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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怎樣向身旁的人表達自己、
而耶穌身旁的人如何認識祂、回應祂呢？
身旁
識
應
第二章 逾越節，把自己說成是殿，
拆毀了三天、要再建起來
第四章 跟撒瑪利亞婦人說祂是活水
第六章 跟許多猶太人說他是從天下來的嗎哪，
祂的肉可以吃、祂的血可以喝
第七章 住棚節，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
把自己說成水源的根本、恩泉的源頭
十四章 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十五章 祂是真葡萄樹，十九章 祂是真光
耶穌在不同的場合來表達自己，
用不同的象徵
來說明自己的身分、說明自己的使命。

約翰福音第十章 也是在一個節期 ─ 修殿節，

耶穌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比喻來表達自己，
耶穌用
個很特別的比喻來表達自己
把自己說成是牧羊人、周遭跟從祂的說成是祂的羊。
約翰福音第十章 1 - 10
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
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
2 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3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
4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 就在前頭走
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5 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
羊不跟著生人 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 必要逃跑

06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

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甚麼意思。
07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
08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
09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
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
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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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得的更豐盛

十22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是冬天的時候。

直到今天，每逢歲末大概是十二月的時候，
猶太人就會慶祝這個稱為 Hanukah
a u a 的修殿節
的修殿節。
它的根源是可以追溯到耶穌出生以前
一百六十多年，紀念猶太人起義成功，
推翻鐵腕統治他們、剝削敬拜自由、
強迫他們放棄信仰和傳統的希臘人。
這個起義源於一個祭司的家族，
有 個成員很會打仗 外號馬加比 ─
有一個成員很會打仗，外號馬加比
鎚子的意思，後來被稱為馬加比運動。
希臘人最終被趕出耶路撒冷、猶大地，
一度為異族人所占據、玷汙的聖殿，
終於重見光明，就是修殿節的來由。

耶穌在修殿節時說「我是好牧人、我是羊圈的門」，
呼應 以西結書卅四章 神的應許。
神的應許
耶穌在 約翰福音第十章 修殿節所表達的，
與祂一直以來在不同場合、用不同的象徵
表達祂的身分、職事，沒有太大的差別。
只是群眾瞭解有多少、相信的有多少？
如果他們相信，相信的又是什麼呢？
約翰做了一個提示…
十6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

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甚麼意思。
為什麼耶穌身旁的群眾不明白呢？
我想那是因為人總是傾向
聽自己愛聽的、聽自己所想聽的。

這個節期強調的，
不僅是猶太人歷史裡的一個運動、盼望
僅是
歷
動
望
 這個運動背後所強調的，
也是猶太人對領袖的渴望、要求，
就好像羊群需要牧羊人一樣


神曾經在舊約的以西結書中應許以色列人，
要親自地為他們立一個牧養他們的牧人，
以西結書卅四23-31
23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

就是我的僕人大衛。他必牧養他們，作他們的牧人。
神，
神
我的僕人大衛必在他們中間作王。
31 你們作我的羊，我草場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
你們作我的羊 我草場 的羊 乃是 色列
我也是你們的 神。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24 我耶和華必作他們的

我越來越發覺明白與不明白的關鍵，
 並不在於理解或是不理解
在
解或是
解
 是在於能否認同、能否接受、能否擁抱，
又在於人是否執著自己既有的觀點、甚至偏見
如果你能夠放下的話，就能夠聽見、就能夠明白，
不然的話，執著自己的意見，
不能夠接受、不能夠認同，
看到的還是自己願意看的、自己想看的。
一幅很簡單的黑白的素描，
 有人可以看成是回眸的美女
 也有人把它看成老婦的側面
有
看成 婦
面對著人際的關係、面對著信仰的時候，
總免不了帶著 種的前設
總免不了帶著一種的前設、一種的觀念，
種的觀念
在於我們怎麼樣去接受。

就算突破了這一個關鍵，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
 究竟我們熟悉不熟悉我們所愛的人的聲音
究竟我 熟悉 熟悉我
愛
聲音
 假如講人際的關係，我們的瞭解、不瞭解，
除了明白、不明白以外，
還牽涉到熟悉、不熟悉對方
表達的一種方式、情緒、情感
在信仰的道路，我們明白、不明白，
其實挺在乎於對主的聲音熟悉、不熟悉。
我想因為這個緣故
我想因為這個緣故，
耶穌用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比方 ─
牧羊人與羊的關係 來說明
牧羊人與羊的關係，來說明
跟從耶穌的人，應該熟悉祂的聲音，
這是挺有趣的、也是挺對的。
有

