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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八-九章 

馬太福音第八-九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請大家翻到馬太福音第八章，在馬太福音五章一開始，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

來。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馬太福音 5:1-2) 

到這兒，我們已講了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都是關於耶

穌在山上講道。 

從第八章開始， 

耶穌下了山，有許多人跟著他。(馬太福音 8:1) 

在宣告了神的國度，天國的情況，和將進入天國居住的人之

後，耶穌從山上下來，開始顯示天國裡的活動及天國時代的

景象。 

我們讀以賽亞書第三十五章時講到有關天國時代，比如聾子

能聽見，啞吧能讚美，瞎眼能看見神的榮光，瘸腿的能歡跳

躍。整個天國是個恢復原狀的樣子。但是今天當你觀察周遭

的世界，你看不見神當初創造時的神聖美意;今天當你看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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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人，你不能理解神的原意，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創世紀 1:26) 

因為今天我們只見到一個墮落的世界和人類，我們不能理解

神創造的本意，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對神感到困惑。 

你或許會問:怎麼慈愛的神會讓世界變成今天這個局面?但實

際上你所見的現實世界是在違背神的旨意，對抗神的天國，

用一句話說就是“我們不需要神的統治”，你所見的現實世

界，人們認為他們自己比神更會管理自己。我們現在所見的

是人們拒絕神支配他們生活的悲慘結局。但當耶穌再一次來

宣告神天國的榮耀時，祂開始展示天國的前景。 

耶穌下了山，有許多人跟著他。(馬太福音 8:1) 

當耶穌上山的時候，只有祂的門徒跟著祂， 

祂就開口教訓他們說、(馬太福音 5:2) 

這登山寶訓不是對那些群眾，而是對祂的門徒。從字面上

看，登山寶訓不太適用我們現今時代，它主要是對天國的時

代。但這寶訓無疑地適合於那些已經是天國的子民。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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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祂適合我們，因為我們是屬於祂的一部分，我們已經跪

拜在祂跟前。 

當耶穌下山之後，那些群眾也跟著祂。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他。(馬太福音 8:2) 

痲瘋病在那個時代是個很可怕，令人討厭的疾病。當時痲瘋

病是完全無法痊癒的。現在痲瘋病雖不能痊癒，但用藥物可

以控制。現代人為了避免痲瘋病的惡名，稱之為 Hansen病。

但“痲瘋病”這名詞在我們的印象中仍有一種反感，排斥的

感覺。因此人們不再稱之為痲瘋病，而是用韓森 Hansen醫生

的姓命名為“Hansen韓森”病。韓森 Hansen醫生是世界上

第一位分離痲瘋病菌的醫生。 

因此，這是被社會所排斥的人。一個痲瘋病人必須大叫“不

潔淨！不潔淨”來引起別人的注意，因而人們不會太靠近

他。假如說你從一個痲瘋病人的順風向走近他，在 150英尺

之內，痲瘋病人就要開始叫喊“不潔淨！不潔淨”，除非你

自己要冒險接近他；假如說你來自逆風向，在 300英尺的地

方痲瘋病人就要喊叫“不潔淨！不潔淨”。這個人就因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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痲瘋病而被社會排斥。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馬太福音 8:2) 

似乎意識到主的大能， 

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馬太福音 8:2)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他的大痲瘋立刻就潔

淨了。(馬太福音 8:3) 

這是件很有趣的事。首先，有些人會抱怨耶穌違背了律法，

因為觸摸痲瘋病人是不符合律法的。如果你摸了痲瘋病人，

儀式上你就不潔淨了。你就不能進入神的殿。就好像你碰了

死人的屍體，首先，你要經過聖殿的潔淨儀式。但事實上並

不像你所知道的，也不是像犯罪那麼可惡，事實是當耶穌摸

了他，他的痲瘋病就痊癒了。對此，人們仍然有爭議。 

但對我來說，有趣的是當痲瘋病人問“如果你願意”，耶穌

的回答是“我願意”。現在有些人反對我們的禱告“主，如

果你願意，事即成”。我不反對這種禱告。事實上，我認為

我們老是假設或以為我們明白神的旨意是什麼，這是個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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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誤，並以為神的旨意就是會醫治每個人，這也是不符合

聖經教導的。以使徒保羅為例，神沒有醫治他身上的刺，撒

但的爪牙就攻擊他。為此，保羅三次請求主叫刺離開他，最

後主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歌林多後書 12:9) 

