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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神迹 6：医治生来是瞎眼的人 (9:1-41)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2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

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3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作为来。 4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5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

光。」 

医好生来瞎眼人  (9:1-12) 

背景： 

 人常把犯罪和受苦，当作因果关系，东方人尤其有这种想法。 

 人问：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 20:5)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作为来。  (9:3) 

目的：要在这受苦的人身上现出神的作为 

 神迹/记号： 

 约翰福音强调神蹟是神的荣耀和大能的记号 

 福音书强调的是表现耶稣的怜悯 

 例如耶稣动了慈心医治大麻疯的  

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可 1:41) 

 基于相同的道理，因为神的荣耀是基于祂的怜悯而发的，人的受苦可以显出神的作

为。 
 

目的：要在这受苦的人身上现出神的作为 (续) 

 神的行动：从受苦者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行动。 

 帮助苦难中的人：对在苦难当中的人，神藉著我们，把祂的帮助带给痛苦忧伤人，

显明神的荣耀。 

 但是人的痛苦，不一定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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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就看见了。 8 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

着讨饭的人吗？」 9 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 10 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11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

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医病的过程： 

 耶稣用唾液，是顺应当时的习俗。虽然唾液有他的功能，祂是为了取信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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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差遣这人到西罗亚池子去洗，他洗过之后就看见了 

 认得这生来瞎子的人，震惊，不敢相信 

[思想] 

    从这神迹，我们“看”到什么？ 

    生来瞎眼得医治，与其他神迹什么相似处？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11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

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12 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15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16 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 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

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 

认得生来瞎子的人、法利赛人与医好的瞎子之间的互动 (9:12-34) 

 安息日：根据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看法，耶稣犯了安息日的律法 

o 耶稣混和唾沫与泥。因为灯里加油或灯芯，或吹息灯火，或今日的电灯开

关、电梯按钮，都是违反安息日的律法。 

o 安息日不许治病，除非是生命垂危。 

所以，接着 “他们就起了纷争”。 

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 

 为神挺身而出： 

这原来瞎眼的有勇气的回答“祂是个先知”。明知站在耶稣这边，一定会被赶出会

堂，他还是坚定立场，为耶稣作见证。 

o 又一次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看到的是耶稣如何违反安息日的律法，而不见一

个瞎子得到医治。 

o 与那病了三十八年的人被医好的时候一样，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看到神蹟，

只看到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律法。 

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31 我们知道 神不听罪人，惟有敬奉 

神、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32 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33 这人若不是从 神来

的，甚么也不能做。」 

坚持：坚持：这生来瞎眼的可怜人，法利赛人要他同意耶稣是罪人，他却勇敢的再三做见

证。 

 祂开了我的眼 (明显得就在你们的面前)，这真是奇怪！  9:30 

 神听敬奉神遵行祂旨意的人，不听罪人。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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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9:32 

 如果这人不是从神来，祂是从那里来？ 9:33 

求神给我们一样的勇气与智慧，为神作见证 

 

耶稣与医好的瞎子 - 简捷有力的对话 (9:35-41) 

 主： 你信神的儿子麽？ 

原来瞎眼的： 主阿，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祂呢？ 

 主： 你已经看见祂，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祂。 

原来瞎眼的： 主阿，我信 

原来瞎眼的    就『拜』耶稣 (9:38) 

拜：敬拜，数次在约翰福音里，是在神前，我们全人的态度。 

敬拜 [προσκυνέω, proskyneō]，worship, 蹲下或俯伏讨喜悦，恭敬的崇拜。 

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4:24)，新译本：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他 

瞎： 人没有看到瞎眼被医治是神蹟，却被愚蠢的传统和墨守成规的律法蒙蔽

了眼睛。 

弃： 被医治的瞎子被赶出会堂。 

身份： 两人的对话，一个是满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神的独生爱子，和一

个被赶出会堂的人。 

顺服： 他『拜』了耶稣。 

眼开了： 『相信』耶稣，就是开了属灵的眼，不然就相似瞎了一样。i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40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

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41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

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基督为审判到世上 (9:39-41) 

 审判： 

o 审判是【结果】，审判 [κρίμα, krima]，在这里的意义：判决要将愿意相信

的和不愿意相信的分开。 

o 定罪是【过程】 ，审判 [κρίνω, krinō]，在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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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译：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

世人因他得救。 
 祂来到世上，是为了“将来的审判”的目的而来。 

 

第 7 篇讲道：好牧人 (10:1-42)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2 从门进去的，才是

羊的牧人。 3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4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

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5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6 耶稣将这比喻告

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甚么意思。 

羊圈的比喻 (10:1-6) 

