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音第九章 是整卷福音書重要的主題和精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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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3-5 耶穌回答說：

「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也不是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
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耶穌的回應將很冰冷的哲學討論，
轉化成為一個生存的實踐。
隨著故事的發展，會看到故事裡面人物的互動，
將一個冰冷的討論，變成一個生命的凝視 ─
 與其抽離地問「苦罪的根源在哪兒？」
倒不如面對這個苦難
 問神如何可以工作、怎麼樣彰顯神的榮耀？
也問自己有沒有有分於將苦痛加在別人的身上

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為觸及了一個
故事之所以感人
是因為觸及
個
人類雋永的困惑 ─ 苦難。
耶穌確實回答了人類歷史以來的一個問題 ─
「為什麼有苦難、苦難從哪兒來？」
也質疑了一些過於簡單、約化的答案 ─
「苦難是因為罪惡而來的。」
當門徒看見一個生來瞎眼的時候，問耶穌說：
「究竟這個人是他犯了罪、還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使得他瞎眼呢？」耶穌回答門徒，
邀請他們從 難中看見神 作的可能性
邀請他們從苦難中看見神工作的可能性，
 在問「為何有這般悲劇」的同時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問問
是不是我們也可 問問
「神怎麼樣可以彰顯祂的榮耀呢？」

生來瞎眼的朋友得以重見光明，
隨之而來的應該是喜樂 興奮 感恩才對
隨之而來的應該是喜樂、興奮、感恩才對。
可是待會在讀這個故事的時候，
 會發覺絲毫沒有任何歡愉的氣氛
 反而是一幕又一幕的茫然、疏離、恐懼
如果是關於罪的話，究竟是誰的罪呢？
如果是惡的話，那是怎樣的惡呢？
約翰福音要告訴我們 ─
也許人性幽暗的勢力，
要 眼睛的 陷 要 我們所看見的
要比眼睛的缺陷、要比我們所看見的
那一些身體的缺陷、任何的苦難，
來得更加的可怕！

約翰福音第九章 1 - 12
1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

08 他的鄰舍和那素常見他是討飯的，

2 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

就說：「這不是那從前坐著討飯的人嗎？」
09 有人說：「是他」；
又有人說：「不是，卻是像他。」
他自己說：「是我。」
10 他們對他說：「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
11 他回答說：「有一個人，名叫耶穌，
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對我說：
『你往西羅亞池子去洗。』
我去一洗，就看見了。」
12 他們說：「那個人在哪裡？」
他說：「我不知道。」

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
3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顯出 神的作為來。
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
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5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6 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7 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裡去洗。」
（ 羅
（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
來 是 奉差遣」 ）
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

讀這段經文的時候，就馬上出現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
一個本來生來瞎眼的人能夠得見光明的時候，
個本來生來瞎眼的人能夠得見光明的時候
 沒有看到周遭的人的反應是雀躍的、是興奮的
 鄰舍好像不太能夠認出這一個生來瞎眼的人
仔細地再讀約翰福音怎麼鋪陳這個故事的話，
鄰舍和這一個生來瞎眼的人之間的對話，
說明鄰舍之所以不認得這一個生來瞎眼的，
是因為這些的鄰舍
從來沒有好好地看這一個生來瞎眼的！
這個生來瞎眼的是要飯的，大概不能走動太多地方，
他們可能走過他的身邊
 放下一些吃的、用的、一些錢
 可是從來沒有好好地看一看他
可是從來沒有好好 看 看他
那是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即時認出他來。

究竟是這一位生來瞎眼的人看不見、
還是這些鄰舍沒有看見呢？
如果說看不見帶來痛苦的話，
 究竟是這個失明的人
經歷了看不見帶來的痛苦
歷了看不見帶來的痛苦
 還是別人沒有好好地看他
帶來的那 種的孤單 那 種的苦痛
帶來的那一種的孤單，那一種的苦痛
是更加的深、更加的重呢？
看不見當然是很大的苦痛，
一個沒有能力看見的人
不被人注意、不被人注視、不被人關心，
那是另外的一種痛 ─ 更深的痛！

