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獄中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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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
5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
是 子看
瘸子 走
瘋 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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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翰在監裡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
3 問他說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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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獄中的困惑
10 經上記著說：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11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
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
然而天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
12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
天國是努力進 的 努力的 就得著了
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13 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為止。
14 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
15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太十一 2~15

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6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7 他們走的時候，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
「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甚麼呢？
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
8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甚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
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裡。
穿
宮
9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甚麼？是要看先知嗎？
我告訴你們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四卷福音書，
同樣記載了施浸約翰為耶穌作見證這件事，
雖然約翰在耶穌公開職事不久之後
就被抓拿、最後被殺，
施浸約翰在耶穌生平位置的重要性相當地明顯，
絕不因為他相對比較短暫的一個工作，
有任何地削減。
如果再仔細地看福音書的話，
就會有這樣的一種觀察：
像約翰這樣的見證人、是神所重用的僕人，
當他坐牢的時候、
當他知道耶穌與自己的期望有所落差的時候，
像這樣的一個見證人、神重用的僕人，
他還是會困惑的。
他還是會困惑的

他期望的是什麼呢？根據約翰的講道內容我們可以知道…
他所期望的彌賽亞是施行審判 是非常憎恨罪惡的
他所期望的彌賽亞是施行審判、是非常憎恨罪惡的，
所以他想像、預備、等候、作先鋒，
指向的就是這麼一位彌賽亞。
可是他被關在獄中的時候，他聽到關於耶穌的一切，
似乎不是他所期望的，好像盡都是跟罪人 起吃喝
似乎不是他所期望的，好像盡都是跟罪人一起吃喝。

偉大的人物好像摩西，當法老不讓以色列人離去、
甚至加重他們苦工的時候 也有困惑
甚至加重他們苦工的時候，也有困惑…
神差遣他向法老發話：「讓我的子民去。」
這位神諭令吩咐去告訴法老王，
這位神諭令吩咐去告訴法老王
自然而然應該很順暢地讓祂的子民走嘛。
不！實際情況跟他所期望的、有 個很大的落差。
不！實際情況跟他所期望的、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坐在牢裡的約翰大概是非常地困惑了，
他就派他的學生去問耶穌： 「你就是那位要來的嗎？
你就是那位要來的嗎？
好像跟我所以為的、想像的、挺不一樣，
還是我們要等候別人呢？ 」
像施浸約翰那麼重要的人物，
修
修直主的路、是先鋒、為主作見證的僕人，
的路 是 鋒 為 作
的僕
當他被囚在監牢的時候，當他所知道、所經驗的，
與原來自己所期望的有那麼大的距離的時候，
這樣的一位屬靈的偉人、還免不了困惑。

摩西也不曾埋怨神嗎？
出五22b 23 主啊，你為甚麼苦待這百姓呢？
出五22b~23
為甚麼打發我去呢？自從我去見法老，奉你的名說話，
他就苦待這百姓 你 點也沒有拯救他們
他就苦待這百姓，你一點也沒有拯救他們。

另外一個很熟悉的舊約屬靈偉人，先知以利亞，
儘管他在迦密山勝過許多巴力先知，
儘管他在迦密山勝過許多巴力先知
可是卻因為逃避耶洗別的追殺而囚在曠野，
他不也是疑惑、甚至求死嗎？
王上十九4 在羅騰樹下的以利亞對神說：
「耶和華啊，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
耶和華啊 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

只是你不能停在困惑…
 摩西儘管埋怨，還是按著神的吩咐繼續去跟法老王講，
摩西儘管埋怨 還是按著神的吩咐繼續去跟法老王講
最後把祂的子民帶離埃及
 以利亞還是得以繼續上路、尋得承繼人以利沙，
先知的工作得以繼續地延續下去
埋怨 困惑是可以，不能夠停在困惑 埋怨裡面
埋怨、困惑是可以，不能夠停在困惑、埋怨裡面。

他想像說：為了神、靠著神的力量，
他想像說
為了神 靠著神的力量
可以戰勝許多的巴力的先知，是何等風光、勝利，
可是一下子就要逃命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在這樣落差之內，以利亞、摩西、施浸約翰，免不了困惑
 所以如果說，你在你自己的生命裡經歷了一些事情，
使得你感覺跟你的期望有一個落差，
然後你產生一種困惑、甚至埋怨，
我說：是可以的！


摩西這句話某個角度來講，
跟在坐牢裡面差學生去問耶穌的是挺接近的
跟在
牢裡面 學 去問耶穌的是挺接近的 –
他想的、期望的，跟實際的情形有一個落差，
摩西那個困惑，比較更明顯一點、
幾乎直接是一個投訴了 – 你一點也沒有拯救他們！

囚獄雖然是一個現實，可有沒有讓我們思考的空間，
覺得是 個新的可能性呢？
覺得是一個新的可能性呢？
是的，囚獄是通往福音的一扇門！
當約翰差他的學生去問耶穌的時候
當約翰差他的學生去問耶穌的時候，
耶穌說：「你告訴約翰，
看到的瞎眼看見、瘸腿走路…
看到的瞎眼看
瘸腿走路 」
他這樣一問，就得讓耶穌的工作
更深的層面、真相、福音的能力更加地彰顯出來，
更讓他看見上帝的工作是何等奧祕地展開了！

