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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22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托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提摩太前书第 1 – 4 章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提摩太前书第 1 - 4 章)所得的灵修领受，只需分享其中的一次

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摘录笔记。 
 

3 背诵 (5 分钟)                                                       [约翰福音钥节] 
 (9) 约翰福音 8:12 

 
两人一组查阅。 
(9) 约翰福音 8:12.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4 查经 (85 分钟)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9:1-41 

 
简介。使用五歩查经法一起研习约翰福音 9: 1-41。约翰福音 9:1-41 描述了耶稣基督对那生来就瞎眼的人的呼

吁。「你相信人子吗？」「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祂指出祂来是要对那些知道自己 (属

灵上) 瞎眼的人和那些认为自己能看见的人宣告判决。 
 

第一歩。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 9:1-41。  
让我们轮流每人读一节，直至将经文读完。 
 

第二歩。 发掘。                     观察 
思考。 经文里那一个真理对你最重要？ 
或 经文里那一个真理深深感动你的心灵？ 
记录。发掘一个或两个你明的的真理。思考它们，然后将你的想法写在笔记上。  
分享。 (先给组员两分钟思考及写下记录，然后轮流分享)。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每人所发掘出来的。  
(以下是各人分享他们发现的东西的例子。紧记：在每一个小组，组员会分享不同的事) 
 

9:2 
发现 1。 罪与苦难之间的联系。 
 

根据圣经的教导，身体上的痛苦如苦难、迫害、意外、疾病、缺陷和死亡，可以追溯到三个道德原因： 
 

 (1) 身体上的苦难可以追溯到原罪 (人类第一个祖先亚当的罪)。 

第一个祖先。神创造亚当作为第一个有神的形像的人，并把亚当看为人类所有人的代表。当亚当堕落犯罪时，

整个人类都与他连系地陷入了罪。从本质上来说，所有人都是罪人，都是与生俱来便是一个具有罪性的孩子。  
 

罗马书 5:12-21 和 8: 19-23 及圣经中的其他经文清楚教导，第一个人堕落犯罪影响了整个人类。亚当和夏娃的

罪给撒但和人带来了敌对 (创世记 3:15)，增加了妇女在生产中的痛苦，增加了男人在工作中的劳苦 (创世记 
3:19)，给地上带来了诅咒和给人带来了身体的死亡 (创世记 3:19)。 所有人都因为第一批人类的罪而受苦。例

如，好人和坏人都会遭受灾害如洪水或干旱、地震或传染病等，也会透过彼此以邪恶相待而受苦。  
 

 (2) 身体上的苦难可以追溯到父母的罪。 
社群。神不仅处理个人，也处理社群。神的诫命是给整个社会，给家庭和个人的。在出埃及记 20: 5，神说要

惩罚祖宗的罪，追讨到第三代和第四代那些恨祂的人。虽然神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他们在埃及的奴役，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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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了迦南地，但他们 (社群、国家) 不服从神，也不跟随神。因此，神在日后的世代将以色列人交给了掠夺、

围困、战争和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 (耶利米书 32:18-24)。 
 

 (3) 身体的苦难可以追溯到自己的个人罪恶。 
个人。神的审判将清算每个人的罪。祂在耶利米书 31:30 说：「但各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

己的牙必酸倒」。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所有人都在受苦及所有人都会死！「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 
6:23)。  
 

很明显，因自己的罪和父母的罪造成的肉体受苦，但其实是亚当堕落犯罪的结果。可是，犹太人倾向于过分夸

大父母的罪和自己的罪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受苦和自己的罪之间必须永远有明确的关系。他们把每一

个苦难都追溯到一个特定的罪。例如，约伯的朋友把他的受苦追溯到他残忍的对待寡妇和 孤儿  (约伯 22:5-
11)。犹太宗教教师 (拉比) 甚至教导婴儿能够在母胎里犯罪。他们的结论是，以扫还在母胎时曾试图杀死他的

兄弟 (创世记 25: 22-26)。  
 

 (4) 身体的受苦可能有神圣的目的。 
耶稣在路加福音 13：2-5 教导，受苦的人没有比不受苦的人更有罪！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

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在约翰福音 9: 3，耶稣教导说，苦难不仅有原因，且可能有神圣的目的！这人受瞎眼之苦，不是因为他或他的

