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二十19 - 31

约翰福音

第廿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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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

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26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27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28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 神！」
29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30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 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20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21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说：「你们受圣灵！
23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24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耶稣复活的早上，马利亚不已经告诉他们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吗？
「我已经看见了主」吗
尽管有让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天的晚上
门徒竟然关上门、躲在屋子里，
竟 关上门 躲在
 是因为女人的见证不可信？
 可是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
稣
那 夜
已经多次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情了，
这在 约翰福音十三 - 十七
有很详尽的讲解、介绍的
可能消息和知识，不能够托住面对危机的人，
 尽管你有很多的消息、知识，
也不见得可以托住你、当面对危机时
 毕竟从脑袋到心，不是很简单的路程，
毕竟
袋到 ， 是很简单
程，
甚至有经验也不能确保什么

门徒曾经有过很多独特的经历 ─
喝过耶稣从水变成的酒
看过三十八年的病患者痊愈，
拿起褥 起来走
拿起褥子起来走
吃过从五饼二鱼、使千人饱足的盛宴
看过耶稣在风急浪高中行走
见证过耶稣使生来瞎眼的人重见光明
甚至看过拉撒路从坟墓里面走出来
这些难能可贵的经验，无法改变的一个现实 ─
这一个傍晚，门徒躲在门后，因怕犹太人。
 有很多的知识、马利亚将消息
告诉他们、他们也有很独特的经验
 可是
可是这一切不能改变一个现实
个 实─
他们躲在门背后，因为害怕！

究竟门徒害怕什么呢？
也许他们无奈地接受钉刑 死亡
也许他们无奈地接受钉刑、死亡
已经彻底地击败了他们的主耶稣，
不过马利亚已经告诉他们复活的好消息了，
告
复活的好消息
所以大概不因为这一个吧！
也许他们认为耶稣复活是复活，
可是犹太人的逼迫大过耶稣复活的信息，
这一个的惧怕使得他们担心会不会
我们好像耶稣一样，走上被钉、受逼迫的路呢？
 耶稣尽管已经复活了，这个复活
跟他们的生命是毫无关系的知识、
命
只是一个消息、不是一个生命的力量
 是因为这样子，他们让害怕
是 为 样子，
害怕
来掌控他们的生命、左右他们的生活

他们不是不信、只是害怕。
在圣经历史里也有许多相信 可是也害怕 甚至也会怀疑
在圣经历史里也有许多相信、可是也害怕、甚至也会怀疑，
 亚伯拉罕，信心之父，
可是看到埃及人时，也会害怕、也会撒谎
是看到埃
会害
会 谎
 约伯是一个义人，他相信、可是他也怀疑
 以利亚，相信、可是也怀疑、也埋怨
 哈巴谷…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从不害怕、从不疑惑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相信、不过我们也害怕
 也许有弟兄姊妹有更多的经历、更多的属灵知识，
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
把我们关在自己的门背后、我们也害怕
我们不是不相信，
只是我们也会害怕、也会怀疑。

这不一定是两千年前早期教会的问题。
多年前美国 个调查显示 ─
多年前美国一个调查显示
超过八成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害怕，
 害怕考试、害怕丢掉工作、害怕身体出问题
害 考
害 丢掉 作 害 身 出
 害怕所爱的人离开我、害怕所爱的人害病
 害怕家庭、害怕社会、害怕世界的局势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害怕、彼此分享害怕。
可是你知道福音是什么吗？
福音是当我们还在害怕、当门徒还在害怕的时候，
耶稣到门徒的中间，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向他们展示他的手和肋旁，
正是表示他已经胜过死亡，
 跟门徒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不是一个幻象
徒
命是息息相关 ， 是 个幻象
 也表示他们所害怕的，其实没有终极的权力

耶稣的显现、向他们说平安，
是再 次地提醒他们 耶稣还是那位
是再一次地提醒他们，耶稣还是那位
锲而不舍、不离不弃的好牧人。
门徒的害怕是真实的 我们害怕也是真实的
门徒的害怕是真实的、我们害怕也是真实的，
但更真实的是
 主没有责难他们、主没有离弃我们，
他邀请我们相信，继续相信、一再相信
 告诉我们信不仅仅是知识、教育，
信必须是行动、坚忍、勇敢、不放弃的跟从
我想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出现「信」这个词语，
从来都是动词的原因，约翰要告诉我们、
或神要借着约翰福音提醒我们 ─
信是 个行 、永 是 个行 、实践，
信是一个行动、永远是一个行动、实践，
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