因此，當我向神祈禱我個人的身體需求時，我不認為這是缺

乏信心。當我說“主，你的旨意必成就”時，我認為這是偉

大的智慧和信心，是我對神完全的許諾。當人們對此一事實

爭辯或貶低時，我很難接受。我一點也不害怕神的旨意。事

實上，我害怕任何事不是出於神對我的旨意。我實在不願意

脫離神的旨意。正如使徒保羅所說：我所想要的就是不管是

生抑是死都應要榮耀主。因此，我心最關切的是榮耀主名，

其他都不重要。 

我信許多數情況下，主的回答是“我肯，你必潔淨”，但

是，主也許會說不。因為我已把自己完全交給主，無論主的

旨意如何，我都必須欣然接受。如果主說“我肯，你必潔

淨，讚美主! 但是，如果主說這是我與你建立起關係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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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完全信賴祂，你也讚美主! 

我想向你們啟示一些事實和主的榮耀。把主的榮耀帶入你的

生活，因著這榮耀，你會大大的被提昇。你必須經歷到肉體

的軟弱，因為那會提醒你人類本身的本質，而我將要帶你進

入更高的境界與層次。 

我說讚美主！主的旨意定能實現。我對此毫無疑問。當耶穌

對痲瘋病人說“我肯，你潔淨了”，病人立刻從痲瘋病中潔

淨了。 

然後耶穌對他說， 

你切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獻上摩西所吩

咐的禮物、對眾人作證據。(馬太福音 8:4) 

對我來說有趣的是即使在摩西的律法中也有治不能醫治的病

的條文規定。在摩西律法中說， 

長大痲瘋得潔淨的日子、其例乃是這樣 (利未記 14:2) 

因此主制定律法條文使他去作違背自然的事，也就是治癒痲

瘋病。因此，即使在律法中，主為痲瘋病人潔淨那天，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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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的奇蹟主已經制訂條文。 

在痲瘋病人潔淨的那天，他要前來並帶上兩隻鴿子。一隻是

要被殺死，把它的血放在一個盆中，另一隻沾一下血，然後

放走它。痲瘋病人要經過這個潔淨的儀式，這個美麗的儀式

是當主在你的生命動工時，生命就得著全新的釋放。 

主對他說：遵守律法，去見祭司，並且讓祭司察看你的身

體，你就待在房子裡七天，讓祭司再檢查你的身體然後宣佈

你已潔淨，並獻上你的禮物。主告訴他前去完成律法。 

耶穌進了迦百農、(馬太福音 8:5) 

現在人們稱迦百農為“神的城”，它是耶穌在加利利海的總

部所在。我了解為什麼，因為它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光從

美學來看，我就很喜歡這個地方。你們知道，我很喜歡水，

藍天和它周圍的一切。真是個美麗的城市，我能理解為什麼

耶穌把總部建在迦百農。 

當他進入迦百農時， 

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馬太福音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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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百夫長是個羅馬士兵。耶穌第一個幫助的是百夫長患痲

瘋病的僕人，一個由於疾病而被社會排斥在外的人。第二個

是外邦人，是個以色列以外的人。這個羅馬百夫長上前請求

他， 

說，主阿！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疼苦。耶穌

說，我去醫治他。百夫長回答說，主阿！你到我舍下，我不

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馬太福音

8:6-8) 

他可能覺得如果他帶主回他的家，他的妻子可能會殺了他。

因為她沒有機會把家裡收拾好。因此他請求主不要到他家

中，只請求主說出，他的僕人就會治癒。但是請注意他對權

勢的理解。 

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說：去，他就

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作這事，他

就去作。(馬太福音 8:9) 

我知道權勢是什麼，主，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

我了解權勢；在權勢下有所謂的權力鏈，我在人的權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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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在我的權勢之下。一個人不能指揮不屬於他管的人。