父母犯了罪，而是为了他的医治会给神带来荣耀！他的受苦是有目的的！他的医治会使人认识并接受耶稣基

督！无论这是多么难以接受，所有的苦难和灾难的最终目的都是神在基督里得荣耀！ 
 
 

9:3-5 
发现 2。基督徒趁着白日必须做的神的工作。 
 

耶稣在约翰福音 9: 4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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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去做神的工作。 
耶稣说祂的日子只局限在祂还在地上的时候。对祂的门徒来说，他们的日子也是只局限在他们还生存在地上的

时间！至于今天耶稣的每一个门徒，都有一个神圣的时限来做神在地上的工作。神只安放每个基督徒在地上一

段时间，来生活和工作。那是他得到的唯一时间！因此，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充分利用神给他的机会 (以弗所书 
5:16)！  
 

 (2) 神的工作包含爱的行为。 
神不断地把人带到我们的路途上。我们可以选择三种方式作出反应或回应。 
• 有些人嫉妒神所给他们带来的人，并试图摧毁他们。他们不能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情。他们只懂批评、流言

蜚语、谩骂或甚至压迫和迫害。这就是犹太宗教领袖对耶稣所做的。 
• 其他人对神带到他们路途上的人感到好奇，并试图更多地了解他们。门徒想解决一个神学问题，那就是谁

的罪是这个瞎子受苦的原因。然而，耶稣不仅希望我们参与讨论，祂要我们行动 (实行出来)！ 
• 第三种方法是做神的工作，建立别人或帮助他们！ 

 

第三歩。 提问。     解释 
思考。你会向小组提问经文里的甚么事情？ 
让我们尝试明白在约翰福音 9:1-41 的所有真理，并提问那些我们仍然不明白的。  
记录。将你的问题尽量写得清楚，然后将它们在你的笔记。 
分享。(先给组员两分钟思考及写下记录，然后让每位组员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 (然后，挑选一些问题，尝试与组员一起讨论来寻求答案。) 
(以下是组员可能会提问的问题例子，以及这些问题的讨论笔记。) 
 

9:13 
问题 1。 从前瞎眼的乞丐被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这些人是谁？ 
笔记。  
这些法利赛人是在公会的命令下行事的，公会是犹太人中最高的统治机构。他们有权将瞎子驱逐出犹太会堂的

聚会 (约翰福音 9:22, 34)。公会有时会委托一群法利赛人去检查一个人是否是那即将到来的弥赛亚 (约翰 
1:24)。根据第 9 章的记载，他们可能正在研究那据称是弥赛亚所作的神迹。此外， 瞎子的父母也极其谨慎，

因为他们害怕法利赛人可能会把他们赶出会堂。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这些法利赛人可能是公会官方任命和授

权的代表。  
 

9:16-34   
问题 2。法利赛人对敌人用了什么论证的方法？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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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九章对法利赛人对敌人所使用的争论方法提供了很好的理解。 
 

 (1) 法利赛人为了得出结论而互相争议。 
在约翰福音 9:16 记载了有些法利赛人与耶稣争论以下的事情： 
• 所有从神来的人都守安息日 
• 耶稣这人不守安息日 
• 因此，耶稣不是来自神 (并没有行出神迹) 

他们的论点似乎是合乎逻辑，但却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基于圣经对安息日的教导，而是基于他们自己对安息

日的规定！ 
 

其他法利赛人为耶稣的争辩如下： 
• 只有本身不是罪人的人，才能打开天生是瞎子的眼睛。 
• 耶稣这人已经打开了那天生是瞎子的眼睛。 
• 因此，耶稣不是罪人。 

法利赛人自己彼此分裂。虽然有些人断定耶稣不可能来自神，但也有人争辩祂一定是来自神。  
 

 (2) 法利赛人无视事实，却用恐慌统治百姓。 
约翰福音 9:17-23 描述他们询问了瞎子的父母。父母说他是他们的儿子，且他肯定是盲瞎的。因此，一个伟大

的神迹确实发生了。没有人能否认这些事实！ 
 

但是，唉，法利赛人不愿意承认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相反的，公会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任何承认耶稣是弥赛

亚的人都会被赶出犹太会堂 (第 22 节)。法利赛人决定要在百姓中制造恐慌，使百姓不敢反对他们！然而，他

们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做这决定的权力，因为决定弥赛亚是谁和祂做什么的是神，而不是他们！  
 