你可以怎样回应你弟兄姊妹的抗议呢？
继续为他们祷告 拍拍他们的肩膀 给他写 张卡
继续为他们祷告、拍拍他们的肩膀、给他写一张卡，
依旧地、坚持地在他的身旁，听他的心声，
甚
甚至听他的埋怨、他的抗议，
怨
这是相信，这是约翰福音里的爱，
必须放在群体里、在群体里面实践。
实


门徒能说什么？可以解释耶稣的复活吗？
可以代替耶稣将钉痕、肋旁显示给多马看吗？
不，他们只能够安静、谦卑地等待主自己工作
 我们只能够安静、谦卑地等候主自己工作，
这是相信 ─
 不仅是知识、教义，必须要有爱托住
 这种爱、这种相信，是要
种爱、 种相信，是要
等候主的临在、主的介入

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其中。
如果我们认为相信是基于看见的话，
如果我们认为相信是基于看见的话
你没有看见，当然不能相信了，多马就说：
「我非看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手
痕
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
同样，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周遭说：
如果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我的工作还是那么不如意、
我的资产还是那么的有问题、我的身体还是那么的虚弱、
如果我代祷的人没有任何的起色，
试问我怎么可以相信呢？
 你们曾经听过这样的一种的抗议吗？
是不是有点像多马的抗议？
 我们抗议：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相信，
我们抗议 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相信，
这岂不也是我们的埋怨、抗议。

25-26 过了八日，一众的门徒如何度过这八日呢？

每次聚集，多马一定抗议：要是我看不见、我就不相信。
每次聚集
多马 定抗议 要是我看不见 我就不相信
 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任何的辩论
 对比当约伯的朋友看见约伯的难处，用了
对比当约伯的朋友看见约伯的难处 用了
很多的神学思想、尝试去解释、去争论
这也许是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信仰群体、
教会重要的一面，一个真正的群体 ─
基督的身体、教会，必须容许怀疑，
 每一个人都有困难和怀疑的日子
 只有容许和接纳怀疑的群体，才能真正让主亲自
触摸和工作，耶稣的跟从者才能真的相信
这种相信不是知识、而是生命，
个群体和个人的生命，
一个群体和个人的生命，
一个成长的生命、越长越深、越壮的生命。

对于多马而言，那一天与主相遇
并没有按他的期望 解决他的疑惑
并没有按他的期望、解决他的疑惑，
他没有用指头探入那钉痕、探入他的肋旁，
他只是说：「我的主、我的神！」
是
「我的主 我的神 」
真的，信仰不是单单建立在难题解答上面，
 不因为我们的难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自然相信
 不因为在某个教义的问题能够解释清楚，
就能够相信了
信仰不是数学方程式、生命也不是填充题，
用指头探入肋旁、钉痕，
只能证明他自己的好奇，
 只能证明，不能让人相信、再相信
 一个基于证明的信仰，
个基于 明
仰，
只会要求更多的证明

你是多马吗？还是你是多马身边的门徒？
你会说 「非 看见 我就 相信
你会说：「非不看见、我就不相信，
非不解决我的问题、我就不相信吗？」
神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 相信、再相信！
相信 再相信
我们的信仰需要知识、教义帮助我们，
可是生命到了最重要的关头，
 我们只能够放开怀抱，让这位主进入生命当中
 当我们害怕、怀疑的时候，没有任何客观的知识
可以把我们的生命落在一个稳当的处境当中
除非我们绝对地依靠这一位生命的主。
福音是尽管我们在苦痛、在门背后、在害怕当中，
这一位主还是来到我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当你碰到有这样弟兄姊妹的时候，
当你碰到有这样弟兄姊妹的时候
你也能够让他们经历主的应许、主的同在的确据。

多马没有看过神迹、没有经历过特别的事情吗？
他有 他很早期就跟 耶稣
他有！他很早期就跟从耶稣，
约翰福音所讲的记号，大部分、甚至全部，
他都在场 还 够证明吗
他都在场，还不够证明吗？
如果信仰只是靠证明的话，
一个人将会要求更多更多的证明，那不是相信。
对于饱受生活困惑和难处，
不明何去何从、又不知有何可为的人而言，
信就是绝对地倚仗爱我们、用手臂接纳我们的主。
来十一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就是绝对的信靠，不能只是准确的知识、精细的教义，
 信必须是坚忍的、不放弃的行动
是
、
弃 行动
 信必须要在群体里面、不断地去实践

亲爱的主，
我们可能在门背后害怕、
我们可能在门背后怀疑，
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 ─
在
「愿你们平安 」
你在我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求主帮助我们因着经历你
能够喜乐、有力量、有勇气，
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
容纳那些怀疑、害怕的弟兄姊妹，
这是你的羊、我们都是你的羊群，
帮助我们彼此地扶持、
同心同行地见证主的荣美。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祷告奉主的名求，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