也許忽略牧羊人的聲音，是因為對祂的聲音不熟練，
既然不熟練、所知的就不多，就分不清
然 熟練
多
分 清
究竟是祂的聲音、還是其他的聲音，
 在感到自滿自足的日子，
到自滿自
淡化祂的呼喚、忽視祂的帶領，也是經常有的 ─
只願自己去闖，自滿到一個地步，
甚至在溪水旁、青草地，還以為是自己的努力所致的
 有一些日子，我們很渴望聽到牧羊人的聲音、
看到祂的帶領，那是在死蔭幽谷的日子，渴望看見
牧羊人的杖、牧羊人的竿、感受祂的安慰和同在
在大多數的時候，我們寧願到處奔波、
在大多數的
候
們
到處奔波
勞碌、擔心、惶恐、憂慮，寧願追逐
操控 虛假 花巧的謊言 雜的聲音
操控、虛假、花巧的謊言、雜的聲音，
而無暇操練聽牧羊人的聲音。

牧羊的人跟羊群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也許是這個原因，說明為什麼在聖經裡
許是這
為 麼在
常常喜歡用牧羊人跟羊群、
來比方神跟祂的子民的關係。
當羊群在熟睡的當中，
如果牧羊人踏進這個羊群裡面，羊兒知道
牠自己的牧羊人，不會驚動分毫，
因為羊群知道牧羊人是群的一分子，
牧羊人與羊群之間關係密切，
有他們自己一套的溝通的方式，
是外人不能夠模仿 不能夠取代的
是外人不能夠模仿、不能夠取代的。
牧羊人真的好像耶穌所說的 ─ 知道羊群中每一隻的名字，
羊也知道牧羊人在叫誰，非常認識 熟悉牧羊人的聲音，
羊也知道牧羊人在叫誰，非常認識、熟悉牧羊人的聲音，
究竟是帶牠們回家，還是繼續帶牠們飲食、吃草。

在我們所處的世界、社會，每天都有許許多多的聲音，
怎麼樣分辨呢？
怎麼樣分辨呢
 你喜歡聽你愛聽的、願聽的聲音
 還是也願意聽覺得有點扎心、不中聽，
可是對你有益的聲音呢？
約翰福音從開始到了末了，
 就是這位好牧人不斷發出邀請的聲音，
讓祂的羊兒熟悉祂的聲音、跟從祂
 可是也發現人因為總總的原因，
沒有辦法認出、或拒絕認出祂的聲音
回想信仰的道路，我們是如何學習聽到牧羊人的聲音呢？
回想信仰的道路
我們是如何學習聽到牧羊人的聲音呢？
約翰福音告訴我們 ─
這位牧羊人不斷地按著我們的名字 呼喚我們，
這位牧羊人不斷地按著我們的名字、呼喚我們，
問題是我們會不會熟悉祂的聲音？

要熟悉牧羊人的聲音，
最常常
最常常可以理解的
解 ─ 讀經、禱告。
讀經 禱告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羊圈裡面，
當我們在羊圈裡面、跟其他的羊兒在一起時，
從他們的身上，學習如何聆聽牧羊人的聲音。
每一個基督徒、屬神的兒女，
 看到有弟兄姊妹可能依然在痛苦裡面，
不以自己的得意、自己的成就為理所當然，
 存著感恩的心向我們的牧羊人感謝
 伸出我們的手，去攙扶、鼓勵弱小的羊群
 當沮喪、灰心喪志時，只要我們在羊圈裡面，
當沮喪 灰 喪志時 只要我們在羊圈裡面
周遭的羊群都會成為我們的幫助，提醒我們 ─
不要灰
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繼續走下去
不要失望 繼續走下去

第十章

願你留在羊圈裡面，願你操練聽牧羊人的聲音。

親愛的主耶穌，
你是好牧人，
好牧
幫助我們常常跟著在你的後面，
熟悉你的聲音、
學習你的話語。
更幫助我們在羊圈裡面，
和其他的羊一起地守望、
一起地成長。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你的名求，阿門。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