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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第四主日 
 
以犠牲取代消費，以慷慨取代貪婪，以分享取代浪費，這是一種修行
的方式。請癒合我們的生命，好讓我們能保護世界，而非從中掠奪; 
好讓我們能播美善，而非污染破壞。 
 
讀經一（達味受傅為以色列王。） 
恭讀撒慕爾紀上 16:1,6-7,10-13 

那時候，上主對撒慕爾說：「把你的角盛滿油；我派你到白冷人
葉瑟那裡，因為在他的兒子中，我已為我選定了一位君王。」 

撒慕爾等人一來到，看見厄里雅布，心裡想：這一定是站在上主
面前的受傅者。但上主對撒慕爾說：「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及他高
大的身材；我拒絕要他。因為天主的看法與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
卻看人心。」 

葉瑟就叫他的七個兒子，都來到撒慕爾面前。撒慕爾對葉瑟說：
「上主沒有揀選這些人。」 

撒慕爾於是問葉瑟說：「孩子們都到齊了嗎？」葉瑟回答說：
「還有一個最小的，他正在放羊。」 

撒慕爾對葉瑟說：「快派人帶他來，因為他不來，我們決不入
席。」 

葉瑟於是派人把最小的兒子帶來；他是一個有血色，眉清目秀，
外貌英俊的少年。 

上主說：「起來，給他傅油，就是這一位。」 
撒慕爾就拿起盛著油的角，在他兄弟們面前，給他傅了油。從那

天起，上主的神便降臨於達味身上。——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23:1-3, 3-4, 5, 6 
【答】：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詠23:1） 
領：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他使我躺在青綠的草場，又

領我走近幽靜的水旁，還使我的心靈得到舒暢。【答】 
領：他為了自己的名號，領我踏上了正義的坦途。縱使我應走過陰森

的幽谷，我不怕凶險，因你與我同在。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
的安慰和舒暢。【答】 

領：在我對頭面前，你為我擺設了筵席；在我的頭上傅油，使我的杯
爵滿溢。【答】 

領：在我一生歲月裡，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我將住在上主的殿裡，
直至悠遠的時日。【答】 

 
 
 

讀經二（從死者中起來吧！基督必要光照你！）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 5:8-14 
弟兄姊妹們： 

從前你們原是黑暗，但現在你們在主內卻是光明；生活自然要像
光明之子一樣。光明所結的果實，就是各種良善、正義和誠實。你們
要體察什麼是主所喜悅的事。不要參與黑暗無益的作為，反而要加以
指摘，因為他們暗中所做的事，就是連提起，也是可恥的。一切事
情，一經指摘，便在光明中，顯露出來；凡顯露出來的，成為了光
明。 

所以說：「你這睡眠的，醒來吧！從死者中起來吧！基督必要光
照你！」——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

之光。（若8:12） 
眾：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你。 

 
福音（瞎子去了，洗了，回來就看見了。） 
恭讀聖若望福音 9:1,6-9,13-17,34-38 

那時候，耶穌看見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耶穌吐唾沫在地上，用
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對他說：「去，到史羅亞水池
裡洗洗吧！」――史羅亞解說「被派遣的」――瞎子去了，洗了，回
來就看見了。 

於是，鄰居和那些經常見他討飯的人，就說：「這不是那曾坐在
這裡討飯的人麼？」有的說：「就是這人，」有的說：「不，是另一
個很相似他的人。」那人卻說：「就是我。」 

他們便將那先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塞人那裡。耶穌和泥開了他
眼睛的那天，正是安息日。於是，法利塞人又盤問他怎樣看見了。那
人就向法利塞人說：「他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見了。」 

法利塞人中有的說：「這人不是從天主來的，因為他不遵守安息
日。」有的卻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奇蹟？」他們中間便發生
了紛爭。於是，他們又問瞎子說：「對於那開了你眼睛的人，你說什
麼呢？」瞎子說：「他是一位先知。」 

法利塞人卻向他說：「你整個人都生於罪惡之中，竟來教訓我
們？」便把他趕出去了。 

耶穌聽說法利塞人把他趕了出去，後來遇見了他，就給他說：
「你信人子麼？」那人便回答說：「主，是誰，好使我去信他呢？」
耶穌對他說：「你已看見他了，和你講話的就是！」那人於是說：
「主，我信。」就俯伏朝拜了耶穌。——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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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代價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耶穌治好胎生的瞎子，一方面顯示出祂是世界的光，讓在黑暗中

