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 第九课第九课……

恩典或羞耻恩典或羞耻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一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有许多的人因为认识耶稣而生命有改变，

 一些人开始的时候是一知半解

 一些人是带有偏见、不明所以

 一些人带了沉重、痛苦历史的过去

可是因为能够坦诚地面对耶稣，

生命起了改变 ─ 有喜乐、平安、力量。生命起 改变 有喜乐、平安、力 。

一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甚至他所创造的世界也因为拒绝这个光
而变得扭曲和幽暗。

这一次我们看一个本来是

属于他的地方、属于他的人群，属于他的 方、属于他的 群，

怎么因为拒绝他而变得幽暗、残酷。

约翰福音第五章 1 – 18

1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2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
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

3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5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6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7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8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拿你的褥子走 」
9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10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 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11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
『拿你的褥 走 』」『拿你的褥子走吧。』」

12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甚么人？」
13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

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
14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15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16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17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18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并且称 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 神当作平等。



这是记载一个他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的故事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的故事，

 尽管发生的所在地是耶路撒冷，宗教的中心所在

是神 息 时间是神圣的安息日，分别为圣的日子

 牵涉到宗教的领袖

音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
除非能够真诚、坦诚地面对真光，

让这个真光照亮自己的生命，

不然，没有任何的时空、人物、才能、力量，

可以点亮我们的生命。

这个故事发生在耶路撒冷，

长久以来都是犹太人恪守教导、

崇敬真神的地方，崇 真神 方，

同时也经历神的恩典。

诗一二二描述耶路撒冷的一幅的图画…
说 往耶和华的殿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连络整齐的 座城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

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
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很美的图画，

听到的是赞美、和谐、感恩的声音。

可是约翰福音第五章 是另外一幅图画 ─
感受不到平安，感受不到平安，

 看到的是残酷、难过的场景

 听到的是许多的埋怨、争闹的声音听到的是许多的埋怨、争闹的声音

看到、听到是许许多多幽暗的生命。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

遗址在十九世纪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

 就在圣安妮教堂西北方三十公尺就在圣安妮教堂西北方三十公尺

 在耶稣时代，应该是在

耶路撒冷城外不远靠近羊门的附近耶路撒冷城外不远靠近羊门的附近

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意思是恩典之家 ─
人可以在这水池得到医治人可以在这水池得到医治，

应该让人感觉喜乐、平安的一个地方。

讽刺的是，希伯来话的发音毕士大
也可以是另外一个词的意思 ─ 羞耻，

池旁边的等候的人，

都是一些瞎眼的、瘸腿的、瘫痪的病人，都是 瞎 、瘸 、瘫痪 病 ，

社会边缘的人士、都是不洁净的人。

真正让人感觉到难过和苦痛的，倒不是这些病人，

真 感觉到难过 羞耻的 是整个的水池真正感觉到难过、羞耻的，是整个的水池、

和它的医治、信念，所带出来的价值、

引申出来 命 态引申出来的生活、以致生命的型态。

从等候医治的心态、取得医治的策略，

得 治以致得到医治的人，要得医治，

 必须比别人强、比别人先、比别人狠

 不然的话，抱歉，医治没你的份！

真正让人感觉到难过、羞耻的，不是这些病人，

而是耶路撒冷圣殿和祭祀的无能、

宗教领袖的麻木、冷酷。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 ─
这个水池应许的医治，必须只能个 应许 ，

通过争竞和斗争，才能够达到的。



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这究竟是恩典之家、还是羞耻之地呢？

 真正病得厉害、痛得纠结的人，

永远不会是第一个跳到池子里面去

 真正需要医治的人，从来不会得到医治

当瘫痪 瘸腿的人看到水在动的时候当瘫痪、瘸腿的人看到水在动的时候，

正想去拖着软弱的身体、

要爬到池子里去的时候要爬到池子里去的时候，

已经有人去了水池里面…
 大概就是牙痛 长青春痘 掉头发的人 大概就是牙痛、长青春痘、掉头发的人

 真正渴望得到医治的人不会得到医治

究竟这一个水池应许的究竟这 个水池应许的，

是怎么样的一种医治呢？

这个世界神还是要救赎的，

真光还是要照亮世上 切的人真光还是要照亮世上一切的人，

让羞耻之地成为恩典之家，

是 条件 应该是无条件的

 应该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原因吧！

然而人愿意接受真光吗？

就算是经历恩典的人，一无所知、甚至自以为是，

恩典还是要临到的 ─这是光照在黑暗里的意思。

可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接受光吗？可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接受光吗？

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得到医治，

完全是因为耶稣、不是因为自己的信心。完全是因为耶稣、不是因为自己的信心。

很仔细地读这段经文时会发现，

 这个人根本没有丝毫的信心 这个人根本没有丝毫的信心

 这段经文找不到一个信字

五6 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他甚至没有回答说「我愿意」，

只是解释他为什么多年来还在水池边只是解释他为什么多年来还在水池边。

当他解释以后，耶稣对他说：

「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吧！」「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五9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五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在这样简短、简洁的对话里面，

有 没有任何证据

显示这个人有丁点儿的信心，

连他拿褥子起来，也是痊愈后的行动

 五章1-18 整个的故事里面，

始终没有出现过一个信字

更讽刺的、或反常的，是这个得医治的人
竟然对自己救命的恩人是谁也不关心竟然对自己救命的恩人是谁也不关心，

 你能想象一个曾经救过你的人，你完全不理

得怎 样 情 不会的他长得怎么样子、姓名、情况吗？不会的！

可是这位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却是这样的一个人 ─
他是尝过恩典的人，只是他似乎没有在意、

没有让恩典在他生命里继续起改变的作用

最最讽刺的是，

当他拿着褥子走路时碰到犹太人，

犹太人责难他在安息日拿着褥子，

违反了宗教的规条，

他将责任推给他的救命恩人。

他曾经被恩光所光照，他曾经被恩光所光照，

却徘徊在黑暗与光明的边缘。



五14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这个人马上去告诉犹太人，从此以后

犹太人开始逼迫耶稣、甚至要杀害耶稣。

 一个痊愈的人、经历恩典的人，却又不知道恩典

 一个曾经被光照的人，却不感觉到真光的宝贵，

依然活在黑暗当中、拒绝真光的照耀和温暖

约翰福音第五章 所讲的，约翰福音第五章 所讲的，

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境况，

还是整个的圣殿、耶路撒冷、族群还是整个的圣殿、耶路撒冷、族群

不仅仅是两千年以前的事，

也可能是讲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也可能是讲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也许是讲我们自己

你和我经历过恩典，可是我们忘记了恩典，

我们曾经被真光所光照我们曾经被真光所光照，

可是忘了真光给我们的那种光明、温暖，

我 在 暗 中我们依然行在幽暗当中。

不仅仅是我们，

可能是我们的群体、教会、社会、国家，

 饱尝了恩典，可是没有心存感恩之心

 经过了真光照耀，还是在黑暗中徘徊

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
让我们成为一个尝过恩典的人，

有感恩的心；

让我们成为一个被光所照耀的人，

行在光明中。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亲爱的主，你是恩典的主，

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回想
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

不仅仅在我们个人身上，
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社会、国家。在 、 、 、

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
使得别人也能够分享恩典；使得别人也能够分享恩典；

帮助我们行在光明中，
因为我们的生命为你所照耀。因为我们的生命为你所照耀。

奉你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