你看，如果你能找到一個不在別人權威下的人，那人只能是

美國總統。如果一個人沒有“我在人的權下”的概念，那麼

結局是可悲的，會成為暴政。當我意識到雖然我有權勢，但

我仍在別的權勢下，我一定是在主的權勢下，沒有人能真正

統治不在他權威下的人，並且理解權威的原理。 

因此，我在別人的權勢下，但我也有士兵在我的權勢下，我

知道什麼是權勢。我說讓他去，他必去，叫他來，他必來。

主，我知道你有這個權柄，你只要說出這句話，我的僕人就

會得醫治，你不必親自到我的宅中，我真的不配，你只要說

就行。 

耶穌聽見就希奇，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麼大

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馬太福音

8:10)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有信心的以色列人—他來自外邦，來自羅

馬帝國，他在以色列的管轄之外，但他卻展現了對耶穌的崇

高信心。主，你不必親自去，只要講出此話。我知道主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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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你只要講出即可。接下來耶穌繼續在這些外邦人中預言

神的偉大功蹟。 

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馬太福音 8:11) 

這裡東部和西部是指外邦國家。許多來自非猶太人，並與亞

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同坐。有趣的是當我想到天國，我通常

想到的是保羅，約翰和許多新約聖經中的人物，我很少真正

想過與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同坐席。我相信那將是種很

激動的感覺，但還有許多其他的人物。我想過與大衛相處將

會是很不錯。我喜歡以利亞，以利沙以及猶太勇士這些人。

但按耶穌所說天國也包括那些外邦人。 

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在那裡必要哀哭

切齒了。(馬太福音 8:12) 

因為猶太人拒絕了耶穌基督，所以神榮耀的好消息將會被傳

到外邦人當中，並且許多外邦人將成為神的國度的一份子。

而那些猶太人的孩子，那些亞伯拉罕的後代，因為他們拒絕

他們的救世主，所以他們進不了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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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百夫長說：你回去罷！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

時，他的僕人就好了。(馬太福音 8:13) 

接著，耶穌在一個婦人身上展現了奇蹟。在那特殊的文化背

景裡，婦女不像今天這麼受尊敬。在那時代，當一個懷孕的

婦人即將臨盆時，大家會帶著禮物聚集在她家一起慶賀。當

接生婆從房裡出來，叫著“是男孩”，大家便開始盡情慶

祝。如果接生婆出來說是女孩，那麼所有的客人便收走帶來

的禮物，回自家去。 

耶穌摸的第一個人是個痲瘋病人，是個被社會所遺棄的人。

摸的第二個人是個外邦人，是個受以色列人所排擠的人。第

三是個被人看不起的婦人。我們知道耶穌從來沒有看不起任

何人，也從不排斥任何人。神的國度不排斥任何人。 

耶穌到了彼得家裡，見彼得的岳母害熱病躺著。耶穌把她的

手一摸，熱就退了。她就起來服事耶穌。(馬太福音 8:14-

15) 

她弄些吃的給他們，用物質的方式服事耶穌，給祂食物也等

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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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

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這是

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

們的疾病。』(馬太福音 8:16-17) 

在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中，以賽亞預言主的使者彌賽亞時說

到，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

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以賽亞書 53:5) 

現在有些研究聖經的學者們只想把它應用在靈魂的醫治，但

是舊約中真正最好的注釋並不一定是像今日宣稱自己是聖經

學者的人所做的。今天對舊約最好的注解就是新約。在新約

中，受聖靈的啟示，馬太宣稱當耶穌在彼得家中，祂醫治了

所有來看祂的人的疾病。當耶穌替人 

治病時，以賽亞的預言得以實現。因此，馬太擴展了以賽亞

的預言，即包括了身體的醫治和靈魂的醫治。 

當我們在享用聖餐時，耶穌拿起了餅並把它擘開時，說:拿去

吃，這餅是我為你們捨的身體，吃了為了紀念我。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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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產生疑問：耶穌的身體是何時破碎的？從福音中我們知

道耶穌的身體並沒有破碎，也就是說祂的骨頭並沒有破碎。

雖然猶太人已經徵求巡撫，允許他們打斷犯人的腿，以加快

他們死亡，因此犯人的屍體不會在安息日仍掛在十字架上。

但當他們趕到的時後，耶穌已經斷了氣。他們見耶穌已死，

非常驚訝，因而沒有打斷他的腿。這應驗了聖經詩篇第三十

四篇中的話，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折斷。(詩篇 34:20) 

因此，這預言是“連一根也不折斷。”事實上，做為獻祭的

羔羊，他不能有破碎的骨頭。他拿槍扎在耶穌的肋旁，隨即

有血和水流出來。但當耶穌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捨有古卷作擘開〕(歌林多前

書 11:24) 