的人看到光明，另一方面此事象徵著洗禮帶來新的創造。創世紀記載
天主用泥土造人，現在耶穌用唾沫和泥土抹在瞎子眼上，並派遣他到
史羅亞池（有被派遣的意思）洗洗，瞎子便開始了新生命。故事亦顯
示出信仰的歷程，瞎子從無到有，從黑暗到光明。最初他對耶穌的認
識是膚淺的，只知道祂的名字叫耶穌，連祂住在那裡也不知道，但他
卻為耶穌辯護，說祂是先知，並為祂而被逐出會堂。耶穌主動去找
他，邀請他。他接受了說︰「主啊，我信！」並跪下朝拜耶穌。這個
信仰歷程，給我們幾點啟示︰ 

（Ⅰ）信仰要經得起痛苦的考驗︰生來瞎眼是件痛苦的事，人人
都會同情瞎眼的人。面對痛苦，人總喜歡問︰「為甚麼？」門徒問是
誰犯了罪，是基於猶太人相信痛苦是罪惡的結果。不過，問「為甚
麼」不會帶來信仰，往往使人苦惱、不忿，甚至質問天主，挑戰天主
的公義︰「我那麼熱心，為甚麼年紀輕輕就患絕症？」「我犧牲那麼
多時間服務教會，為甚麼偏偏生個弱智嬰孩？」倘若問題轉為「是甚
麼？」便會帶領人進入逾越奧跡。在痛苦的事件中，天主的信息是甚
麼？天主願意我做的是甚麼？問「為甚麼」是一個危機，多少人因此
跌倒離開天主；問「是甚麼」是一個契機，導人進入深度的信仰生
命。 

（Ⅱ）在信仰歷程中，必須堅持真理，因為真理使人自由、明
智、勇敢。法利塞人也看到瞎子被治好的奇跡，但不願承認真理，企
圖用質問及恐嚇瞎子和他的父母，去推翻治愈瞎眼的事實。相反真理
的人，不會獲得基督的信仰。瞎子堅持講真話，真理使他獲得最後勝
利，使無知識的瞎子勝過有學問的法利塞人，真理帶領人到耶穌跟
前。 

（Ⅲ）信仰不離開經驗︰信仰不是概念，也不是知識，否則有學
問的人該有深厚的信仰。信仰該有內在的經驗印證，此經驗使人的信
仰立於不敗之地，足以接受別人的挑戰。瞎子以經驗抗拒法利塞人的
質問︰「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本來是個瞎子，現在卻能看見。」此經
驗使法利塞人啞口無言，也使所有無神論者無話可說。 

（Ⅳ）信仰要付出代價︰瞎子的父母不敢開罪當權的法利塞人，
因為怕被逐出會堂，被視為罪人，不能再參加宗教及社交活動，故不
敢為耶穌辯護。瞎子卻不怕犧牲，拒絕接受耶穌是個罪人，堅持耶穌
來自天主︰「這個人若不是來自天主，必無能為力。」結果他被逐出

會堂，付出了信仰的代價。正因為如此，耶穌主動把自己顯示給他，
使他把握到信仰︰「你已經見到了祂，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 

 在四旬期裡，我們除了反思自己的信仰外，更要為慕道者祈
禱，使他們經得起痛苦的考驗，堅持真理，重視信仰經驗，並願意為
信仰付出代價。 
 
反省與實踐: 
1. 本主日福音講的是耶穌使胎生瞎子復明的奇蹟。請反覆默念，並

好好想一想福音中的耶穌為什麼要行這個奇蹟？又，耶穌是如何
教導我們，使我們得以明白的祂的身份。 

2. 在福音經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對耶穌所行的奇蹟有著不同的
反應。當面對耶穌所行的奇蹟時，我的反應又是如何呢？是如同
法利塞人反對耶穌，或是像瞎子的父母因害怕而不敢面對，還是
像瞎子那般相信，並立刻追隨耶穌？ 

3. 本主日福音啟示我們：信仰要經得起痛苦的考驗。請再默想胎生
瞎子的信仰歷程，然後，再想想自己：我是否曾有因痛苦而遠離
天主的經驗？是否願意像胎生瞎子一樣，為信仰付出代價？也請
為自己的信仰堅定祈禱，願主賜予智慧和力量，使我們能在痛苦
中找尋天主的訊息，並詢問天主願意我們做的是什麼。 

 
禱文： 
1. 請為準備領洗的候洗者祈禱。求主派遣聖神，開啟他們的眼睛，

使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辨別善惡；有力量去面對不同的誘惑，並藉
著信從禰的旨意，生活在光明之中。 

