗎？」

他甚至沒有回答說「我願意」，
只是解釋他為什麼多年來還在水池邊。
當他解釋以後，耶穌對他說：
「起來 拿你的褥子走吧！
「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
五9 那
五
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
立刻痊癒 就拿起褥子來走了

在這樣簡短、簡潔的對話裡面，
 沒有任何證據
顯示這個人有丁點兒的信心，
連他拿褥子起來，也是痊癒後的行動
 五章 1-18 整個的故事裡面，
始終沒有出現過一個信字

這個世界神還是要救贖的，
真光還是要照亮世上 切的人
真光還是要照亮世上一切的人，
讓羞恥之地成為恩典之家，
 應該是無條件的
 應該是道成肉身的一個原因吧！
然而人願意接受真光嗎？
就算是經歷恩典的人，一無所知、甚至自以為是，
恩典還是要臨到的 ─ 這是光照在黑暗裡的意思。
可是光照在黑暗裡，黑暗接受光嗎？
可是光照在黑暗裡
黑暗接受光嗎？
這個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得到醫治，
完全是因為耶穌 不是因為自己的信心
完全是因為耶穌、不是因為自己的信心。
很仔細地讀這段經文時會發現，
 這個人根本沒有絲毫的信心
 這段經文找不到一個信字

更諷刺的、或反常的，是這個得醫治的人
竟然對自己救命的恩人是誰也不關心，
竟然對自己救命的恩人是誰也不關心
 你能想像一個曾經救過你的人，你完全不理
他長得怎麼樣子、姓名、情況嗎？不會的！
 可是這位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卻是這樣的一個人 ─
他是嘗過恩典的人，只是他似乎沒有在意、
沒有讓恩典在他生命裡繼續起改變的作用
最最諷刺的是，
當他拿著褥子走路時碰到猶太人，
猶太人責難他在安息日拿著褥子，
違
違反了宗教的規條，
宗
條
他將責任推給他的救命恩人。
他曾經被恩光所光照
他曾經被恩光所光照，
卻徘徊在黑暗與光明的邊緣。

五14 後來耶穌在殿裡遇見他，對他說：

「你已經痊癒了，不要再犯罪，
「你已經痊癒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這個人馬上去告訴猶太人，從此以後
猶太人開始逼迫耶穌、甚至要殺害耶穌。
 一個痊癒的人、經歷恩典的人，卻又不知道恩典
 一個曾經被光照的人，卻不感覺到真光的寶貴，
依然活在黑暗當中、拒絕真光的照耀和溫暖
所講的
所講的，
 不僅僅是一個個人的境況，
還是整個的聖殿 耶路撒冷 族群
還是整個的聖殿、耶路撒冷、族群
 不僅僅是兩千年以前的事，
也可能是講我們今天所面對的、
也許是講我們自己

約翰福音第五章

禱告
親愛的主，你是恩典的主，
讓我們存著感恩的心來回想
你在我們身上所做的工作，
身
作
不僅僅在我們個人身上，
在我們的家庭 教會 社會 國家
在我們的家庭、教會、社會、國家。
幫助我們做一個感恩的人，
使得別 也能夠分享恩典；
使得別人也能夠分享恩典；
幫助我們行在光明中，
因為我們的生命為你所照耀
因為我們的生命為你所照耀。
奉你的名求，阿門。

你和我經歷過恩典，可是我們忘記了恩典，
我們曾經被真光所光照，
我們曾經被真光所光照
可是忘了真光給我們的那種光明、溫暖，
我們依然行在幽暗當中。
不僅僅是我們，
可能是我們的群體、教會、社會、國家，
 飽嘗了恩典，可是沒有心存感恩之心
 經過了真光照耀，還是在黑暗中徘徊
求主憐憫我們、幫助我們 ─
讓我們成為一個嘗過恩典的人，
有感恩的心；
讓我們成為一個被光所照耀的人，
行在光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