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LIND CHURCH IN A MIRACULOUS PLACE
在神奇之地蒙蔽的教會
「耶穌將近耶利哥的時候, 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討飯。聽見許多人經過, 就問是甚麼事。他們告

訴他, 是拿撒勒人耶穌經過。他就呼叫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吧。」在前頭走的人就
責備他, 不許他作聲; 他卻越發喊叫説：「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吧。」耶穌站住, 吩咐把
他領過來; 到了跟前, 就問他説: 「你要我為你作甚麼? 」他説: 「主啊, 我要能看見。」耶穌
說: 「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見了, 就跟耶穌一路歸榮耀與 神; 眾人看見這事, 也讚美
神。」(路18:35-43)
主在耶利哥附治好了一名瞎子。對於 神當時的子民, 這地方既有歷史上, 又有屬靈上的意義. 他
們的祖先曾經在此定意與他們從前為奴之地(參看書1:16)靈裡分開。整個世代的人都因缺乏信心,
而在曠野裡跌倒和倒斃了, 但約書亞卻即將要帶領下一代的人經過此地, 而進入不可思議的應許
之地。
約書亞也在耶利哥遇見了未道成肉身的基督。「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 不料, 有一

個人手裡有拔出來的刀, 對面站立; 約書亞到衪那裡, 問衪說: 「你是幫助我們呢? 」衪回答説:
「不是的; 我來是要作耶和華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 説：「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 「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書
5:13-15) 。
換言之, 祂說: 「我不要你的力量, 也不要你的才智或計劃。這是聖地。你若要因我而得勝, 就
要聽從我, 且遵行我的道路。」
耶利哥是個絕境! 根據一些歷史學家, 該城的城牆高30呎, 厚20呎. 其實, 其上可以駕行馬車.
當時的人都認為耶利哥是個牢不可破的地方. 雖然如此, 神卻應許約書亞說: 「看哪, 我已經把

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並大能的勇士, 都交在你手中. 你們的一切兵丁要圍繞這城, 一日圍繞一
次; 六日都要這樣行. 七個祭司要拿七個羊角走在約櫃前; 到第七日你們要繞城七次, 祭司也要
吹角. 他們吹的角聲拖長, 你們聽見角聲, 眾百姓要大聲呼喊, 城牆就必塌陷. 」(書6:2-5).
於是, 百姓按照指示而行. 他們在第七日呼喊, 城牆便塌陷; 他們佔領了該城(參看約6:20).

該地的歷史多麼不可思議! 多年後, 耶利哥依然是個神奇的地方. 畢竟, 應許之地總是個神奇的
地方. 神的子民在該城時, 都該存著敬畏之感. 你我每逢打開真道, 也該如此. 我們都該心存敬
畏, 深知經上的應許都是屬我們的!
瞎子看見了甚麼
請再看看聖經: 「耶穌將近耶利哥的時候, 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討飯。」(路18:35) . 請謹記,
約書亞所遇見的主當時又來到耶利哥附近了. 你要明白, 在歷史上某些時刻, 主會再次經過--當
衪定意與百姓相會, 且行神蹟.
這一次, 那瞎子坐在 神曾經彰顯權能的地方. 可是, 他前面不僅有又高又厚的牆; 他所面對的黑
暗是難以解決的. 除非有神蹟, 否則, 他的身體狀況不會改變. 然而諷刺性的就是, 他雖然眼瞎,
卻開始看見當時許多人所無法看見的. 許多肉眼看見的人反倒靈裡蒙蔽, 這不是很希奇嗎? 他們
預表了在神奇地方蒙蔽的教會.
於是, 那瞎子聽見眾人經過, 便問及有甚麼事情. 這是預表如今社會裡的人這樣説: 「那些信徒
上街去, 到他們所謂的教會裡聚集在一起…究竟意思何在呢? 他們為甚麼聚集在一起呢? 在那裡
有甚麼事情呢? 我想知道! 」你要明白, 我們認為世代的人心中飢渴起來了.
眾人回應瞎子, 說拿撒勒人耶穌正在經過(參看路18:37). 然而最具諷刺性的就是, 有關誰在經過
, 且主樂意行神蹟, 充滿私意的教會卻懵懵無知. 我不禁思索: 這瞎子有沒有想起曾經在耶利哥
大大得勝的事蹟呢? 他有沒有聽過從天而來的曾經親身向約書亞說話呢? 他不知怎樣的有所看見,
便開始呼叫説：「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吧。」(路18:38).
宗教上的蒙蔽
「在前頭走的人就責備他, 不許他作聲. 」(路18:39).我認為這節經文帶來了一個要緊的問題:
我們這些教會裡的人確實為著靈命復興而準備好嗎? 請謹記, 神再次開始感動人, 他們就會進入
教會; 他們不知道我們聚會的程序或所唱的詩歌. 他們只知拿撒勒人耶穌正在經過, 便呼求憐憫!
然而很可悲, 這情景裡的宗教群眾都著重形式, 以致再也看不出 神所希望回應的呼求. 他們甚至
不明白主在那裡的原因. 祂來是為要使瞎子看見, 釋放受捆綁的, 向貧苦的述說有關上天的寶藏,
醫治心靈憂傷的, 且釋放被擄的. 這就是主的事奉! 但是, 他們充滿私意, 再也無法領會這旨意,
便叫瞎子住聲.
「耶穌站住, 吩咐把他領過來; 到了跟前, 就問他説: 「你要我為你作甚麼? 」他説: 「主啊,
我要能看見。」」(路18;41). 換言之, 瞎子實在說: 「我想看見充滿希望的前途. 我想看見你的
榮耀彰顯在我心中. 我想看見出路, 脫離黑暗, 且得知神在身上的旨意. 但更要緊的就是, 我要
看見你是神的兒子! 」