他一定是指當他們在他背上留下三十九條鞭痕時，祂所受到

的折磨。這當時是種審訊方式，好讓犯人供出罪狀來。 

你記得，當保羅在亞波尼亞 Antonio要塞的台階上，問長官

他是否可以對那些企圖殺害他的猶太人講話，他得到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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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是保羅開始講到：眾人啊！我很了解你們的感受，我

曾經與你們一樣。唉！我曾經一心一意想要拆毀基督教會。

實際上，我押那些被主的名呼召的人，在往大馬色的途中，

突然，天上出現一道光，我就仆倒在地。聽見主對我說：為

什麼你要逼迫我？我要呼召你去外邦人那裡。 

當保羅講到“外邦人”一詞時，這些猶太人就很生氣。他們

開始向空中揚土大喊大叫，撕扯衣服，並試圖成群圍攻保

羅。那個官長說：把他帶到裡面。保羅用希伯來文跟那些人

說話。那個官長聽不懂，於是官長問保羅“你對那些人講了

些什麼，讓他們如此憤怒？”然後他命令用鞭打拷問這些

人，查出他到底講了些什麼？保羅說“等一下。鞭打一個沒

判罪的羅馬人合法嗎？官長問他“你是羅馬公民嗎？”“當

然是”保羅答道。官長說：我花很多錢，才買了這羅馬公民

身份，你是怎麼成為公民的？保羅說：我生下來就是。 

但那是當時羅馬政府的政策。他們在犯人的背上打上三十九

條鞭痕，以讓他承認他的罪狀。就像是一隻綿羊被剪羊毛之

前，牠並沒有開口招供，而是牠們的身體被動刀。這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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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怪異想法的行為，而是神的計劃。我們也許會問，為

什麼神讓祂的兒子去受如此的痛苦和折磨？以賽亞預言告訴

我們， 

“由於他受的鞭傷，你們被治癒”。 

彼得引用此預言，講到， 

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得前書 12:24) 

當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有關耶穌的最後晚餐，特別是他們

對最後晚餐的濫用時，保羅指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身體軟弱

並且疾病纏身，因為他們不了解主的身體。換句話說，他們

不曉得擘餅的真正含義。 

因為人喫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喫喝自己的罪了。

(哥林多前書 11:29) 

你們沒有真正了解耶穌為承擔我們的苦難和病痛時所受的折

磨的偉大意義。所以當人們不了解主的身體，因而無法得到

耶穌基督在這件事上所要成就的美意。 

因此，馬太擴展了耶穌受難的含義，這包括了身體的醫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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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身體有關的一切。但今日許多人卻試圖使這含義只侷限

於靈魂的醫治。如果你只將其應用在靈魂的醫治，驅除罪惡

等等，你們可能沒有一個堅固的信仰基礎。但確定這也是可

以應用在身體的需求。 

耶穌見許多人圍著他，就吩咐渡到那邊去。有一個文士來，

對他說：夫子，你無論往那裡去，我要跟從你。(馬太福音

8:18-19) 

他準備離開前往湖的另一邊時，他說，無論你到那裡，我都

跟從你。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

方。(馬太福音 8:20) 

換言之，他說這上前來的文士是一種衝動。有許多人都會一

時衝動的說：喔！我要獻身給主。而主卻警告人們要清楚所

付的代價。無論我到那裡都跟從我，數算一下這代價啊！ 

“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算一下所付代價。祂並沒有說不要跟從我。祂只是說在你上

船之前，先考慮一下代價，考慮一下作門徒所要付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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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馬太福音 8:21) 

現在我們講到上週我們研讀耶穌基督主權論點的矛盾。當許

多人前來說“主啊！主啊！”時，還記得彼得怎麼回答的

吧，我們說這是個很典型的矛盾演說。這裡，另一個矛盾演

說是“主啊，我第一”。噢！那是不對的，主必須是第一。

“主啊，讓我先，第一”，那你是把天國解釋錯了！ 

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馬太福音 8:21) 

你說“等一下，那是理所當然的，不是嗎？”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罷。(馬太福音

8:22) 

耶穌說放在首位。當時那個跟隨者的父親很健康。那只是普

通用來拖延的一句話。我想要去做，但還沒有準備好。將來

有這麼一天，我父親去世，讓我先為我父親送葬。這不過是

在拖延而已。當時人們用此拖延，既然父親十分健康，能再

活二十年，但將來總會有這麼一天我會跟從你。要讓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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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請先等些時候。主是非常反對這種拖延的，應該把主擺