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另外一個
很有趣 或是說特別難過的角度
很有趣、或是說特別難過的角度…
13 他們把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裡。
他們把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裡
14 耶穌和泥開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15 法利賽人也問他是怎麼得看見的。
法利賽人也問他是怎麼得看見的

瞎子對他們說：「祂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 洗 就看見
我去一洗，就看見了。」
16 法利賽人中有的說：
「這個
「這個人不是從
是
神來
神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
為
守安息
又有人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神蹟呢？」
他們就起了紛爭。

你能不能夠想像 ─ 生來瞎眼的父母親
對
對兒子重見光明以後，那種奇怪的反應嗎？
重 光
後
奇
應
為什麼絲毫不因為兒子重見光明而喜樂、感恩呢？
似乎兒子的康復沒有為他們帶來興奮，
反而似乎給他們添了麻煩，
使得他們不得不和兒子劃清界線！
如果我們親人有哪一位患了病、突然間好了，
我們最自然的反應就是感恩、喜樂，
一定會跟更多的人來分享 ─
「這是我的兒子、我的女兒，
從怎麼樣的處境當中、被救回來了。」
怎 樣 處 當中
來
」
可是這種情形沒出現在 約翰福音第九章，
是什麼壓抑著這父母親感恩的理由呢？
是什麼消滅了他們歡慶的原因呢？

17 他們又對瞎子說：「祂既然開了你的眼睛，

你說祂是怎樣的人呢？」他說：「是個先知。」
18 猶太人不信他從前是瞎眼，後來能看見的，
等到叫了他的父母來，
19 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嗎？
你們說他生來是瞎眼的，如今怎麼能看見了呢？」
20 他父母回答說：「他是我們的兒子，
生來就瞎眼，這是我們知道的。
21 至於他如今怎麼能看見，我們卻不知道；
是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
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吧，他自己必能說。」
22 他父母說這話，是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商議定了，
若有認耶穌是基督的，要把他趕出會堂。
23 因此他父母說：「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吧。」

約翰福音說害怕、恐懼，壓住他們
應該喜樂的心 熄滅 應該感恩的靈
應該喜樂的心、熄滅了應該感恩的靈，
如果是這個原因，使得恐懼發生，
那個力量，是何等的大的力量！
剛剛那段經文，無論是對生來瞎眼的、或他的父母親，
你能想像宗教領袖咄咄逼人的盤問嗎？
 作為宗教的領袖，究竟尋找、尋覓的是什麼、
要見證的是什麼呢？豈不應該是神的榮美嗎？
 怎麼他們致力於證明別人的罪行呢？
壓抑別人因為經歷恩典而有的喜樂呢？
 為什麼他們竟然把這個機會
為什
竟
這 機會
拿來做成可以斷定別人而自以為義呢？
他們的信仰，究竟是讓人經驗光明、
他們的信仰，究竟是讓人經驗光明
還是叫人被黑暗所吞吃、所壓抑呢？

在我們身邊苦難是生命中免不了的現實，
究竟我們怎麼去面對呢？
 是好像那些鄰舍一樣、還是好像父母，
礙於恐懼、礙於利益，
益
而不敢喜樂、不敢感恩、
不敢加予援手呢？
 還是像宗教的領袖因為自義，
而把重擔加在弱小的族群身上呢？
日常的生活當中，
遠的、近的、知道的、面對的苦難，
你傾向怎麼樣解釋苦難呢？
 凝視苦難中的人，看看怎麼樣可以幫助他
 還是因為自身的利益不敢援手、
還
為自身
不 援手
不敢擁抱在苦難中的人、為他們言說呢？