2. 請為因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祈禱。祈求天主堅強他們的信心，以
愛充滿他們，讓他們在艱苦的環境裏，仍能常常仰望上主的仁
慈，堅持真理，勇敢為信仰作見證。 

3. 請為福傳的使命祈禱。願仁慈的天主賞賜我們所需要的熱誠，並
派遣聖神引導我們，使我們如同復明的瞎子一樣，熱愛真理與光
明，更積極地把基督之光帶到社會各個角落。 

 
 
 

看見，還是看不見？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每年復活節，世界各地有眾多的成人領受洗禮；在不少國家

裡，數目高達成千上萬。在奧地利，大部份人從小就領洗，成人領洗
數並不大，但卻在年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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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向成年候洗者打聽他們的信仰里程，你一定會不斷地聽
到跟今天的福音相類似的故事。他們走向信仰、走向洗禮的路途，與
那被耶穌復明的胎生瞎子相仿。他們的信仰轉折經驗，就如同走向光
明的旅程。在初期教會時，洗禮又被稱為「光照」。那就是為甚麼今
天的福音，從古至今，一直是聖洗準備階段期，必讀的經文。 

正因為如此，我建議你翻開自己的聖經，把若望福音中很長的
第九章全部讀一遍；限於篇幅，這裡只印出短式經文。無論是誰，只
要將整章讀完的話，就不會錯過事件當中的戲劇性。在一開始，耶穌
就行奇蹟，治癒了胎生瞎子。耶穌曾數度為瞎子復明；其實在聖人傳
記中，也常有治癒瞎子的記載，畢奧神父就是一例。 

人們開始問：發生了甚麼事？事情又是怎麼發生的？那個被耶
穌治癒的人到底是誰？那復明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告訴別人，耶穌
做了甚麼，他自己又怎樣得到光明。他在這過程裡發覺：他講述得愈
多，也就愈明瞭是誰治癒了他，以及他所獲得的。被復明的瞎子愈來
愈相信耶穌了。 

他在這當中所經歷的阻力也是重要的一部份。「法利塞人」不
願意相信他；他們把他臭罵一頓，最後將他轟出門。他們認為耶穌不
可能來自天主，因為祂違背了安息日的法律。然而那被治癒的人，不
能、也不會否認他得到光明這件事。惡意的排斥反而讓他成長；他愈
來愈相信耶穌是先知，甚至更進一步地確信，耶穌是天主子。他發覺
自己完全相信祂，也真心朝拜祂。 

如此說來，那被治癒的胎生瞎子是信仰路程上的一位表率。 
愈將自己信仰旅途上的故事跟人分享，信仰就會變得愈堅穩、

愈經得起考驗。即使有反對和阻礙，信仰都還會變得更深、更活潑，
最後就像今天的福音所敘述的一樣，與耶穌基督契合共融。 

 
反省與實踐: 
1. 福音中那個被耶穌治癒的瞎子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告訴別人，耶穌

做了甚麼，他自己又怎樣得到光明。從過程裡，那個被治癒者發
覺了什麼？又，我們從生活中，是否也有同樣被治癒的經驗？ 

2. 從經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對耶穌所行的奇蹟有著不同的反
應。當面對耶穌所行的奇蹟時，我的反應又是如何呢？是如同法
利塞人反對耶穌，或是像瞎子的父母因害怕而不敢面對，還是像
瞎子那般相信，並立刻追隨耶穌？ 

3. 愈將自己信仰旅途上的故事跟人分享，信仰就會變得愈堅穩、愈
經得起考驗，即使有反對和阻礙，信仰都還會變得更深、更活
潑，我們認同這個觀點嗎？我們是否有同樣的經驗？ 

 

 

 

 

禱文： 
1. 請為準備領洗的候洗者祈禱。求主派遣聖神，開啟他們的眼睛，

使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辨別善惡；有力量去面對不同的誘惑，並藉
著信從禰的旨意，生活在光明之中。 

2. 請為因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祈禱。祈求天主堅強他們的信心，以
愛充滿他們，讓他們在艱苦的環境裏，仍能常常仰望上主的仁
慈，堅持真理，勇敢為信仰作見證。 

3. 請為福傳的使命祈禱。願仁慈的天主賞賜我們所需要的熱誠，並
派遣聖神引導我們，使我們如同復明的瞎子一樣，熱愛真理與光
明，更積極地把基督之光帶到社會各個角落。 

 
 

四旬期第四主日 "閃爍的光輝"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正如上主日所講，今天的選經也是為候洗者和教友一起，反省
聖洗意義的。 

