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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6 (週日) 靈修  

題目：【更嚴重的病】 

 

 【閱讀經文】 （約翰福音 5:1-18）  

1 這事以後，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

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

旁邊有五個廊子 。3 裡面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

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動，4 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

攪動那水，水動之後，誰先下去，無論害甚麼病就痊癒了）。

5 在那裡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6 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

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癒嗎？ˮ 7 病人回答說：

“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我正去的時候，

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ˮ 8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

走吧！ˮ 9 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10 那天是安息

日，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

是不可的。ˮ 11 他卻回答說：“那使我痊癒的對我說：ʽ拿你

的褥子走吧！ʼˮ 12 他們問他說：“對你說ʽ拿褥子走ʼ的是甚麼

人？ˮ 13 那醫好的人不知道是誰，因為那裡的人多，耶穌已

經躲開了。14 後來耶穌在殿裡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

癒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ˮ 15 那人就去

告訴猶太人，使他痊癒的是耶穌。16 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

因為他在安息日做了這事。17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

直到如今，我也做事。ˮ 18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

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 

 

 【釋義】 

耶穌在第五章中所醫治的人，是病了三十八年的病人，他是一

個典型的長期病患者。在過去的一段長時間中，他專注要做的

一件事，就是期望可以透過池子及其中的水得到醫治（5:7），

事實上這方法，是否真的有叫當時的人得到醫治，聖經就沒交

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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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在過去期望得著醫治一事上，是很有恆心的，他常常來

到池子旁並作出等候，只是因他的行動不便，他的動作不及別

人的快，每次總是讓別人捷足先登，進入池子。這人也應是沒

有甚麼朋友，所以也沒人把他放進池子中：「水動的時候，沒

人把我放在池子裡」（5:7）。 

這個病人動作不便，沒有朋友，故此從來不能成功的進入池子。

然而，他從來沒有放棄，他仍然常常在那裡等候，期望終有一

天可以成功的進入池子，他的恆心與決心是非常明顯的。 

耶穌醫治了這個人，為他解決了長期一直期望得到醫治的問題。

這個人在他人生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否真的已得到解決？對那

人而言答案應該是肯定的。然而，耶穌後來在聖殿中又重遇他

（5:14），向他道出了他人生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也許是他從

來不知道、也不察覺的，就是犯罪的問題：「你已經痊癒了，

不要再犯罪，免得你的遭遇更壞」（5:14）。 

那人以前是長期生病，甚至可能是瘸腿的，所以不能進入聖殿。

他在痊癒後得以重新進入聖殿。然而，耶穌道出了，他能真正

親近敬拜神的最重要元素，不是肉身得以進入聖殿，而是屬靈

生命的更新，脫離罪的問題。 

罪的問題是那人真正要處理的問題，比起肉身的長期病患的問

題嚴重得多。那病人過去只知自己外在肉身的疾病，但卻從來

沒有留意，自己更大更重要的屬靈生病──犯罪的問題。他過

去很有恆心、決心，要處理外在肉身生病的問題，在第五章中

接著要學習的就是要面對罪的問題，那是他人生更重要的屬靈

問題，是需要以更大的決心、更大的恆心去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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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我們作為信徒，主耶穌的寶血已為我們解決了罪的問題，然

而，在我們信仰的歷程中，是否仍有個別的軟弱常困擾著我

們？若是這樣，我們必須正面的處理這些罪的問題，一方面

我們需要倚靠主耶穌給我們的幫助，另一方面亦需要我們有

正視問題的決心與恆心，你願意在這問題上積極的正視它、

處理它嗎？ 

  

 【禱告】  

主啊，我知道我是如此軟弱，雖然祢代替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

上，讓我可以和父神和好，但我現在還是常常的陷於罪中。有

些自己明明知道是罪，但無法掙脫，有時甚至享受罪中之樂。

有些時候，自己做了，想了，還不知道是罪。主啊，求祢成為

我的智慧，讓我清楚每日所犯的罪，求祢成為我的力量，脫離

一切罪的捆綁。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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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7 (週一) 靈修  

題目：【信心的考驗 】 

 