同樣的問題困擾著法利賽人 ─
安息日是
安息日是猶太人都遵守、隆而重之的一個時間，
都遵守 隆 重
時
按照這規矩，他們不免會問這樣一個問題 ─
神會在安息日工作嗎？
法利賽人是專心研究摩西律法的學生，
 這一位不過是來自加利利拿撒勒的木匠之子
 神會透過祂工作嗎？神可能會使用
我們不感興趣、不喜歡的人、
不喜歡的環境來工作嗎？

約翰福音第九章

這不僅僅是法利賽人的問題，
也許是你和我的困惑、你和我的問題
許是你和我的困
你和我的問題 ─
你和我不甘心、不情願，因為
上帝的 作竟然透過我們不熟悉的環境
上帝的工作竟然透過我們不熟悉的環境、
不熟悉的方法、不熟悉的人…

不僅僅叫人省思，也能直搗人心，
比方說 誰
比方說：誰能說法利賽人不是在尋找神工作的痕跡呢？
法利賽人 是在尋
作 痕
在肯定與否定神工作之間，牽涉的
又豈單單是教義的問題、規條的斟酌和議論呢？
義

約翰福音第九章

約翰福音裡耶穌行了好幾件神蹟，不見得
所有的人都認同耶穌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
更不要說看見神的榮耀了。
 約翰福音第五章 耶穌治好病了三十八年的病人，
反而以法利賽人要殺掉耶穌為結束
 約翰福音十一章 耶穌使拉撒路從死裡復生，
有 想
有人想把耶穌連拉撒路也幹掉
連拉
幹掉
為什麼？因為辨識神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神怎麼樣工作 在哪裡工作 透過什麼人工作，
神怎麼樣工作、在哪裡工作、透過什麼人工作，
都不是很容易回答的問題。

好幾年前一個主日，我在好朋友的教會聽他講道，
分享他多年來心裡面的 個掙扎
分享他多年來心裡面的一個掙扎…
三十多年前他的太太，因為先天心臟毛病
需要動一個很大、而且非常昂貴的手術，
我的朋友不曉得怎樣籌夠金錢來為太太做這個手術，
他的上司、同事非常愛他，為他推行一個籌款活動，
不僅募得手術費用，而且餘款還可以成立基金。
在這樣一個美事上，我的朋友竟然沒有太大的喜悅，
為什麼呢？他認為作為一個丈夫，
沒有能力解決自己的事情、還得仰仗別人的幫助，
這
這是一椿不體面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他高興！
椿不
事情 根 不
高
後來在一個大型聚會，一位他不認識的年輕人
跑到他面前問候他太太 我朋友很不高興
跑到他面前問候他太太，我朋友很不高興，
他問年輕人：你怎麼知道我太太的事情？

年輕人告訴他：「本地的基督教週刊，
刊登了您的太太動手術的事情，我們一直為她禱告。」
登 您
動手
事情 我
直為她禱告
很好的慰問、支持，可是我朋友當時候的感受是生氣 ─
這份週刊沒有徵得他的同意，就刊登他太太的事情！
這些年來他一直為自己為什麼會這樣不高興來思考，
直到有一天他恍然大悟 ─ 美善成為苦罪，
問題在他自己，「因為不必要的自尊和想法，
我竟然活在恩典中而毫不喜樂。」
神可能會在我們不熟悉的系統、習慣、環境裡面工作嗎？
神可能會在我們不熟悉的系統
習慣 環境裡面工作嗎？
神可能會使用一些我們不感興趣、不喜歡的人工作嗎？
我們的困惑 不情願 不甘心
我們的困惑、不情願、不甘心，
 有沒有可能把美善變成苦罪呢？
 有沒有可能終日糾結在黑暗中埋怨呢？
願主憐憫我們！

親愛的主、光明的主，

禱告

求你照亮我們的心幽暗的地方，
讓我們知道我們是
嘗過恩典的人、嘗過美善的人，
幫助我們把這些美善、這些恩典
化成生命的祝福，
讓周遭的人體會恩典之美。
幫助我們不要把美善變成苦罪，
幫助我們勇敢地面對自己、面對主。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讓我們看見 ―
使我們感恩、分享恩典。
奉靠你的名字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