「耶穌說: 「你的信救了你了。」」(路18:42). 於是, 我們看見耶利哥的「牆」再次塌陷了. 那
瞎子佔領了該城! 正如先知以賽亞說: 「瘸腿的把掠物奪去了. 」(賽33:23). 社會最料想不到的
人將會持守 神的勝利.
聖經繼續說: 「瞎子立刻看見了, 就跟耶穌一路歸榮耀與 神。」(路18:43). 靈命復興就是如此.
使徒行傳記載了初期教會的經歷. 眾門徒從樓房上出來時, 得了新鮮的異象, 說到 神透過祂的子
民所定意成就的事. 他們帶著榮耀和權柄說話, 三千人便放棄他們缺乏能力的宗教, 而與 神建立
活的關係(參看徒2).
謙卑的呼求
我認為主會再次經過美國, 也許是最後一次. 這是主多年來對我說過的. 正如瞎子呼求了, 屬靈
復興總必以呼求為開始的!
我們周遭的社會日趨衰敗, 我已聽見為要得自由的呼聲四起. 當呼聲進入人心時, 神必回應. 詩
篇107篇説: 「於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 衪從他們的禍患中領出他們來…祂就引領他們到所
願去的海口. 」(108:28,30).
呼聲是在個人的層面上開始的; 我曾身歷其境. 多年前, 我在婚姻上是個非常自私的人. 我因自
私而固執, 堅持己見. 師母極力向我說到我的過錯, 我便還擊, 指出她的錯處.
我終於對這件事厭倦了. 當時, 我們坐在我們農莊的廚房裡; 我內心突然發出了深深的呼聲. 我
渴望能成為合 神心意的人. 我從聖經上讀到為妻子捨己, 正如主為教會捨己; 也就是說, 我該如
何領導, 而不是要驅動家人. 我讀到真道, 便發現自己不對.
我坐在椅子上, 從內心深處說: 「主啊, 如果在這一切事情上釋放我, 賜給我你所應許的生命,
我就在餘下的一生為你而活! 」我發出呼聲, 有一道光就進入廚房, 臨到了我, 以致我受驚尖叫
起來. 我非常害怕, 極力躲開, 卻不行. 那道光臨到了我的眼睛, 直接進入了我的身體, 令我面
伏於地, 顫抖流汗. 那是我的但以理時刻. 然後, 我感到 神的聲音對我說: 「站起來, 我要向你
説話. 」於是, 我便站起來.
師母一直都在廚房裡, 看見了一切. 後來, 她說我開始引用了她知道我不懂的詩篇. 「我觀看你
指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甚麼, 你竟顧念他? 」(詩8:3-4). 神臨到了我
, 我便得釋放了! 那是我生命中的大轉捩點. 那時, 我的心確實開始改變, 我生命中的耶利哥城
牆也就塌陷了.
因此,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思量的問題就是: 我要瞎眼的坐在路旁, 或者謙卑自己, 向前邁進, 承
受我在主裡理所當然的基業嗎?
你在生活上也許有一座耶利哥堅固的營壘. 它也許存在已久(人家也這樣告訴你), 但你實在無法
逃避這經歷. 也許有聲音不斷告訴你, 說你不能超越目前的光景.

然而, 讓我提醒你, 主正在再次經過, 放膽告訴祂你所需的! 不要顧慮眾人的想法, 或要你住聲
的聲音. 務要勇於相信, 且領受 神的恩賜. 務要謙卑自己, 誠心呼求説: 「主, 大衛的子孫, 求
你憐憫我! 」
為著你前途所要得著的自由, 力量, 和盼望, 而呼求 神吧. 神必回應你的呼求, 使你得勝. 祂必
開啟你蒙蔽的靈眼, 賜你屬靈異象; 你會成為為著祂的榮耀有所佔領的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