【閱讀經文】（約翰福音 6:1-15） 

1 這事以後，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哩亞海。2 有許多

人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蹟，就跟隨他。3 耶穌上了

山，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裡。4 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5 耶

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就對腓力說：“我們從哪裡買餅叫這些

人吃呢？ˮ 6 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7 腓力回答說：“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叫他們各人吃一點也

是不夠的。ˮ8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對耶

穌說：9“在這裡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

是分給這許多人，還算甚麼呢？ˮ10 耶穌說：“你們叫眾人坐

下。ˮ原來那地方的草多，眾人就坐下，數目約有五千。11 耶

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給那坐著的人；分魚也是這樣，都隨

著他們所要的。12 他們吃飽了，耶穌對門徒說：“把剩下的

零碎收拾起來，免得有糟蹋的。ˮ13 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的

零碎，就是眾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14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

的先知。ˮ15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逼他作王，就獨自又退到

山上去了。 

 

【釋義】 

有許多人跟從著耶穌，那時是在山上，也是大家應該要吃東

西的時候。耶穌就問腓力關於買食物的問題（6:5），原來耶

穌給腓力的問題是要考驗他（6:6）。腓力的回答明顯揭示了

他信心的不足（6:7），而另一門徒安得烈的加入作答，也同

樣顯示了信心不足（6:9）。 

他們二人的回答清楚指出，為那麼多人提供足夠的食物，是絕

無可能的事。然而，耶穌的問題是要考驗腓力，耶穌期望腓力

的回答，應該相信在耶穌的手中，是沒有任何難成的事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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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的是，不單腓力對主信心不足，就連安得烈也表現不了對主

的信心，他們的回應只是突顯了二人信心嚴重的不足。 

耶穌的考驗是太艱難嗎？明顯不是，因他們二人都經歷過第二

章中的迦拿婚宴事件，那只是大約一年以前的事，他們親身經

歷過，耶穌可以為大家提供足夠的美酒，為何一年後他們不能

相信，主可以為眾人提供足夠的食物？ 

況且在這一年中，他們是親身經歷過，耶穌其他許多的神蹟，

以及親耳聽過，耶穌許多重要的教導，為何在一年後，他們信

心的表現會是如此不濟？更諷刺的是，他們二人在初與耶穌相

遇的時候，是很有信心的，他們二人不單立時跟從了耶穌

（1:40，43），更將自己的哥哥西門及朋友拿但業介紹給耶穌

（1:41-42，45）。 

思想： 

第六章中的腓力及安得烈的信心，為何會如此不濟？他們的境

況可以提醒我們，人的信心境況是可以停滯不前，更可以是不

進則退，門徒在前面的路上，要有更多學習信心操練的地方。

今天我們對主的信心如何？可能我們信主已有一段不短的時日，

我們對主的信心是否與日俱增，抑或是停滯不前，還是不進則

退？求主幫助我們，以至我們在不同的生活層面中，對主的信

心常常是堅定的，對祂也是全然信靠的。 

 

 【禱告】  

天父上帝，今天祢透過經文來提醒我，讓我省察自己對祢的信

心是否在不斷的成長，還是停滯不前。我知道，我生命的成長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信心來支取祢的能力，也知道“因

著信，以至於信”。求祢來幫助我，讓我更多看到祢在我生命

中的工作，更多真實的經歷祢，而不是簡單頭腦中的知識，讓

我對祢有更深的信靠。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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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8 (週二) 靈修  

題目：【最好的筵席】 

 

【閱讀經文】 （約翰福音 6:16-21，60-64，71） 

16 到了晚上，他的門徒下海邊去，17 上了船，要過海往迦百

農去。天已經黑了，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裡。18 忽然狂風

大作，海就翻騰起來。19 門徒搖櫓約行了十里多路，看見耶

穌在海面上走，漸漸近了船，他們就害怕。20 耶穌對他們說：

“是我，不要怕！ˮ 21 門徒就喜歡接他上船，船立時到了他

們所要去的地方。60 他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就說：

“這話甚難，誰能聽呢？ˮ 61 耶穌心裡知道門徒為這話議論，

就對他們說：“這話是叫你們厭棄（原文是跌倒）嗎？62 倘

或你們看見人子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怎麼樣呢？63 叫人活

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

生命。64 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ˮ 71 耶穌這話是指著加

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說的；他本是十二個門徒裡的一個，後來

要賣耶穌的。 

  