光，好比水，也是新舊約聖經中常見的一個名詞。在上主日的
彌撒禮儀中，慈母教會曾藉著「水」的主題，闡釋了聖洗聖事的效
果。今天，四旬期第四主日的彌撒禮儀，也談到聖洗聖事，但卻是
用「光」來解釋聖洗聖事及其效果。 

光與人的視覺有關，是生命的象徵。在舊約聖經中，光特別意
味著救恩。依撒意亞先知稱默西亞為「萬民的光明」，因為他將把
救恩帶給全人類。在新約聖經中，光也象徵神的臨在。聖若望宗徒
直接稱天主為光，說：在他內沒有一點黑暗﹔又說：凡遵守他誡命
的人，都在光明中行走。同樣，他也稱耶穌為光，說：耶穌是普照
每一個人的真光（參閱若1:1-18）。基督信徒們則為光明之子。他
們是從耶穌那 取得了「生命」與「光」。所以，他們本人也應該成
為世界的光。光與黑暗相對。黑暗象徵罪惡﹔光明象徵聖德。 

今天彌撒的福音選自聖若望福音第9章第1，第6到9，第13到
17，以及第34到38節。內容講述耶穌吐唾沫在地上，并用唾沫和了
一些泥，抹在一個胎生瞎子的眼上，對他說：「到史羅阿池 去洗
吧！」這人去洗了。回來的時候，能看見了。這故事的象徵意義很
丰厚。教父們多數把它看作聖洗聖事的預示。 

聖安博曾向新領洗的信友，講解上面這段福音。他這樣解釋
說：「當你們報名要領洗進教時，耶穌拿泥土涂在你們眼皮上。這
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叫你們知道，你們該當承認自己的罪過，該當
省察你們的良心，該當為你們的罪過做補贖，總之，該當意識到你
們所處的可憐境地。雖然在領洗之前，并不需要告罪，但是，要領
洗已等於要告明所有的罪。因為領洗原來是為成義，是為了從「有
罪的人」變做「有天主聖寵的人」。你們不要以為這沒有用處。有
人這樣想，至少曾有一人這樣想過。我對這人說：『像你這樣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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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你應該領洗了。』他回答我說：『我為什麼要領洗？我沒有
罪。難道我犯過罪嗎？』這個人沒有泥土，因為耶穌沒有把泥土涂
在他的眼皮上，叫他看見。其實人人都是有罪的。所以，誰若領洗
投靠耶穌，就該明認自己是罪人。那麼，耶穌便拿象徵「敬畏、明
智以及認識自己軟弱」的泥土，涂在他的眼皮上，并且向他說：
『到史羅阿池 去洗吧！』『史羅阿』這詞是什麼意思呢？這詞的意
思是『被派遣者（使者）』。那就是說，到那宣講十字架道理的水
池 去，到那基督救贖人類的水池 去。你們去了，在那 洗了你們的
眼睛，然後來到祭台前面，開始看見了那從前看不見的。十字架的
道理打開了你們的眼睛。從前你們好像瞎子，現在你們開始看見聖
事的光輝了。」 

「你這睡眠的人，醒來罷。從死者中起來罷。基督要光照
你。」這大概是初期教會禮儀中的一段經文。它意味著無信仰者的
生活好比睡眠，等於死亡。基督是世界之光。他光照信仰他的人，
賜給他們生命。 

今天彌撒中的讀經二，選自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第5章第8
到14節。在這篇讀經中，聖保祿宗徒引用了上述那段經文，來勸勉
厄弗所城新領洗的信友們度聖善的生活。他認為厄弗所城的新教友
們原來是在黑暗中生活。 

那時，他們或者也和別人一樣，在黑暗中做過一些無益的事。
但是，現在他們成為基督信徒了。他們已在光明中生活，已是光明
的兒女了。聖保祿宗徒要求他們結出光明的果實，那就是「良善、
正義和真理」。 

正如今天福音前歡呼詞所說的，我們當贊美上主： 
答：基督、天主聖言，愿光榮歸於你。 
領：主說：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

命的光。 
答：基督、天主聖言，愿光榮歸於你。 
 

 
 

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提供 
http://www.dcc.catholic.org.hk 

