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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 课 医治瞎子，祂是好牧人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16 课，有关耶稣医治瞎子

和祂是好牧人。本课同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耶稣医治瞎子，记载在《约

翰福音》第 9 章 1-38 节。第二部分是耶稣是好牧人，记载在《约翰福音》

第 10 章 1-21节。 

因此，我们以耶稣医治瞎子开始，在《约翰福音》第 9 章 1-38 节。耶

稣和祂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过住棚节。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要去圣殿。在

路上，他们看见一个瞎子在路边乞讨。门徒看见这人以后，他们就问耶稣：

“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换句话说，他们在问：“这人为

什么是瞎子？是因为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我想我们都知道答案。这

不是因为这人或他父母的一个具体的罪，而是因为我们在乐园深重的堕落，

使愁苦进入了世界，从而才让世上有了像这个瞎子这样的人。 

然后，耶稣对祂的门徒说：“不是因为他的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

而是为了要显出上帝的作为。”因此，祂在告诉自己的门徒，这是为了祂能

够在这人身上行神迹。说完，耶稣就向地上吐唾沫，和土混合以后，祂就把

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现在我们会说：“什么？在一个人的眼睛上抹泥

来医治他？这太蠢了。”但耶稣在这里想要我们知道，祂既可以用一句话医

治，也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医治。因此，祂使用了一个我们看为不可能的方法。

祂抹了这人的眼睛，并告诉他，祂说：“现在，去西罗亚池清洗自己。” 

西罗亚池是耶路撒冷城门和城墙外的一个淡水池。这个池子在这里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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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了，用来作为城市的水源。这样，这人因为顺从基督立即到了池子那

里。他清洗了自己，当他从池子那里出来后，他能看见了。多么神奇，耶稣

能使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医治。他回来找耶稣，但耶稣不在那里了。相反，从

前见过他的人们感到惊奇和诧异，他们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瞎子

吗？”然后，他们去到这人那里，问他说：“你是怎么得到视力的呢？”那

人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祂用泥抹我的眼睛，并告诉我去西罗亚池洗，

我就得医治了。我就能看见了。” 

你注意到了吗？他只能说一个名叫耶稣的人。他此时还不知道耶稣是基

督或弥赛亚。那会在合适的时间被启示出来。但人们很惊奇，便把他带到法

利赛人那里。法利赛人看着这个人，也感到惊奇，他们问他说：“你是如何

能看见的呢？你是如何获得视力的呢？”这样，他把向人们说的话又向法利

赛人解释了一遍，说：“一个名叫耶稣的人用泥抹我的眼睛，并告诉我到西

罗亚池去，我就得医治了。” 

这是一个在安息日发生的神迹，因此，一些法利赛人立即发表议论说：

“耶稣这人不可能是基督，祂不可能出于上帝，因为祂在安息日医病。祂不

遵守诫命。”他们就让这人自己说耶稣是怎样的人。我们听见他的认识又深

了一点，现在他说：“祂是一个先知。”同样要注意，他只能说耶稣是从上帝

而来的先知。 

法利赛人对这个回答仍不满意，他们便叫来他的父母，问他们说：“这

个生来瞎眼的人真是你们的孩子吗？”他们说：“是的，这是我们的儿子，

他生下来就瞎眼。”他们继续问他的父母：“他是怎么能看见的呢？”他的父

母惧怕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已经说了，任何人承认耶稣是基督都要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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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被赶出去。故而他的父母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你们问他吧，他

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告诉你们。”这样他们又问他，他说：“我已经告诉你

们一次了，我为何又要再说一遍呢？”法利赛人便对这人说：“你该将荣耀

归给上帝。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人是从哪里来的，但祂是个罪人，因为祂在安

息日医病。”于是，这人便说了更多的话，他说：“祂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

道，但我知道的是，祂有能力医治我。祂使我能看见，那祂必定出于上帝。

因为上帝不听罪人，祂只听那些服侍祂并敬畏祂的人。”法利赛人便很生气，

把这人赶出了圣殿。 

这里我们看见，对基督的敌意和反对与日俱增。随后，耶稣找到这人，

问他说：“你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吗？”这人不得不诚实地回答：“我不知

道祂是谁。”耶稣接着说：“你现在所看见正和你说话的，就是耶稣基督。”

这样，这人才可以告白说：“我信。”然后他就拜耶稣。在这个功课中，我们

清楚地看见八福中的一个得到了成全，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

上帝的国是他们的”。这人虽然被赶出了圣殿，但他并没有被赶出上帝的国。

相反，他领受了恩典得以相信耶稣，从而可以进入上帝的国。他得以承认耶

稣，耶稣已经在《马太福音》第 10 章 32-33 节应许说：“凡在人的面前认我

的，我也会在上帝面前认他。”愿这赐给我们勇气在社会中承认基督的名。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耶稣是好牧人。这其实是耶稣所讲的一

个比喻，用来警告门徒和耶稣撒冷来到祂身边的犹太人，警告他们那些法利

赛人和撒都该人是假师傅。然后耶稣说：“上帝的国好像一个羊圈。”我们现

在需要明白，在巴勒斯坦地区，羊圈是用石头建造起来的围墙，作为在夜间

保护羊群的围栏使用。牧人会坐在羊圈的门口。这样，耶稣就把上帝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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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比喻成羊圈，祂接着说：“我是好牧人，我必看守我的羊。我的羊，

他们听我的声音，他们跟从我，因为他们认识我是谁。我会带领他们到青草

地上。”我们要留心，当牧人带领他的羊从羊圈出来的时候，他不是把它们

赶出来，相反，他走在它们前面，确保前面的路是安全和畅通的。然后他会

叫自己的羊，他按名认识它们，羊会跟从他。但如果羊听见了生人的声音，

它们就会逃跑。然后犹太人问祂：“你说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耶稣开始解释这个比喻，祂回答说：“我就是羊圈的门。我就是好牧人。

我来为羊舍命。我来是为遵行我父的旨意和祂的诫命，就是我要舍命，好让

羊能进入属天的羊圈。我的羊，我的百姓，他们认识我的声音，他们听从我

的声音，他们必会跟随我。”这时，在犹太人中间为耶稣是否是基督起了纷

争。因为有许多人说：“祂是被鬼附着。”但其他人却说：“魔鬼如何能医治

一个瞎子呢？”这指的是前面发生的那个神迹。但我们看见，这里优美地呈

现出了大卫在《诗篇》第 23 篇所说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祂使我躺卧

在青草地上”。因此，耶稣是祂羊的牧人，祂在召聚祂的羊。有一天，当所

有的羊都被召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在那最后一

天，他们将会合成一群羊，归一个牧人，入一个羊圈。祂所有的羊，所有从

永恒中被拣选的人，他们必进入上帝的国，他们要在那里荣耀祂直到永永远

远。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