 【釋義】 

第六章一方面帶出山上的筵席（五餅二魚），另一方面更要帶

出那最好的筵席，就是從天而來的筵席（從天降下的食物）。

跟從主的腓力與安得烈，在山上筵席的事件中（五餅二魚）突

顯了他們信心的軟弱；在那最好的筵席中（從天降下的食物），

其他跟從主的人，更進一步全然展露了他們信心的軟弱。 

緊接著五餅二魚的段落是耶穌在海面上行走，在這事件中，想

像不到的是，跟從耶穌多時的門徒，竟然認不出他們所熟悉的

主。然而，更加想像不到的是，當耶穌向眾人揭示了最好的筵

席（從天而降的食物）的課題後，其他跟從主耶穌的人，竟然

可以接二連三的表示他們對主的不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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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正式的向眾人介紹了，祂是從天而來的食物，吃了的人可

以永遠不餓，並有永生（6:35，47-51）。想像不到的是，過

去跟從祂的人，竟可以一連串對主表示拒絕：有的是不認同祂

的說話：「這話很難，誰能聽得進呢？」（6:60）；有的是直

接了當的離開了，不再跟從祂：「從此，祂門徒中有很多退卻

了，不再和祂同行」（6:66）；更有的是不信：「可是你們中

間有些人不信」、「耶穌起初就知道哪些人不信祂」（6:64）。 

思想： 

第六章記載了，耶穌向眾人全然的揭示了最好的屬靈筵席，但

也同時揭露了，許多跟從主的人，竟會對這屬靈筵席的拒絕。

然而，彼得對主的認同與跟從仍然是堅定不移的：「主啊，你

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

的聖者」（6:68）。在跟從主的日子中，彼得的說話對你有何

啟迪？你是否試過，在許多的困難與困擾之時，仍能常常堅定

不移的願意付代價跟從主？ 

  

 【禱告】  

主耶穌基督，我願意相信祢，接受祢做我生命的主，不是單單

為了肉體上的好處，而是屬靈生命的得著；不單是為了今生的

盼望，而是永恒的福份。我俯伏在祢的面前祈求祢，不論我在

這個世上遇到什麼樣的艱難、阻礙和誘惑，請祢幫助我，不讓

我離開祢，讓我可以堅定地行在跟隨祢的路上，永不離開。禱

告是奉主耶穌憐憫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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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9 (週三) 靈修  

題目：【為誰辛苦，為誰忙】 

 

【閱讀經文】（約翰福音 6:22-59） 

22 第二日，站在海那邊的眾人，知道那裡沒有別的船，只有一

隻小船；又知道耶穌沒有同他的門徒上船，乃是門徒自己去的。

23 然而有幾隻小船從提比哩亞來，靠近主祝謝後分餅給人吃的

地方。24 眾人見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裡，就上了船，往迦百農

去找耶穌。25 既在海那邊找著了，就對他說：“拉比，是幾時

到這裡來的？ˮ26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

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乃是因吃餅得飽 。27 不要為那

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

給你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ˮ28 眾人問他說：“我

們當行甚麼，才算做神的工呢？ˮ29 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

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ˮ30 他們又說：“你行甚麼神蹟，叫

我們看見就信你？你到底做甚麼事呢？31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

過嗎哪，如經上寫著說：ʽ他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們吃。ʼ ˮ32 耶

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

給你們的，乃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33 因為神的糧

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ˮ34 他們說：“主啊，

常將這糧賜給我們。ˮ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

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36 只是我對你們說過，

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37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

裡來；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39 差

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

日卻叫他復活。40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

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ˮ41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

從天上降下來的糧ˮ，就私下議論他說：42“這不是約瑟的兒子

耶穌嗎？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嗎？他如今怎麼說ʽ我是從天上

降下來的ʼ呢？ˮ43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要大家議論。44 若不

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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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45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ʽ他們都要蒙神

的教訓。ʼ凡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的，就到我這裡來。46 這不

是說有人看見過父，惟獨從神來的，他看見過父。47 我實實在

在地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48 我就是生命的糧。49 你們

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叫人吃了就不死。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