教理主題：原罪與社會的罪惡 
 
今天的讀經以瞎眼／復明和黑暗／光明的主題繼續在這四旬期

裏幫助教友和候洗者，藉著聖言以獲得淨化和光照，悔改更新，來
迎接主的逾越慶典。 

在第一篇讀經所敘述的有關天主揀選了達味而不是他的兄弟接
受傅油的故事中，正正向我們指出人的盲視；人是沒能力像天主一

樣的看見和認識真理，「因為天主的看法與人不同：人看外貌，上
主卻看人心」（撒上16:7-8）。並且罪可使人瞎眼，看不到天主為
我們人類和世界的旨意。 

雖然如此，聖保祿卻告訴我們：「從前你們原是黑暗，但現在
你們在主內卻是光明，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樣」（弗5:8），意
思是指出我們透過洗禮，已不再在黑暗中生活，而要結光明的果
實，即各種良善、正義和誠實，並有責任去根除世上社會的罪惡
（Social sin）。 

原來罪，不單是原罪或本罪，也包括由人類累積和不斷選擇背
向光明而產生的社會的罪惡。「罪過使人們互為同謀，促使私慾、
暴力和不義在他們中間為王。罪過引起反對天主美善的社會處境和
制度。『罪惡的結構』是許多個人的罪過的表現和結果。罪惡的結
構反過來又引誘受害者自己去作惡。就類比的意義說，它構成『社
會的罪惡』。」（CCC1869）    

若望福音中耶穌治好胎生瞎子的故事，讓我們明白到那些頑固
拒絕接受耶穌是世界的光（若8:12）的人才是真正的瞎子。其實所
有人都像這個胎生瞎子一樣，因著原罪的關係本來處於「黑暗」的
罪惡世界中，即處於罪的境況中；但我們卻可因著光明之子，追隨
真理而重見光明，脫離黑暗。不過，這還不是故事的高峰。原來這
故事的巧妙是接着指出：個別人的盲目可構成群體的盲目，造成嚴
重的損害和罪惡。瞎子的隣居、在街上曾見他討飯的人、他的父
母，甚至法利塞人對瞎子復明的質詢、懷疑和否認是由於他們不肯
相信使他重見光明的是耶穌，反而一直說出真話、相信耶穌是默西
亞的瞎子卻最終被趕出會堂，這不就是一個由個別人對「光明」的
拒絕而累積產生的群體性的「社會的罪惡」例子嗎？ 

的確，原祖背命的後果使他們因原始義德所享有的和諧被破
壞；靈魂上的精神官能對身體的控制也被摧毀，與受造物的和諧也
告決裂和疏離。（CCC400）原罪及人類所有本罪的後果，使世界在
整體上陷於一種為罪所奴役的局面，即「世界的罪惡」（若
1:29），它是由團體環境和社會結構對個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
人類罪惡的結果。（CCC408） 

那麼，人是否就此永遠沉淪於各種邪惡中？在《論教會在現代
世界牧職憲章》中，教會清楚指出邪惡不可能出自美善的造物主，
在救恩歷史中，我們知道人因惡魔的誘惑，多次拒絕承認天主為其
根原，濫用其自由，為黑暗所蒙蔽，不事奉天主而事奉受造物。同
時，人亦發現自身沒能力，有效地去克勝罪惡的攻擊，受到罪惡的
束縛。但天主卻為了我們，為救贖並加強人類，而降來此世，革新
人的內心，把人從罪惡的奴役中解救出來。（GS 13） 

「原罪的道理可以說是福音喜訊的『反面』，這福音就是耶穌
是眾人的救主，眾人都需要救恩，而救恩是藉基督賜予眾人。」
（CCC389）然而，事實上人類整個歷史充斥着反黑暗勢力的鬥爭。
人既生活在這鬥爭中，又想堅定於善，則必須作戰，仗賴天主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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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打好這場硬仗，努力奮鬥，保持完整無失，一如保祿宗徒所勸
勉的：「你們不應與此世同化」（羅:12:2）。（GS 37） 

最後，讓我們以今天彌撒中頌謝詞的禱文作為文章的完結，向
天父呼求：願基督藉著降生的奧蹟，引導在黑暗中行走的人類，進
入信仰的真光；又藉著重生的洗禮，使生於舊日罪惡奴役下的人
類，成為你的義子。亞孟。 
 
生活反思／實踐： 
1. 在近期的生活中，我有沒有一些「瞎眼」、「處於黑暗」的信仰

經驗？是甚麼矇蔽了我而看不到光的照耀？ 
2. 嘗試留意社會上的一些事件，會否因為人（我們）的盲目而導

致？造成了甚麼後果？ 我(們)可如何彰顯主的光明？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耶穌是真光   

