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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第十一周 宗教中瞎眼人的需要
经节：
9:1 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9:2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是谁犯了罪，叫这人生
来就瞎眼？是这人，还是他父母？
9:3 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
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
9:5 我在世界的时候，是世界的光。
9:6 祂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
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9:7 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
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来的时候，就看
见了。
9:35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
你信入神的儿子么？
9:36他回答说，主阿，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入祂？
9:37耶稣说，你已经看见祂，这和你说话的就是祂。
9:38 他说，主阿，我信，就拜耶稣。
9:39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看不见的可
其它报告
以看见，看得见的反瞎了眼。
1. 晨兴追求：约翰福音
9:40同祂在那里的法利赛人，有的听见这话，就说，
2. 小排的追求进度：约翰福音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么？
3. 生命读经追求:
9:41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但现在你们说，我们看得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存在。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这一章的事例证明，律法的宗教对瞎眼的人毫无帮助。
http://rsgamen.org
但主耶稣是世界的光，能以生命的方式，（约十 10 下，
28）使瞎眼的人看见。行这神迹是在安息日。主好像
代祷事项
故意又在安息日行神迹，以暴露宗教仪式的虚空。瞎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眼和前章的罪一样，也是死的问题。死人必定是瞎眼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的。“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这不信者的心思。”所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以他们需要“基督荣耀之福音的光照”照亮他们，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林后四 4）。照二章所立定的原则，这也是变死亡为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生命。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
生来瞎眼
献全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九章一至三节门徒所题的问题，是按照他们的宗教知
7.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老师配备
识。他们以为瞎眼必定是由于这人或他父母的罪。但
等事宜代祷。
主在九章三节的答覆，却把他们引向祂自己这生命树，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结果是生命。我们已经看见，主在约翰福音里从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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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对错答覆这样的问题。因为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
的书，不是一卷善恶知识的书。故此主说，那人瞎眼，
会生活。
“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为甚么主从不用对
10. 请继续为教会财务上的需要祷告并奉献。做到
人人都奉献，在财物上有分于基督身体的建造。 错作答？因为对错的答案是从善恶知识树来的。善恶
就和对错一样。对错同属善恶知识树，但在这卷福音
书中，主临到我们是作生命树。
1. 李立姊妹在 12 月 31 日 WW1 小排聚会中受浸归入
主名！
2. 新年的一月二日，有近 80 位的青少年在 280 有一
整天的相调活动。愿主在新的一年，大大的得着
YP 和 YP 服事者！
3. 主在新的一年实在是大大的祝福了他的教会！2016
年第一个主日（一月三日），初信成全班的傅韶和
Victoria 受浸归入主名！
4. 一月九日（周六）在会所举行的初信成全班诗歌欣
赏中，第一次来会所的崔箫姊妹听到福音就受浸归
入主名！感谢主！
5. 一月九日有约十五位的 Hamilton 服事弟兄参加了在
Franklin 会所 NJ 服事弟兄相调回顾展望。愿新的一
年主大大的祝福他在 NJ 的众召会！
6. 一月十一日（周一）在会所，神大能的福音临到了
聋哑人！熊一村弟兄受浸归入主基督！好喜乐！
7. 感谢主！Kingston Penuel Blending Center (KPBC)