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

賜的。ˮ52 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

給我們吃呢？ˮ53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

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54 吃

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55 我的肉真

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

面，我也常在他裡面。57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

照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吃這糧的人，就永遠活著，不像你們的祖宗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ˮ59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裡教訓人說的。 

 

【釋義】 

第四章的課題，是透過物質的層面進入屬靈的層面，透過井水

的課題進入活水的課題，以及透過物質的食物進入屬靈食物

（收割的工作）的課題。 

 

第六章是將這主題作進一步的演譯，透過物質的食物（山上的

食物：五餅二魚的食物）進入屬靈的食物（天上降下來的糧）。

第四章的活水是人喝了永不渴，且有永生（4:14）；同樣的，

第六章從天上降下來的糧，是人吃了永不飢餓，且有永生

（6:50-51，53-58）。 

山上五餅二魚的筵席，讓眾人吃得十分飽足（6:1-15），然而，

比這筵席好得多的，就是耶穌親自為眾人所預備，從天上而來

的筵席，那是比舊約中的嗎哪（6:31）更寶貴的食物，那是人

吃了要永遠不死，叫人永遠活著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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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眾人預備了山上筵席的食物（五餅二魚的食物），眾人

的反應都是欣然接受（6:10-11），也吃得十分飽足（6:12）。

另一方面，耶穌為眾人要預備更好的食物，就是祂自己從天降

下的食物（6:38），那是吃了永不餓，且有永生的食物。諷刺

的是眾人的反應反倒是不接受（6:41-42，52）。第六章展示

了眾人對耶穌的拒絕與不接納，他們寧願要次等的物質食物

（五餅二魚），也不要最好的屬靈的食物（從天而降的永生）。 

思想： 

今天我們的生活很忙碌，我們會為著生活、家庭、工作付上我

們許多的時間，然而，今天我們所付上的許多勞力，到底是為

了那吃了還會飢餓的食物（山上的筵席、物質的食物），還是

為了那吃了卻永不會飢餓的永生食物（從天而降的食物）。今

天我們為著生活所需，付上許多的精神與勞力，然而，我們為

著屬靈的事，又願意付上多少的時間與力量？因著信仰與事奉，

因著對神有更多的認識，我們可以如何重整我們生活的時間表？ 

  

 【禱告】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切求祢讓我可以常常數算

在世上的日子，不要再讓我渾渾噩噩，為不能帶到永恒的事情

而忙碌，讓我所做的事情都充滿新的意義。求祢幫助我，改變

我眼目的焦點，從自己的身上，轉移到祢的身上，祢才是一切

意義的源頭。也讓我能更加的愛祢，願意用更多的時間來親近

祢。祈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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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0 (週四) 靈修  

題目：【真正的看見 (一)】 

 

【閱讀經文】（約翰福音 9:1-41） 

1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2 門徒問耶穌

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

他父母呢？ˮ 3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

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4 趁著白日，我

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5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ˮ 6 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

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7 對他說：“你往西

羅亞池子裡去洗。ˮ（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ˮ。）他去一

洗，回頭就看見了。8 他的鄰舍和那素常見他是討飯的，就說：

“這不是那從前坐著討飯的人嗎？ˮ 9 有人說：“是他ˮ；又有

人說：“不是，卻是像他。ˮ他自己說：“是我。ˮ 10 他們對

他說：“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ˮ11 他回答說：“有一個人，

名叫耶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對我說：ʽ你往西羅亞池子去

洗。ʼ我去一洗，就看見了。ˮ12 他們說：“那個人在哪裡？ˮ

他說：“我不知道。ˮ13 他們把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

裡。14 耶穌和泥開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15 法利賽人也問

他是怎麼得看見的。瞎子對他們說：“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就看見了。ˮ16 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個人不是