 (3) 法利赛人歪曲事实来诋毁耶稣。 

约翰福音 9:24 记载了他们试图令瞎子说一些会诋毁耶稣的话。他们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

是个罪人」。他们想瞎子说神迹不是耶稣所作的，而是神所作的。他们对耶稣的争议：  
• 只有本身不是罪人的人才能打开天生是瞎子的眼睛。  
• 耶稣这人是罪人(祂不守安息日)。 
• 因此，他不可能打开了那天生是瞎子的眼睛。 

法利赛人歪曲事实。他们希望每个人都相信耶稣是一个罪人，不可能行出这样的神迹。但那天生是瞎子的一直

站在事实上 (第 25 节)：「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4) 法利赛人重复他们的问题，试图抓住他不一致的说法。 
约翰福音 9:26-27。法利赛人为了抓住对手说一些矛盾的话，不断反复地提出同样的问题。但瞎子看穿了他们

拖延讨论的方法。他问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想再听他回答，难道真正原因是他们想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使法利

赛人大发雷霆。  
 

 (5) 法利赛人不承认失败，而却诉诸毁谤。 

约翰福音 9:28-33。法利赛人的反应就像在羞愧文化中的人：他们不能也不会承认失败！因此，他们诉诸辱骂

和毁谤。他们称耶稣为「那个人」和「罪人」，并说不知道祂从那里来。 
 

这一次，瞎子用法利赛人自己的方法回答他们 (约翰福音 9:31)。他为耶稣如此辩护： 
• 神不听罪人的话，只听敬畏神的人 
• 神听了耶稣这个人 (打开了一个瞎子的眼睛) 
• 因此，耶稣肯定是来自神 (否则祂就不能行出了神迹)！ 

 

瞎子用法利赛人自己的论证方法打败了他们！唯一不同的是，瞎子的论点是正确的，且非常合符圣经。神聆听

义人的祷告 (彼得前书 3：12)。祂聆听了耶稣！ 
 

 (6) 法利赛人在失败时诉诸暴力或滥用权威。 
约翰福音 9:34。法利赛人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使用暴力和滥用他们的权力！他们把那

瞎子赶出犹太会堂。这是一个严重的惩罚。一个人被赶出犹太会堂，就是被切断了与以色列宗教和社会生活的

联系！人会避开他，拒绝和他做生意。人甚至可能倾向于杀死他而不需担心受到审判。在某些宗教中，今天仍

然是这样做的！ 
 
 

9:35 
问题 3。 耶稣基督是如何接近人的？ 
笔记。  
后来耶稣出去找祂所医治的那瞎子。法利赛人拒绝并避开他，但耶稣就寻找并找到他！当宗教领袖和教师忙于

宗教规则和习俗时，耶稣基督却对他的身体、属灵和社会层面的医治很感兴趣！宗教的人对人不感兴趣，但耶

稣是来拯救整个人的！祂来医治身体，恢复破碎的关系，使人们与神和好，帮助有需要的人，以及为受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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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 (马太福音 11:2-6)。宗教领袖和教师只关心自己的权力、权威和荣誉，但耶稣基督却关心别人的救赎和福

祉。当宗教领袖和教师纠缠着宗教规则和习俗时，耶稣却占领了整个人。 
 
 

9:38 
问题 4。 基督徒可以敬拜耶稣基督吗？ 
笔记。我们在约翰福音 9:38 读到：「于是那瞎子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个人认识到耶稣是弥

赛亚，是神的儿子，因此是应当敬拜的对象。他不只是尊重或敬畏耶稣 (就像一些宗教仍会这样做)，而是实际

的敬拜耶稣！他在耶稣面前跪下来。 
 

在约翰福音 4: 20-24 里， 「敬拜」这个词同样明确的表示对神的崇拜。其他福音书也记载了耶稣受到祂的门徒

和其他人的敬拜 (马太福音 2:11；14:33； 28:9, 17；路加福音 24:52；启示录 5: 13-14)。祂从不反对或纠正人。

祂不断声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与父神同等及同样值得尊崇和敬拜！ 
 
 

9:39-41 
问题 5。人在什么时候是属灵盲瞎的？ 
笔记。约翰福音 9:39 和 41 记载耶稣教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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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也对法利赛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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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是得不着赦免的，因为他们不想承认自己是罪人！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世界是为了「救赎」 (约翰福音 3: 16-17) 和 「审判」 (马太福音 3: 11-12；约翰福音 
3:18, 36)。对于那些相信祂的人，祂给予救赎，而对那些拒绝祂的人，他以灭亡作惩罚。 
 