【經文分析】 
若望福音第九章敘述耶穌醫治一個胎生瞎子的故事，由耶穌

一開始稱自己是「世界的光」（5）就可看出，這裡所談的並不只
是一個醫治奇蹟而已，我們按經文結構分三段加以詮釋。 

一、治癒胎生瞎子的奇蹟（1-12） 
經文第一段是一個治癒奇蹟，可以分成三個段落：引言（1-

5）、治癒奇蹟（6-7）、鄰人的反應（8-12）。 
引言（1-5） 
故事的主人翁是一個在母胎中就是瞎子的人，這人的情況比

出生後才瞎眼的人更為可憐。若望福音中的治癒奇蹟常是特別嚴
重的病苦，門徒們面對這人的痛苦遭遇，根據猶太傳統尋求苦難
和罪過之間的關聯，耶穌卻駁斥這種傳統思想。不過這裡真正的
重點並不是「人學」上的，而是「基督論」上的問題，這個嚴重
的病症提供耶穌一個機會，顯示祂擁有救援人類的力量。 

耶穌提到要把握白天，盡力工作，因為工作的時間被黑夜所
限制。具體而言，這話表達耶穌在安息日治癒病人的合法性，而
治癒瞎子的事件也生動的顯示耶穌的確是「世界之光」。另一方
面這句話也有普遍性的意義，顯示作出決定的嚴肅性，並且表達
人們有可能錯過得救的機會；這樣的言語不論對「宣講者」或
「聆聽者」都具有效力。 

治癒奇蹟（6-7） 

耶穌用唾沫和了泥巴，敷在瞎子的眼睛上，再打發他到史羅
亞水池去清洗眼睛，因此而治癒了瞎子。這樣的操作過程卻導致
人們責難，指控耶穌違犯安息日的律法。 

史羅亞水池位於耶路撒冷城內南方的角落，這個水池的水是
藉著引水道，由基紅水泉所引來（參閱：編下三二30），「史羅
亞」的意思是「被派遣的」，這是若望福音對於耶穌基督特殊的
稱呼方式（參閱：若四34）。 

鄰人的反應（8-12） 
這位胎生瞎子原是城中的一位乞丐，似乎人人都認識他；因

此，許多鄰人都成為這個奇蹟的見證人，他們的驚訝正說明奇蹟
的真實性。人們質疑這位被治癒的瞎子是否真是他們所熟知的乞
丐，這樣的懷疑說明：重大的奇蹟並不一定能夠克服人們的不
信，只有人們做好相信的準備的時候，才能夠真正的「看見」奇
蹟。 

被治癒的瞎子挺身辯護這個事件的真實性，也因此成為耶穌
的辯護者，雖然，他目前只知道耶穌的名字而已。耶穌在治好瞎
子之後就從人群中隱退，直到整個爭辯的事件結束之後，才再次
和這個瞎子相遇（若九35-41）。 

【綜合反省之一】 
由於人是「有限」的存在物，幾乎人人都感覺工作太多，而

一天的日子太短，因此我們做出正確決定的能力也遭受限制。人
除非能夠想像更好的生活，不滿足於黑暗無知、或毫無行動的遲
鈍情況，並且渴望真正的光，才能夠察覺「世界之光」，進而接
受真光的啟示照耀。 

雖然這段經文沒有直接提到胎生瞎子的信德，但是他聽從耶
穌的話去到史羅亞水池清洗自己的眼睛，就是信德的具體行動。
基本上世人所遭遇的一切苦難與壓迫，最內在的根本原因都是罪
惡（原罪的後果），但是我們卻不應該單純地在受苦之人的身
上，找尋苦難的原因。 

二、法利塞人的審問（13-34） 
由於胎生瞎子被治癒的事件發生在安息日，因此引起法利塞

人提出一連串的質疑。這段審問性的對話也可分成三段：第一次
審問被治好的瞎子（13-17）、對於他的父母親的審問（18-
23）、第二次審問被治好的瞎子（24-34）。 

第一次審問被治好的瞎子（13-17） 
在這裡法利塞人再次以司法當局的的形式出現，促使他們提

出批判的主因在於這個治癒事件發生在安息日。根據他們對於法
律的了解，耶穌的治癒行動違犯安息日的法律，所以祂是一個罪
人，絕對「不是由天主來的」。然而卻也有些法利塞人表達不同
的意見：「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奇蹟？」這個情況顯示，面對
耶穌人人都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耶穌在人間必定造成「分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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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法利塞人的詢問，這個被醫治的胎生瞎子時勇敢的承認
耶穌是一位「先知」，雖然這個說法仍並非十分恰當，但也是一
個明顯的進展，因為本來只知道「耶穌」的名字（11），現在卻
明認他是一位先知。他的信仰在磨難中成長，是基督徒的最佳榜
樣。 

