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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徐娟于 11/29 日晚在 9 号受浸，她是弟兄姊妹在美

东接触到的。陈柏超弟兄于 12 月 4 日受浸。感谢

主！ 

2. 启龙, 天龙, 以及石弟兄兄弟回国。周五晚

Rider 小排在弟兄之家有送别爱筵。弟兄们在周

六于自力弟兄家送别。 

3. 陶弟兄家儿子于 12 月 4 日出生，叫陶恩成

Benjamin，8 磅，21 英寸，母子平安。感谢赞美

主！ 

4. 教会定于 12 月 19 日在会所举行饺子爱筵和福音聚

会。请弟兄姊妹为此祷告，准备，并广邀朋友参加。 

5. 12 月 1 日晚陈洵弟兄在 Franklin 交通了欧洲的

局势，大量阿拉伯难民涌入欧洲，是福音打进阿

拉伯世界的绝佳机会！这是福音要攻破的最后一

个堡垒。我们要起来配合主的行动:1.祷告上有份，

2.财务上有份，3.人出去: 或数天，或数周都非

常需要。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约翰福音 

2. 小排的追求进度：约翰福音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

献全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老师配备

等事宜代祷。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9.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

灵和生活的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召

会生活。 
 

第五周 垂死人的需要与软弱人的需要 

经节： 

4:46  耶穌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祂從前變水為酒的地

方。 

4:46  有一個大臣，他的兒子在迦百農患病。 

4:47 這人聽見耶穌從猶太到了加利利，就去到祂那裡，求

祂下去醫治他的兒子，因為他兒子快要死了。 

4:48 耶穌就對他說，若不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總是不信。 

4:49 那大臣對祂說，先生，求你趁著我的孩子還沒有死，

就下去。 

4:50 耶穌對他說，去罷，你的兒子活了。那人信耶穌對他

所說的話，就去了。 

4:51 正下去的時候，他的奴僕迎見他，說他的孩子活了。 

4:52 他就向他們查問，孩子是甚麼時候見好的。他們說，

昨天午後七時，燒就退了。 

4:53 父親便知道，那正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

他和他全家就都信了。 

5:1 這事以後，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耶穌就上耶路撒

冷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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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裡面躺著許多病弱的、瞎眼的、瘸腿的、枯乾的，等

候水動。 

5:4 因為有天使時常下池子攪動那水，水動之後，誰先下

去，無論患甚麼病，都會痊愈。 

5:5 在那裡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 

5:6 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已經病了許久，就問他說，

你想要痊愈麼？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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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別人比我先下去。 

5:8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罷。 

5:9 那人立即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 

5:10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太人對那治好的人說，今天是

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5:11 他卻回答說，那使我痊愈的對我說，拿你的褥子走罷。 

5:16 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想要殺祂，因為祂在安息日作

了這事。 

5:17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 

5:18 所以猶太人就越發想要殺祂，因祂不但犯了安息日，

並且稱神為祂的父，將自己與神當作平等。 

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從自己不

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

也照樣作。 

5:20 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示祂，還要將比這更

大的事指示祂，叫你們希奇。 

5:21 父怎樣叫死人起來，賜他們生命，子也照樣隨自己的

意思賜人生命。 

5:22 父也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5:23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

不尊敬差子來的父。 

5: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

就有永遠的生命，不至於受審判，乃是已經出死入生
了。 

 

 



 

 

5:25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死

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5: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裡面有生命，就賜給子也照樣在自

己裡面有生命； 

5:27  並且因為祂是人子，就賜給祂行審判的權柄。 

5:28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因為時候將到，凡在墳墓

裡的，都要聽見祂的聲音，就出來； 

5:29  行善的歸到生命的復活，作惡的歸到審判的復活。 

5:30  我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

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不尋求自己的意思，只尋求那差

我來者的意思。 

 

壹脆弱人之地和垂死的脆弱人 

耶穌回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脆弱人之地。迦拿是在加利利，

一個被人藐視的地方，象徵低下、卑賤的世界，住著軟弱、

脆弱的人。在那裏主曾行了祂第一件神蹟，將死亡的水變為

生命的酒。如今祂舊地重遊，要行第二件神蹟；這件神蹟在

生命的原則上與前次是一致的，就是變死亡為生命。 

 

這事例是九個事例中的第三個，啟示垂死的人需要醫治。這

事例說到一個大臣的兒子快要死了。人類首先需要重生，其

次需要滿足，第三需要醫治。我們多多少少都需要醫治。就

某種意義說，我們都在活著；但就另一種意義說，我們都在

漸漸死去。 

 