 (1) 承认自己是盲瞎的人将会再次看到。 
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及没有神所要求的公义和圣洁的人，就像眼睛已被打开的属灵盲瞎的人。他们意识到神触

动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接受祂的话语 (福音)。他们为他们的罪和无助认罪悔改，并接触到耶稣基督，就是世

界的光。他们透过接受耶稣基督而获得救赎。他们的灵性已经被打开，他们可以从神的角度看到真理及看到一

切。 
 

 (2) 声称自己总是看到的人将会变成盲瞎。 
那些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和需要救恩的人，就像看得见的人变成盲瞎。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恶、弱点和缺点或是

不想看到 (承认) 它们。他们总是声称自己是正确的和是「良善」的人。他们不需要救主。他们闭上心扉，使自

己的心对福音 (神的话)变硬。他们不悔改，也不想与世界之光耶稣基督有任何关系。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因此

拒绝救恩。他们变得如此盲目，以致他们无法再辨别真理，只能从罪恶世界的角度来看事物。 
 

第 4 歩。 应用。    应用 
思考。 经文里那些真理可应用在基督徒身上？ 
分享和记录。. 让我们一起集思，将约翰福音 9:1-41 里一些可行的应用记录下来。  
思考。 神想你将那一个可行的应用成为你个人的应用？  
记录。 将这个人应用写在笔记。随意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记着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或在同一真理上有不同应用。以下是可行的应用的一个清单。) 
 

1. 约翰福音 9:1-41 里的可行应用。  
 

9:3. 要知道受苦不仅有原因，也可能有目的！那个天生盲瞎的人的受苦是有目的的！他的医治会使人认识

并接受耶稣基督！无论这是多么难以接受，所有的苦难和灾难的最终目的都是在基督里荣耀神！ 

9:4. 要意识到神只给了你这一生去做祂的工作，不管这生是短暂的还是漫长的。你将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在

这地上做神希望你做的事情。你应按照神对你生命的目标来规划你的人生。 
9:4. 要意识到神的工作就是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和帮助有需要的人！ 

9:16. 总要问自己：「对方的论点是基于什么的？是基于圣经还是他自己的律法主义的解释？」许多论点似

乎具逻辑，但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基于错误的前提。 
9:23. 要意识到一些宗教领袖和教师会威胁把你赶出宗教界和社会，来试图迫使你接受他们的观点。千万不

要屈服于宗教或社会的压力。 
9:24-25.要意识到一些宗教领袖和教师为了赢得他们的争论而歪曲事实。你总要坚持事实。 
9:25. 要一心一意的，并知道耶稣基督以何种方式改变了你的生命。 
9:39. 承认你的属灵盲目性，你就会得到救赎。 
 

2. 约翰福音 9:1-41 的个人应用例子。  
 

我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做神的工作。神只给了我一个生命，我要奉献这一生来事奉祂。我要避免嫉妒和制造破

坏，而是要有建设性。我要相信和行圣经所教导的， 特别是爱人和帮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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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记住苦难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会受苦，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或因为父母的罪、或因为我的

社会和文化的罪恶。但我也会有像瞎子那样的时候，受苦是因为神心意中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苦难永远不会没

有原因和目的的。苦难是用来荣耀神、在成圣中成长和是预备永恒的完美的一种途径。  
 

第 5 歩。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神在约翰福音 9:1-41 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祷告。  
(以祷告回应你从这查经所得到的学习。尝试作一句或两句的祷告。记着小组里的组员会为不同事情祷告。) 
  

5 祷告 (8 分钟)                                                             [祷告] 
为别人祈求 

 
继续以两个或三个人一组祷告。为彼此和世界人民祷告 (罗马书 15:30； 歌罗西书 4:12)。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2. 宣讲、教导或研习约翰福音第 9 章的查经材料 –  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 
3. 与神的个人时间。安静的訮读提摩太前书第 5-6 章和提摩太后书第 1 章，每日研读半章。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

并写下笔记。  
4. 背诵。 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 (10) 约翰福音 10:28。 每日复阅最后背诵的 5 处经文。  
5.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甚么 (诗篇 5:3)。  
6.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查经笔记及这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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