對於他的父母親的審問（18-23） 
猶太人接著詢問瞎子的父母親，他們規避給予任何明確的答

覆，而說「他已經成年，會說自己的事了。」對以色列的孩童而
言，滿十三歲多一天就算是成人。福音作者解釋他們如此回答，
乃是因為他們怕被「逐出會堂」。這段經文事實上反映當時的基
督徒團體的具體處境，他們由於宣稱耶穌是默西亞，而被猶太人
詛咒為異教徒，並逐出猶太會堂，意思是決定性的斬斷關係。福
音作者在這裡將他的團體所有的經驗放入了經文之中，清楚地顯
示初期基督徒團體和猶太人之間一再出現的衝突。 

第二次審問被治好的瞎子（24-34） 
猶太人再次審問被治好的瞎子，這一次的主要論點在於強調

耶穌在安息日治病違犯法律的，因此是一個罪人。猶太人要求被
治好的瞎子歸光榮於天主，目的是逼迫瞎子承認，耶穌違犯安息
日的法律。在這樣的困境中，瞎子的信仰上卻繼續成長，他宣稱
耶穌是「恭敬天主，承行祂旨意的人」（31），並引用箴十五29
的經文：「上主遠離惡人，卻俯聽義人的祈禱」，強調自己所經
驗到的奇蹟就是最清楚的證據。這個奇蹟的力量引領他宣稱耶穌
是「由天主而來的」（33）。 

相對於瞎子的信仰表白，猶太人卻憤怒地呼喊自己是梅瑟的
門徒，拒絕成為另一人的門徒。他們宣稱「不知道耶穌是從哪裡
來的」（29），就是承認不能明白耶穌的啟示。最後猶太人宣稱
這個瞎子「生於罪惡中」，並把他趕出會堂之外，如此結束了整
個審問過程。這個情形再次反映初期基督徒的生活經驗。 

【綜合反省之二】 
真實的信仰包含公開承認信仰，因為承認信仰可以激發人的

信仰；但是在信仰和宣認宣誓之中常得面對各種反對的勢力。只
要基督的教會還沒有圓滿地立於主的前面，只要光明和黑暗、真
理與錯謬之間的衝突爭執沒有完全結束，我們就能常常感受到這
些反對信仰的壓力，例如：反基督的批評、恐懼、憂慮、貧窮、
災難、疾病……。對基督徒而言，所有的外在壓力都是一種信仰
的考驗試煉，這位胎生瞎子的行動說明，為基督做見證常常是一
個近乎「天真」的見證，而正是基督徒教會的基礎所在。 

三、耶穌把自己啟示給痊癒的瞎子（35-41） 
瞎子被趕出會堂之後，耶穌才再次在經文中出現，耶穌分別

和瞎子以及法利塞人各有一段關於信仰的對話。這段經文也因此
可以分成兩段，首先是重見光明的瞎子的信仰宣示（35-39），接
著是對眼睛被蒙蔽的法利塞人的判斷（40-41）。 

重見光明的瞎子的信仰宣示（35-39） 
猶太人把胎生的瞎子趕出會堂之後，耶穌前來尋找他。耶穌

提出一個決定性的信仰問題：「你信人子嗎？」「人子」是基督
論的特殊頭銜，這個頭銜強化了二人之間的距離。瞎子表示不知
道誰是人子，耶穌因此承認自己就是「人子」，而導致瞎子能夠
宣示信仰，並藉著「俯伏朝拜」的行動表達明認耶穌就是天主。 

耶穌最後的回應表明，天主派遣祂來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那
些看不見的能夠看見；但是，對那些不願意相信的人，祂卻成為
最後的審判，也就是使看得見的反而成為瞎子。這裡再次出現若
望福音中著名的「光明與黑暗」的二元對立表達方式：一方面是
成為能看見的，另一方面則是成為瞎子 ――誰如果自願停留在黑
暗之中，就永遠是瞎子。 

對眼睛被蒙蔽的法利塞人的判斷（40-41） 
經文最後是耶穌和法利塞人的談話，前面耶穌判斷性的話已

經說明了這段談話的意義：真正的罪就是自己拒絕啟示者！因為
所有的人原本都是瞎子，所以罪人的罪就在於不願意來接近光
明；法利塞人自以為看得見，意思是他們自甘停留在自以為是的
安全感中，而拒絕成為一個真正的明眼人。 

【綜合反省之三】 
這段經文說明有關「恩寵」的問題。耶穌先開啟了胎生瞎子

的肉眼，然後開啟了他信仰的眼睛，向他啟示自己就是「人
子」。而耶穌對法利塞的話則教導我們如何克服自己的各種限
制，如果我們承認自己需要救援，知道自己缺乏光明，那麼我們
就能和這個故事中的瞎子一樣，得到耶穌的助佑，打開靈性之眼
而看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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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ar 2020 Fourth Sunday of Lent - Year A 
 

FIRST READING    1 SM 16:1, 6-7, 10-13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God, they anointed David king of Israel. 