在囚獄、在等候，有跌倒、有困惑、有埋怨
是免不了
是免不了的，不過我想這正是福音。
我想這 是福音
願意觀眾朋友不會停止在困惑，
也學習聆聽主的聲音、凝視祂的面容，
也許在囚牢的我們，
 才開始感到瞎眼、瘸腿、耳聾、貧乏
才開始感到瞎眼 瘸腿 耳聾 貧乏
 才能夠真正地渴望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痲瘋潔淨、
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在等候的囚牢讓我們禱告：
好使那些被囚的得到釋放、
好使那些被囚的得到釋放
置空的椅子能夠找到他們的主人，
孤獨的有伴、病痛的人得到安慰；
在等候的囚牢讓我們
從乾涸 苦毒的沼澤 能夠轉回
從乾涸、苦毒的沼澤，能夠轉回，
因為我們的神就是那麼一位豐盛的神！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 1989 從監牢放出來的時候，
經過多年在囚牢，
經過多年在囚牢
有人問他： 「有恨嗎？
要不要報復或怎麼樣？ 」
他說：「如果我繼續恨的話，
我永遠在這個囚牢的裡面。」
這是一個很美的信息，一個在囚牢裡面的人的信息，
比那些沒有在囚牢裡面 好像看起來很自由的人的信息
比那些沒有在囚牢裡面、好像看起來很自由的人的信息，
是更加有力的！囚牢是生命的現實，
可是不見得就把我們的生命、心靈可以永遠地囚禁。
另外是我們都很熟悉的、芬妮克羅斯比，
是失明的
是失明的一位姐妹，在她自己的囚牢裡，
妹 在 自 的囚牢
可是她沒有停止在她的囚牢裡面，
反而有很多的信息，通過她的詩歌，
成為豐富別人生命的那種力量。

我們仔細看看我們周遭的時候，
會發現有很多人在囚牢裡面，
會發現有很多人在囚牢裡面
也許他們有埋怨、困惑，
 可是正是在牢獄的裡面，他們經歷上帝的大能
可是正是在牢獄的裡面 他們經歷上帝的大能
 使得他們的生命展現出一種別的地方很難看到的
那種的光芒、力量、感染
像我們讀過的一些見證、暗示之後，
瞎眼的處境裡 如何成為照亮別人的明燈
瞎眼的處境裡，如何成為照亮別人的明燈，
甚至很多眼睛沒有問題的人，
所看到的都是 些失望 沮喪 難過的事情
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失望、沮喪、難過的事情。
這一位雖然是瞎了眼，
可是他心的眼睛是如此地清澈
可是他心的眼睛是如此地清澈，
能夠看得出別人看不出的那種美，
然後通過他的作品、通過他的見證，
能夠使得很多的人得到福氣。

我們在讀這段的經文、思考這段經文的時候，
不知你是不是落在 被囚禁在自己的牢獄裡
不知你是不是落在、被囚禁在自己的牢獄裡，
 你不一定是真的坐牢
 可能病痛在床、而且相當長的時間，
可能病痛在床 而且相當長的時間
甚至會覺得，大概不會離開那個病床
 也許你是囚牢在痛苦的記憶或傷痛裡面
雖然囚牢是現實，身體一定會繼續衰殘、離開這個世界，
記憶的確是在 個苦痛的環境裡面出現
記憶的確是在一個苦痛的環境裡面出現，
可是福音是上帝藉著祂自己的兒子，宣告我們可以…
我們是 為 音重新得到力量
我們是因為福音重新得到力量！
如果你在自己的囚牢裡面有所困惑、有所埋怨的話，
希望你知道是可以的 可是不要停留在困惑 埋怨裡面
希望你知道是可以的，可是不要停留在困惑、埋怨裡面，
細心地去聽聽主的聲音、定意地來看看祂的慈容。
願這段經文、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願這段經文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親自地向你們顯現、向你們說話。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因為當我們在被囚禁的時候，
因為當我們在被囚禁的時候
也許在罪中、也許在種種的困難裡面，
你的兒子到我們中間 賜與我們
你的兒子到我們中間，賜與我們
新的生命、力量去突破這些囚牢，
雖然是現實，可是它不能永遠囚禁我們的心靈、生命。
所以幫助我們每一位觀眾朋友，
當我們在困惑、埋怨的時候，
再一次經驗福音的能力、
再一次體會甚至親眼看見主的慈容和安慰。
也幫助我們每 位觀眾朋友，
也幫助我們每一位觀眾朋友，
能夠特別敏銳身邊的那些被囚禁的人，
敏銳他們的困惑
敏銳他們的困惑、埋怨，與他們同行，
怨 與他們同行
使得他們不停留在埋怨、困惑的裡面，
讓他們也一樣地能夠看見主的榮美、得到主的安慰。
垂聽我們的禱告和立志，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