贰憑賜生命的話，並藉信而施的醫治 

雖然那大臣懇求主下去醫治他的兒子，主卻僅僅說話，那孩

子就痊愈了。耶穌對他說，『去罷，你的兒子活了。那人信

耶穌對他所說的話，就去了』大臣相信從主口中出來的話。

當他聽見他的奴僕說他兒子活了，他和他全家就都信了。我

們要為賜生命的話高喊阿利路亞！我們喜愛賜生命的話；不

是那死的字句，乃是那是靈的話。主不過說了賜生命的話，

那垂死的孩子便得了醫治。主今天還在說醫治的話。當垂死

的人藉信接受這話，他們便得到生命的醫治。賜生命的話一

傳輸到我們裏面，不管我們是否覺得，我們絕不會一樣了。

賜生命的話帶給我們生命真正的改變。 

 

叁 宗教守律法的虧缺，與神子賜生命旳充足 

軟弱人的事例暴露了宗教的虧缺。甚麼是宗教？宗教乃是敬

拜神，作好，卻沒有基督。宗教就是要盡力敬拜神，要有好

行為討神喜悅，要作完全人，卻沒有基督。雖然也許樣樣都

好－照著規條敬拜神，行事為人都不錯－卻沒有基督。在基

督教中，人似乎有基督，但多半僅是在名目上有基督。我們

必須有基督作實際。惟有得著基督作我們的實際，我們纔不

落在宗教中。 

現在讓我們看看守律法這實行的一些方面。要人守律法的宗

教，乃是羊圈。羊門象徵這種宗教羊圈的門。池子名叫畢士

大，意憐憫之家，表徵那些守律法的人，需要神的憐憫，因

為他們無能、軟弱、且苦惱。廊子象徵守律法之宗教的庇護，

就像羊圈一樣；五這數字表示負責任。那攪動池水的使者，

象徵頒賜律法的經手人，這律法不能賜人生命。攪動池水使

人痊愈，表徵實行守律法，想要使人完全。我們查考這些方

面，就能看見守律法－典型宗教的主要事物－的光景。 

這軟弱的人已經病了三十八年，他無力行動。他看見水動的

時候就充滿了期望，但他無法及時趕上前去。因為他無能，

不能行動，所以他得不到醫治。照樣，因著我們的軟弱，我

們不能遵守律法。律法是好的，聖別的，屬靈的；律法本身 

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我們。廊下躺著許多病人，這表徵在守

律法的庇護下，就是在宗教的羊圈裏，有許多人瞎眼，不能

看見；有許多人瘸腿，不能行走；還有許多人枯乾，缺乏生

命的供應。他們沒有喜樂或平安，只有痛苦。軟弱的人是沒

有喜樂的，即使在快樂的節日也是如此；他們沒有安息，甚

至在安息日也不能安息。病人是無望無救的，在主眼中乃是

死的。 

 

要人守律法的宗教，雖然有醫病的方法，但對軟弱無能的人，

卻毫無益處，因為他沒有力量履行律法的要求。宗教的守律

法，是倚靠人的努力、作為和修飾。人既是軟弱的，宗教的

守律法也就變為無用。主點活人，並不帶任何要求。我們會

看見，這軟弱的人聽見主的聲音，就被點活了。這神蹟的意

義是：當猶太宗教守律法的實行，因人的軟弱而有所不能時，

神的兒子來了，把死人點活過來。律法不能賜人生命，但神

的兒子卻賜生命給死人。『我們還軟弱的時候，』祂就來將

我們點活。這就是生命的點活。這是這個事例在積極一面的

中心點。 

 

肆 宗教敵對生命 

在五章十至十六節，我們看見宗教敵對生命。『所以猶太人

對那治好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生命

將人點活，干犯了宗教的儀式。宗教為生命所觸犯，從此開

始與生命為敵。安息日是為著人的，應該是人的安息。宗教

的守律法，並沒有給這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帶來安息，但生命

的點活在一秒鐘內便作成了。然而那些宗教的人只在意安息

日的儀式，並不關心病人的安息。 

 

五 子賜生命，並行審判，與父平等，子的四重見證 

一 子與父平等：祂點活了那人，見證在賜人生命的事上，

祂與父神平等。 

二 神的兒子賜生命給死人：這里所說的死人，並不是那些

埋在墳墓裏的人，而是活著的死人。 

三 人子對不信的人執行審判：人子將要對所有不信的人執

行審判。主是神子，（約五 25，）所以能賜人生命；（約

五 21；）祂又是人子，所以能執行審判。（約五 27。）因

祂是人，祂就完全有資格審判人。 

四 兩種復活：『…行善的歸到生命的復活，作惡的歸到審

判的復活。』我們在靈裏復活，就是靈裏的重生。這是主耶

穌用神聖的生命，來使人復活。此外，還有兩種肉身的復活。

其一是『生命的復活，』這是千年國之前得救信徒的復活。

其二是『審判的復活，』這是指千年國之後不信之人的復活。

（啟二十 5，12。）不信者在復活后，要在白色大寶座前受

審判（啟二十 11～15）因此稱為審判的復活。 

五 子的四重見證：在五章三十一至四十七節，我們看見子

的四重見證：施浸者約翰的見證；（約五 32～35；）子工

作的見證；（約五 36；）父的見證；（約五 37～38；）和

聖經的見證。（約五 3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