The Lord said to Samuel, ‘Fill your horn with oil and go. I am sending 
you to Jesse of Bethlehem, for I have chosen myself a king among his 
sons.’  

When Samuel arrived, he caught sight of Eliab and thought, ‘Surely the 
Lord’s anointed one stands there before him,’ but the Lord said to 
Samuel, ‘Take no notice of his appearance or his height for I have 
rejected him; God does not see as man sees; man looks at appearances 
but the Lord looks at the heart.’  

Jesse presented his seven sons to Samuel, but Samuel said to Jesse, 
‘The Lord has not chosen these.’ He then asked Jesse, ‘Are these all the 
sons you have?’ He answered, ‘There is still one left, the youngest; he is 
out looking after the sheep.’ Then Samuel said to Jesse, ‘Send for him; 
we will not sit down to eat until he comes.’  

Jesse had him sent for, a boy of fresh complexion, with fine eyes and 
pleasant bearing. The Lord said, ‘Come, anoint him, for this is the one.’ At 
this, Samuel took the horn of oil and anointed him where he stood with his 
brothers; an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seized on David and stayed with him 
from that day o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22 R. V.1 
R.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ere is nothing I shall want. 

1.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ere is nothing I shall want.  Fresh and 
green are the pastures where he gives me repose.  Near restful 
waters he leads me, to revive my drooping spirit. R. 

2. He guides me along the right path; he is true to his name.  If I should 
walk in the valley of darkness no evil would I fear.  You are there with 
your crook and your staff; with these you give me comfort. R. 

3. You have prepared a banquet for me In the sight of my foes.  My head 
you have anointed with oil; my cup is overflowing. R. 

4. Surely goodness and kindness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In the Lord’s own house shall I dwell for ever and ever. R. 

 
 
  

SECOND READING    EPH 5:8-14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Ephesians 
Rise from the dead, and Christ will shine on you. 

You were darkness once, but now 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 be like 
children of light, for the effects of the light are seen in complete goodness 
and right living and truth. Try to discover what the Lord wants of you,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utile works of darkness but exposing them 
by contrast. The things which are done in secret are things that people 
are ashamed even to speak of; but anything exposed by the light will be 
illuminated and anything illuminated turns into light.  

That is why it is said: Wake up from your sleep, rise from the dead, and 
Christ will shine on you.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JN 8:12 
Glory to you, Word of God, Lord Jesus Christ!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says the Lord; whoever follows me will have 
the light of life. 

 
GOSPEL    JN 9:1, 6-9, 13-17, 34-38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The blind man went off and washed himself and came away with his sight restored. 

As Jesus went along, he saw a man who had been blind from birth. He 
spat on the ground, made a paste with the spittle, put this over the eyes of 
the blind man and said to him, ‘Go and wash in the Pool of Siloam’ (a 
name that means ‘sent’). So the blind man went off and washed himself, 
and came away with his sight restored. 

His neighbours and people who earlier had seen him begging said, 
‘Isn’t this the man who used to sit and beg?’ Some said, ‘Yes, it is the 
same one.’ Others said, ‘No, he only looks like him.’ The man himself 
said, ‘I am the man.’  

They brought the man who had been blind to the Pharisees. It had 
been a sabbath day when Jesus made the paste and opened the man’s 
eyes, so when the Pharisees asked him how he had come to see, he 
said, ‘He put a paste on my eyes, and I washed, and I can see.’ Then 
some of the Pharisees said, ‘This man cannot be from God: he does not 
keep the sabbath.’ Others said, ‘How could a sinner produce signs like 
this?’ And there was disagreement among them. So they spoke to the 
blind man again, ‘What have you to say about him yourself, now that he 
has opened your eyes?’ ‘He is a prophet’ replied th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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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trying to teach us,’ they replied ‘and you a sinner through and 
through, since you were born!’ And they drove him away. 

Jesus heard they had driven him away, and when he found him he 
said to him, ‘Do you believe in the Son of Man?’ ‘Sir,’ the man replied ‘tell 
me who he is so that I may believe in him.’ Jesus said, ‘You are looking at 
him; he is speaking to you.’ The man said, ‘Lord, I believe’, and 
worshipped him.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