的购买于一月十五日（周五）按计划顺利交接！愿
主大大的祝福他在东北地区的众召会！

为使我们的眼睛得着视力，我们必须采取三个步骤。第一，
接受亮光
泥必须接受唾沫，并与唾沫调和。换句话说，你的旧人，就
1. 藉着生命的光
主耶稣看见了这瞎子，就说，“我在世界的时候，是 是泥，必须接受主的话作唾沫，并且在主的话里与主调和。
第二，你在主的话里接受主之后，会有膏油的涂抹。最后第
世界的光。”（约九 5。）主是生命的光。（约八
12。）瞎眼是由于缺少生命的光。每个死人都是瞎子。 三，在膏油涂抹之后就有要求，就是治死老旧的己。老旧的
无疑的，死人看不见任何东西。所以，瞎眼指明缺少 泥必须放在死水中。藉着这三个步骤，你的眼睛就会被开启。
生命。你若有生命，你就有视力，因为光开启你的眼 你会得着视力，并且一直在光中。弟兄姊妹，甚至今天，你
若要得着视力，并且在光中，你就必须先在主的话中接受祂。
睛。因此，首先主就指出，瞎子需要生命的光。
即使你已得了重生，你仍必须在主的话中接受祂，并且更多
与祂调和。你仍旧是泥，你需要那表征主自己的素质，从主
2. 藉着与人性调和的生命之话的涂抹
口里出来的唾沫。每一次你在主的话里接受主，膏油的涂抹
六节是非常有趣的。“祂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 就随之而来；然后那膏油涂抹就会命令你这个出于泥的人，
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祂所作的非常奇 将自己放入死水里，并且站在受差遣的地位上。一个受差遣
特。没有人喜欢接触别人的唾沫。但主耶稣竟用祂的 的人从不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乃是实行另一位的意愿。你是
身分工作行事。受差遣者
唾沫和泥，然后祂将这泥抹在那人的眼睛上。约翰福 受差遣的人，就必须以受差遣者的
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是依照自己意思的，乃是事事遵从那
音是一卷图画的书，这件事是一幅图画。我们不该仅 差遣他的。
仅按字面领会；我们必须祷告，仰望主让我们得着真 为宗教所逼迫
正的意义。
得着视力是美好的事。然而，要准备好忍受瞎眼宗教的逼迫。
瞎子被赶出去，（约九 34，）意即他从犹太会
九章六节的泥，和罗马九章二十一节的泥一样，象征 得着视力的
堂被革除，被摒弃。这乃是把他从羊圈中放出来，如主在十
人性。人是泥，我们都是泥。唾沫是甚么？这里的唾 章三至四节所说的。他虽然被犹太教革除，却被主耶稣接纳
沫乃是从主“口里所出”的，（太四 4，）象征祂的 了。
“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六 63。）按表号说， 信入神的儿子
唾沫就是主口里所出的话，就是灵和生命。那从基督 虽然他不十分清楚耶稣是谁，他却相信耶稣是个特殊的人，
此和法利赛人争论。至终，法利赛人将他赶出去了。
口里所出来的话就是灵。因此，用唾沫和泥，表征将 并且为
后来主
他，就说，“你信入神的儿子么？”（约九
人性与主活的话相调。“抹”可证明这点，因为主的 35。）那耶稣遇见
瞎子回答说， “主阿，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入
灵是施膏的灵。主用调着唾沫的泥抹在瞎子的眼晴上， 祂？”（约九
36。）他相信了，但他不认识主耶稣。于是
这表征生命之灵的涂抹。生命之灵的涂抹是随着主在 主对他说，“你已
经看见祂，这和你说话的就是祂。”（约
祂的话里，与泥的调和。
九 37。）那瞎子就宣告说，“主阿，我信。”就拜耶稣。
（约九 38。）他相信这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那瞎子
3. 藉着顺从生命的话，并洗去老旧的人性
不但得着了视力，他自己也被主耶稣接纳了。
瞎子的眼晴被抹上泥之后，他比先前更瞎了，现在有 为生命所审判
一层厚泥遮蔽他的眼睛。主告诉他说，“你往西罗亚 在约翰九章三十九至四十一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
池子里去洗。”（约九 7。）那人去一洗，回来的时候， 上来，叫看不见的可以看见，看得见的反瞎了眼。同祂在那
就看见了。这里的洗乃是把泥洗掉，象征洗去老旧的 里的法利赛人，有的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么？
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
人性，就如我们受浸时所经历的。（罗六 3～4，6。） 耶稣对
看得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存在。”主告诉法利赛人，祂
那瞎子去洗，表示他顺从主赐生命的话，所以他看见 我们
为
审判
但祂对尼哥底母说，祂来不是要审判世人，乃
了。倘若他抹上泥之后，不愿去把泥洗掉，这会叫他 是要叫世而来。
人因祂得救。（约三 17。）祂在尼哥底母里面看
比以前更瞎。我们顺从主膏油的涂抹，就使我们得洗 见一颗追求的心，所以祂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
净，能看见。
人得救。可是，在法利赛人身上，所见到的是骄傲，因此，
祂来要审判他们。主来要审判你，还是拯救你，全凭你的态
西罗亚这辞，意思是奉差遣，这是很有意义的。受生 度而定。
命之灵的涂抹，意思就是说，你一直在受差遣的地位
上。膏油涂抹将我们放在受差遣的地位上。所以，我 人若傲慢的认为自己有甚么了不起，这就表明他不需要主；
严肃的表白祂自己。结果，主会让这样的人留在
们必须顺从。主自己一直站在受父差遣的地位上，并 那瞎时眼的主就会
情形
中。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可骄傲的说我们能看
且一直是顺从的。现在主同样将我们放在受祂差遣的 见；我们若声称
我们能看见，主就会任凭我们瞎眼。主说，
地位上。当我们在主的话里接受了祂，并得到了祂膏 祂要叫那些瞎眼的人
，而使那些自称能看见的人瞎眼。
油的涂抹，祂就将我们放在受差遣的地位上。我们现 这是主严肃的表白。看见
因此，我们必须谦卑，不可骄傲。骄傲
在必须顺从祂的差遣。
的意思就是瞎眼和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