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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怎样向身旁的人表达自己、
而耶稣身旁的人如何认识他
而耶稣身旁的人如何认识他、回应他呢？
应他呢
第二章 逾越节，把自己说成是殿，
拆毁
拆毁了三天、要再建起来
建起来
第四章 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他是活水
第六章 跟许多犹太人说他是从天下来的吗哪，
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
第七章 住棚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把自己说成水源的根本、恩泉的源头
十四章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十五章 他是真葡萄树，十九章 他是真光
耶稣在不同的场合来表达自己，
用不同的象征
来说明自己的身分、说明自己的使命。

约翰福音第十章 也是在一个节期 ─ 修殿节，

耶稣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来表达自己，
耶稣用了
个很特别的比喻来表达自己
把自己说成是牧羊人、周遭跟从他的说成是他的羊。
约翰福音第十章 1 - 10
1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2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3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4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5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06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甚么意思
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甚么意思。
07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08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
09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十22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

直到今天，每逢岁末大概是十二月的时候，
犹太人就会庆祝这个称为 Hanukah
a u a 的修殿节。
它的根源是可以追溯到耶稣出生以前
一百六十多年
百六十多年，纪念犹太人起义成功，
纪念犹太人起义成功
推翻铁腕统治他们、剥削敬拜自由、
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和传统的希腊人。
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和传统的希腊人
这个起义源于一个祭司的家族，
有 个成员很会打仗 外号马加比 ─
有一个成员很会打仗，外号马加比
锤子的意思，后来被称为马加比运动。
希腊人最终被赶出 路 冷
希腊人最终被赶出耶路撒冷、犹大地，
大地
一度为异族人所占据、玷污的圣殿，
终于重见光明，就是修殿节的来由。

耶稣在修殿节时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羊圈的门」，
呼应 以西结书卅四章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十章 修殿节所表达的，
与他一直以来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象征
表达他的身分、职事，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群众了解有多少、相信的有多少？
如果他们相信，相信的又是什么呢？
约翰做了一个提示…
十6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甚么意思。
为什么耶稣身旁的群众不明白呢？
我想那是因为人总是倾向
听自己爱听的、听自己所想听的。

这个节期强调的，
不仅是犹太人历史里的一个运动、盼望
仅是犹太人历史里的 个运动 盼望
 这个运动背后所强调的，
也是犹太人对领袖的渴望、要求，
是 太
领袖
求
就好像羊群需要牧羊人一样


神曾经在旧约的以西结书中应许以色列人，
要亲自地为他们立一个牧养他们的牧人，
以西结书卅四23-31
23 我必立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
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
牧养他们

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牧人。
神，
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
31 你们作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
你们作我的羊，我草场 的羊，乃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你们的 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24 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

我越来越发觉明白与不明白的关键，
 并不在于理解或是不理解
并 在于理解或是 理解
 是在于能否认同、能否接受、能否拥抱，
又在于人是否执着自己既有的观点、甚至偏见
在
是
着自
有
点 甚
如果你能够放下的话，就能够听见、就能够明白，
不然的话，执着自己的意见，
不能够接受、不能够认同，
看到的还是自己愿意看的、自己想看的。
一幅很简单的黑白的素描，
 有人可以看成是回眸的美女
 也有人把它看成老妇的侧面
面对着人际的关系、面对着信仰的时候，
免
带着 种 前设、 种 观念，
总免不了带着一种的前设、一种的观念，
在于我们怎么样去接受。

就算突破了这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
 究竟我们熟悉不熟悉我们所爱的人的声音
究竟我们熟悉 熟悉我们所爱的人的声音
 假如讲人际的关系，我们的了解、不了解，
除 明白
除了明白、不明白以外，
明白以外
还牵涉到熟悉、不熟悉对方
表达的一种方式、情绪、情感
在信仰的道路，我们明白、不明白，
在信仰的道路
我们明白 不明白
其实挺在乎于对主的声音熟悉、不熟悉。
我想因为这个缘故
我想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方 ─
牧羊人与羊的关系 来说明
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来说明
跟从耶稣的人，应该熟悉他的声音，
这是挺有趣的 也是挺对的
这是挺有趣的、也是挺对的。

也许忽略牧羊人的声音，是因为对他的声音不熟练，
既然不熟练 所知的就不多 就分不清
既然不熟练、所知的就不多，就分不清
究竟是他的声音、还是其他的声音，
 在感到自满自足的日子，
在感到自满自足的日子
淡化他的呼唤、忽视他的带领，也是经常有的 ─
只愿自己去闯，自满到一个地步，
甚至在溪水旁、青草地，还以为是自己的努力所致的
 有一些日子，我们很渴望听到牧羊人的声音、
看到他的带领，那是在死荫幽谷的日子，渴望看见
牧羊人的杖、牧羊人的竿、感受他的安慰和同在
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宁愿到处奔波、
劳碌、担心、惶恐、忧虑，宁愿追逐
花
杂 声 ，
操控、虚假、花巧的谎言、杂的声音，
而无暇操练听牧羊人的声音。

牧羊的人跟羊群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也许是这个原因 说明为什么在圣经里
也许是这个原因，说明为什么在圣经里
常常喜欢用牧羊人跟羊群、
来比方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
来比方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
当羊群在熟睡的当中，
如果牧羊人踏进这个羊群里面，羊儿知道
牠自己的牧羊人，不会惊动分毫，
因为羊群知道牧羊人是群的一分子，
牧羊人与羊群之间关系密切，
有他们自己一套的沟通的方式，
是外人不能够模仿、不能够取代的。
牧羊人真的好像耶稣所说的 ─ 知道羊群中每一只的名字，
羊也知道牧羊人在叫谁 非常认识 熟悉牧羊人的声音
羊也知道牧羊人在叫谁，非常认识、熟悉牧羊人的声音，
究竟是带牠们回家，还是继续带牠们饮食、吃草。

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社会，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声音，
怎么样分辨呢？
怎么样分辨呢
 你喜欢听你爱听的、愿听的声音
 还是也愿意听觉得有点扎心、不中听，
是 愿意 觉得有点
中
可是对你有益的声音呢？
约翰福音从开始到了末了，
 就是这位好牧人不断发出邀请的声音，
让他的羊儿熟悉他的声音、跟从他
 可是也发现人因为总总的原因，
没有办法认出、或拒绝认出他的声音
回想信仰的道路，我们是如何学习听到牧羊人的声音呢？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
这位牧羊人不断地按着我们的名字 呼唤我们
这位牧羊人不断地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
问题是我们会不会熟悉他的声音？

要熟悉牧羊人的声音，
最常常
最常常可以理解的
理解的 ─ 读经、祷告。
读经 祷告
第十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羊圈里面，

当我们在羊圈里面、跟其他的羊儿在一起时，
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如何聆听牧羊人的声音。
每一个基督徒、属神的儿女，
 看到有弟兄姊妹可能依然在痛苦里面，
不以自己的得意、自己的成就为理所当然，
 存着感恩的心向我们的牧羊人感谢
 伸出我们的手，去搀扶、鼓励弱小的羊群
 当沮丧、灰心丧志时，只要我们在羊圈里面，
周遭的羊群都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提醒我们 ─
要
、 要失望、 续走
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继续走下去
愿你留在羊圈里面，愿你操练听牧羊人的声音。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好牧人
你是好牧人，
帮助我们常常跟着在你的后面，
熟悉你的 音
熟悉你的声音、
学习你的话语。
更帮助我们在羊圈里面，
和其他的羊一起地守望、
一起地成长。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你的名求，阿门。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