從神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ˮ又有人說：“一個罪人怎能

行這樣的神蹟呢？ˮ他們就起了紛爭。17 他們又對瞎子說：

“他既然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樣的人呢？ˮ他說：“是

個先知。ˮ18 猶太人不信他從前是瞎眼，後來能看見的，等到

叫了他的父母來，19 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嗎？你們

說他生來是瞎眼的，如今怎麼能看見了呢？ˮ20 他父母回答說：

“他是我們的兒子，生來就瞎眼，這是我們知道的，21 至於

他如今怎麼能看見，我們卻不知道；是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

也不知道。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吧，他自己必能說ˮ 22 他

父母說這話，是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商議定了，若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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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基督的，要把他趕出會堂。23 因此他父母說：“他已經

成了人，你們問他吧！ˮ 24 所以法利賽人第二次叫了那從前瞎

眼的人來，對他說：“你該將榮耀歸給神，我們知道這人是個

罪人。ˮ 25 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

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ˮ 26 他們就問他說：

“他向你做甚麼？是怎麼開了你的眼睛呢？ˮ 27 他回答說：

“我方才告訴你們，你們不聽，為甚麼又要聽呢？莫非你們也

要作他的門徒嗎？ˮ 28 他們就罵他說：“你是他的門徒，我們

是摩西的門徒。29 神對摩西說話，是我們知道的；只是這個人，

我們不知道他從哪裡來！ˮ30 那人回答說：“他開了我的眼睛，

你們竟不知道他從哪裡來，這真是奇怪！31 我們知道神不聽罪

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聽他。32 從創世以來，

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是瞎子的眼睛開了。33 這人若不是從神來

的，甚麼也不能做。ˮ 34 他們回答說：“你全然生在罪孽中，

還要教訓我們嗎？ˮ於是把他趕出去了。35 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

出去，後來遇見他，就說：“你信神的兒子嗎？ˮ36 他回答說：

“主啊，誰是神的兒子，叫我信他呢？ˮ 37 耶穌說：“你已經

看見他，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ˮ38 他說：“主啊，我信！ˮ

就拜耶穌。39 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

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ˮ40 同他在那裡的法利賽人聽

見這話，就說：“難道我們也瞎了眼嗎？ˮ 41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ʽ我們能看見ʼ，所

以你們的罪還在。ˮ  

 

 【釋義】 

耶穌醫治了一個天生的瞎子，這瞎子天生就是活在黑暗的世界

中，耶穌使他離開他的黑暗世界，看見四週的光明。然而，他

最終所得到的，是更大的寶貴，他能逐步的認識耶穌，進入真

正的光明中。 

這人的眼瞎得到醫治，最重要是他接著能逐步的認識耶穌。他

起先只知醫治他的人，名字叫耶穌（9:11），繼而他表示他知



 14 

道耶穌是個先知（9:17），後來他更指出，他相信耶穌是從神

而來的（9:33），這人對耶穌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當耶穌親自向他揭示自己之後（9:35-37），他就全然的認識

耶穌，並且相信祂（9:38）。因著耶穌的醫治，瞎子肉身的眼

睛能夠完全得到痊癒，看見光明，但更重要，也是更寶貴的，

是因著耶穌的啟示，這人的屬靈光境能得到全面的更新，他得

以全然的認識耶穌，並相信祂，得以進入真正的屬靈光明中。 

經文的開端記述了門徒所問的一個問題：到底瞎子的眼瞎是否

因著人犯罪的原故（9:2），經文的末端在這問題上作了另一

個層面的回應：人屬靈光境的黑暗與眼瞎，才是真正與犯罪有

直接的關係（9:40-41）。 

思想： 

你是認識並相信主的人，你已離開屬靈的黑暗，並進入屬靈的

光明中，但在生活中，是否仍有某些個別的罪對你常帶來困擾？

你可以如何具體的，在這問題上尋求幫助，以至問題得到改善？

瞎子得到耶穌的醫治，因而對耶穌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他對主

的認識是逐步的加深，以至最終他能對主有全面的認識。我們

信主已有一段的時間，在過去信主的日子中，你對神的認識是

否不斷增加，有何具體的計劃，可幫助你對神有進一步更深的

認識？ 

  

 【禱告】  

天父上帝，我要誠心的感謝祢，祢用獨特的方式，讓我認識了

主耶穌基督。我明白，祢盼望我可以認識主越來越多，求祢不

要讓我停留在剛剛認識主的階段，幫我擦亮眼睛，拿去蒙在眼

上的帕子，讓我更多的認識主。求祢幫助我建立每日穩定的靈

修生活，讓我更加敏感聖靈的工作，讓我能更多的走入基督身

體的裏面。禱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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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1 (週五) 靈修  