背景： 

 犹太大部份的地方适合畜牧，牧羊人幸苦的防野兽侵袭，寻找羊群迷失，及预防恶

人的攻击。 

 神是一位牧人，祂的子民是羊群：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诗 23:1) 

你曾藉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象羊群一般 (诗 79:13) 

 在神的国度里，牧羊人是王，羊圈是国度，羊群是国度里的百姓，耶稣的比喻是告

诉他们在国度里的事情。 

 灵魂的牧人 (彼前 2: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群羊的大牧人 (来 13:20)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教会里的领袖就像是牧人，信徒就像羊。例：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弗 4:11) 

第三个”我是”：我就是羊的门  (10:7)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8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

们。 9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

叫羊（或译：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是羊的门  (10:7-10) 

 羊圈有护围牆，羊必须从围墙口进出。牧人晚上睡在墙口以防羊进出，牧羊人就是

门。 

 耶稣启示出神的本像，为我们打开通往神的路。祂就是门，除非藉著祂，人无法接

近神。 

 我们顺服神，如羊群顺服牧羊人：得到平安和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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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申 28:6)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诗 121:8) 

 贼、强盗：是指冒基督的名，要人跟从他们，有的美其名为了神，有的是为当时推

翻罗马，有的为了金钱，以达到他们自己的企图。 

 耶稣来的目的： 是要叫羊（或译：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按希腊文原意

是得到最富足的地步。 

 神本来就是要赐福给人(创 1:28)，耶稣来是要把人失去的福份，让人重新得回。 

o 彼得在耶稣改形像时，觉得在那里真好(可 9:5)。后来，得圣灵之后，领千

人归主，医病，行神蹟，有更丰盛的生命。 

o 跟随耶稣、认识耶稣，明白耶稣的教训，人生必然是最富足的。 

 

第四个”我是”： 我是好牧人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1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

羊，赶散了羊群。 13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14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15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16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

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17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18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

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我是好牧人 (10:11-18) 

好牧人为羊捨命：祂捨命，羊群才能得到生命。 

 另外有羊：祂的救恩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 

 好牧人：忠心、有爱心。尽职为羊群摆上自己。 

 羊群：是教会。经常面临外面豺狼与盗贼，及内部假牧人的危机。 

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24 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

们。」 25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 26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27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28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

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29 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30 我与

父原为一。」 

牧人认识祂的羊 (10:19-30) 

 修殿节：冬天的节期（11-12 月），住棚节两个月后，庆祝圣殿洁静及奉献 

 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 

 犹疑：耶稣在殿里，众人有犹疑，围著耶稣问 

 追求：众人想得到答案，也可能有人怀恶意 

 基督：众人寻找领导他们对抗罗马人，恢复大卫王国。不明白耶稣的身份，施洗约

翰也曾经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路 7:20)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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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神：他们不明白的原因，因为不属于祂的羊群，没有进到祂的羊圈里，就不是

祂的羊。 

 神的时间：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又拿起石头，没有丢在祂身上，因为祂的

时间没有到 (10:31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 

 父与子的关系：耶稣明知道他们要丢石头的原因，祂问他们的原因，是要他们再一

次明白祂与父神的关系。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

自己当作 神。」 34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 35 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

承受 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 36 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 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

话』吗？ 37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 38 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

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 41 有许多人来

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42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

多了。 

犹太人弃绝耶稣 (10:31-42) 

 众人不因耶稣作的善事，因为耶稣说的话，要攻击耶稣 10:31-33 

     儹妄 (jiàn wàng)：向神说亵渎的话 10:33 

 你们是神吗？ 10:34 

o 引用诗 82:6“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他们的祖先承受神的道，都应该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10:35 

 有尊贵神的儿子地位，若不爱神，仍沉沦 

 

[思想] 

1. 谁是神子民的真牧人？ 

2. 羊认得牧人的声音，我认得吗？ 

3. 我与教会牧者之间的关系，是像羊与牧羊人的关系吗？ 

4. 我与群羊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彼此照应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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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开我的眼，使我看见 

1 

开我的眼 使我看见 

神的真理为我彰显 

求主赐我那奇妙秘钥 

使我自由解我捆锁 

我今默然专心等候 

惟愿我主旨意成就 

恳求圣灵 开我的眼 光照引领 

2 

开我耳朵 使我听见 

恩主所赐真理之言 

当赐佳音荡漾我耳中 

一切虚假顿失影踪 

我今默然专心等候 

惟愿我主旨意成就 

恳求圣灵 开我耳朵 光照引领 

3 

开我的口 使我宣扬 

真理福音传到各方 

开启我心充满主的恩 

将主大爱分给世人 

我今默然专心等候 

惟愿我主旨意成就 

恳求圣灵 开我的心 光照引领 

https://youtu.be/-wcERyKzwfw 

 

                                         

https://youtu.be/-wcERyKzw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