題目：【真正的看見（二）】 

 

【閱讀經文】（約翰福音 9:1-41） 

1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2 門徒問耶穌

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

他父母呢？ˮ3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

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4 趁著白日，我們

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5 我

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ˮ6 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

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7 對他說：“你往西羅亞

池子裡去洗。ˮ（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ˮ。）他去一洗，

回頭就看見了。8 他的鄰舍和那素常見他是討飯的，就說：

“這不是那從前坐著討飯的人嗎？ˮ9 有人說：“是他ˮ；又有

人說：“不是，卻是像他。ˮ他自己說：“是我。ˮ10 他們對他

說：“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ˮ11 他回答說：“有一個人，

名叫耶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對我說：ʽ你往西羅亞池子去

洗。ʼ我去一洗，就看見了。ˮ12 他們說：“那個人在哪裡？ˮ

他說：“我不知道。ˮ13 他們把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

裡。14 耶穌和泥開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15 法利賽人也問

他是怎麼得看見的。瞎子對他們說：“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就看見了。ˮ16 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個人不是

從神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ˮ又有人說：“一個罪人怎能

行這樣的神蹟呢？ˮ他們就起了紛爭。17 他們又對瞎子說：

“他既然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樣的人呢？ˮ他說：“是

個先知。ˮ18 猶太人不信他從前是瞎眼，後來能看見的，等到

叫了他的父母來，19 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嗎？你們

說他生來是瞎眼的，如今怎麼能看見了呢？ˮ 20 他父母回答說：

“他是我們的兒子，生來就瞎眼，這是我們知道的，21 至於

他如今怎麼能看見，我們卻不知道；是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

也不知道。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吧，他自己必能說ˮ 22 他

父母說這話，是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商議定了，若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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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基督的，要把他趕出會堂。23 因此他父母說：“他已經

成了人，你們問他吧！ˮ 24 所以法利賽人第二次叫了那從前瞎

眼的人來，對他說：“你該將榮耀歸給神，我們知道這人是個

罪人。ˮ 25 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

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ˮ 26 他們就問他說：

“他向你做甚麼？是怎麼開了你的眼睛呢？ˮ 27 他回答說：

“我方才告訴你們，你們不聽，為甚麼又要聽呢？莫非你們也

要作他的門徒嗎？ˮ 28 他們就罵他說：“你是他的門徒，我們

是摩西的門徒。29 神對摩西說話，是我們知道的；只是這個人，

我們不知道他從哪裡來！ˮ30 那人回答說：“他開了我的眼睛，

你們竟不知道他從哪裡來，這真是奇怪！31 我們知道神不聽罪

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聽他。32 從創世以來，

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是瞎子的眼睛開了。33 這人若不是從神來

的，甚麼也不能做。ˮ 34 他們回答說：“你全然生在罪孽中，

還要教訓我們嗎？ˮ於是把他趕出去了。35 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

出去，後來遇見他，就說：“你信神的兒子嗎？ˮ36 他回答說：

“主啊，誰是神的兒子，叫我信他呢？ˮ 37 耶穌說：“你已經

看見他，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ˮ 38 他說：“主啊，我信！ˮ

就拜耶穌。39 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

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ˮ 40 同他在那裡的法利賽人

聽見這話，就說：“難道我們也瞎了眼嗎？ˮ 41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ʽ我們能看見ʼ，所

以你們的罪還在。ˮ  

 

 【釋義】 

瞎子因著耶穌的醫治，他天生的眼瞎得以完全的痊癒，然而，

在他的眼睛得以看見四週後，他也立時因著耶穌給他的醫治而

遇上困難，就是猶太人要從他身上知道到底是誰醫好了他。 

因著耶穌醫治的那天是安息日，法利賽人更向瞎子多番施以壓

力，因醫治他的人在安息日作了工，犯了安息日（9:16）。猶

太人一早商議好了，有誰宣認耶穌是基督，就會將之趕出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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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治好的人的父母，因著要保護自己而盡量少說話（9:20-21）

相反，被治好的人，卻多番勇敢地就著耶穌的身份而替祂說話，

因而最終被猶太人趕出會堂（9:34-35）。 

法利賽人認為，治好瞎子的人是個罪人，那被治好的人卻認為，

耶穌一定不會是罪人，他清晰而肯定的立場，最終讓法利賽人

定他為全然的罪人：「你完全是生在罪中」（9:34），並將他

趕出會堂。那人真的是完全生在罪中嗎？他重新遇著耶穌，得

以完全的認識耶穌，並且相信他，他是真正的離開黑暗（不再

有罪），進入光明。他被逐出會堂，似乎不能在會堂中敬拜神，

但他卻能更真更直接的認識神，就是耶穌。 

思想： 

那人的父母要設法保護自己，而不敢說話，相反，那人卻勇敢

的為醫治他的人辯護、說話。在你信主的日子中，你曾否因著

某些原因，而不敢承認自己是基督徒，在其後的日子，你又是

如何勇敢的克服困難？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祢就是我的力量和幫助！我知道我的生命完完

全全是屬于祢的，也知道祢放在我生命中的使命，就是宣揚祢

「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不用再等待祢特別的

命令，祢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了，求祢幫助我有這樣的勇氣，

也求祢多多的安排這樣的機會，將祢在我生命中的作為，向周

圍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們講述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祢的美

德。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寶貴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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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2 (週六) 靈修  

題目：【愛羊的牧人】 

 

【閱讀經文】（約翰福音 10:1-18） 

1“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

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2 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

牧人。3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叫自

己的羊，把羊領出來。4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

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5 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

他的聲音，必要逃跑。ˮ 6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但他們不

明白所說的是甚麼意思。7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

在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8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

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9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

救，並且出入得草吃。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羊（或譯：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1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

趕散了羊群。13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14 我

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15 正如父認識

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16 我另外有羊，不

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

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17 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

再取回來。18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

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ˮ 

  

 【釋義】 

在這段經文中，約翰記述了耶穌所講的一個比喻，就是牧羊人

與羊的比喻。這個比喻能完全的將耶穌，與相信祂的人之間的

密切關係展現出來。 

這個比喻先要提到牧羊人的一個特性，就是羊群對他的反應，

那是羊群對陌生人或強盜，是很不同的。看守羊圈的看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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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得牧羊人，而羊群不單認得牧羊人，會聽他的聲音，他們

更會跟著他。羊群不會跟從陌生人，更不會跟從強盜，他們只

會跟從他們所熟悉的牧羊人（10:4-5）。 

這個比喻提到，牧羊人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他對羊群的照顧與

愛護，那是跟雇工對羊群的關係，是很不同的。雇工對羊群的

感情與照顧可以是有限的，在面對危難時，他們更可能會撇下

羊群逃走，在危難之時，他們只會顧念自己的安危（10:12-

13）；牧羊人卻不會這樣，他們在危難之時，會盡力保護羊群，

甚至是付上自己的生命（10:11，15），也要保護他們。牧羊

人對羊群的愛與照顧，是完全盡力與盡心的。 

思想： 

主耶穌對信徒的愛，就好比牧羊人對羊群的愛與照顧，是全

然盡心盡力的，甚至是願意付上最大的代價，就是付上祂的

生命。主耶穌是我們的好牧人，祂對我們的照顧與愛護是盡

上祂所有的，祂為我們付上了最大的代價，就是付上祂寶貴

的生命。今天我們在教會中事奉，也要學習照顧看護神交託

給我們的羊群，回想在過去或現今的事奉中，有哪方面我們

是可以學習嘗試付上更多、更大的代價，以至使我們所牧養

的羊群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氣？ 

  

 【禱告】  

主耶穌基督，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祢來到這個世上，

為我們這些跟隨祢的人做出了榜樣，好叫我去效法。祢愛祢的

羊，甚至愛到為他們捨命，是為了他們得著更豐盛的生命。求

祢來使用我，成為祢祝福別人的工具，破碎我的老我，讓祢的

榮光，在我的每日生活中彰顯出來，為了周圍的弟兄姊妹生命

得造就，求祢來帶領我！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名求，阿們！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