在第一位。“讓那些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來跟從我吧！” 

耶穌上了船，門徒跟著他。海裡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

浪掩蓋。耶穌卻睡著了。(馬太福音 8:23-24) 

但這並不是第一次或唯一的一次耶穌搭乘小船渡加利利海的

時候遇見風暴。在湖的北邊起風暴是常發生的。在那兒起風

是件見空思慣的事了。在海法地區，有一個狹谷，狂風經常

由此突然而起。我曾經親眼所見加利利海從風平浪靜到狂風

巨浪，從 Chinnereth谷刮的狂風讓加利利海起了九、十呎高

的大浪。所以這並不算是只發生一次。 

現在看來有可能是撒但在背後企圖毀滅耶穌。這時海中狂風

大作，船幾乎快被大浪所吞噬，而耶穌正在睡覺。當耶穌乘

船時，經常是在睡覺。 

門徒來叫醒了他，說：主阿！救我們，我們喪命啦。耶穌

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膽怯呢？於是起來，斥責風

和海，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眾人希奇說，這是怎樣的

人，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馬太福音 8: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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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耶穌顯示了他對風雨的權柄。在福音書中一處講述此

故事時，提道，耶穌對他的門徒說“讓我們渡過到對岸的格

拉森”。這可能是為什麼耶穌斥責祂的門徒信心太小。因為

他們害怕會被淹死。而耶穌卻說乘船而上，到海的對岸。當

耶穌說渡過，你絕對不會被淹死。因此當他們叫醒祂，說

“主啊！你不擔心我們快被淹死了嗎？”耶穌斥責說“你們

的信心到那裡去了？你沒聽我說渡過到對岸的格拉森，你們

這些信心不足的人，為何如此膽怯呢？” 

耶穌既渡到那邊去，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兩個被鬼附

的人，從墳塋裡出來迎著他，極其兇猛，甚至沒有人能從那

條路上經過。(馬太福音 8:28) 

福音書中在其它的地方告訴我們其中一個可能比另一個更邪

惡。 

耶穌既渡到那邊去，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兩個被鬼附

的人，從墳墓裡出來迎著他，極其兇猛，甚至沒有人能從那

條路上經過。(馬太福音 8:28) 

最近，考古學家在格拉森地區的另一端意外地發現了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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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分有趣的是，當他們在建造一個戈嵐 Golan的新公路

時，他們開始挖掘這座古城。實際上這條公路因此移了些許

位，以便讓這個古城遺址繼續挖掘。因此我們可以比較肯定

的指出當時那群豬，掉進海裡的山崖峭壁，因為我們現在已

經發現了在海的另一端的格拉森遺址。 

因此，當時那些被鬼所附的人居住在那墳墓裡。 

他們喊著說， 神的兒子，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時候還沒

有到，你就上這裡來叫我們受苦麼。(馬太福音 8:29) 

首先，這些人身上所附的鬼辨識出耶穌來，同時也知道耶穌

是誰。 

他們喊著說， 神的兒子，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馬太福音

8:29) 

你們還記得雅各書吧。當你說你信神，你知道那是件大事。

魔鬼們也相信，它們有些害怕耶穌的出現，於是說， 

時候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裡來叫我們受苦麼。(馬太福音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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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它們知道它們的時候已到。它們知道耶穌有權柄管轄

它們，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明瞭， 

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翰一書

4:4) 

我們現在處於屬靈的爭戰裡，但我們並不須懼怕那些可怕的

敵人，因為我們有更大的力量—神的靈與我們同在。 

離他們很遠，有一大群豬喫食。(馬太福音 8:30) 

當時在以色列那是非法的行業。根據當時的摩西律法，養

豬，有豬，吃豬肉是違反律法的。 

鬼就央求耶穌說，若把我們趕出去，就打發我們進入豬群

罷。耶穌說：去罷！鬼就出來，進入豬群，全群忽然衝下山

崖，投在海裡淹死了。(馬太福音 8:31-32) 

太巴湖只有一處陡峭的山崖，它離最近發現的格拉森城只有

幾英里。 

邪靈能附身在人的身軀，控制人。耶穌在世時趕過很多鬼。

當耶穌差派門徒出去時，也給門徒趕鬼的權柄和能力。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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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後面還會提到。當一個人的身體被邪靈所侵佔，他往往

會失去他個人的能力，而這些邪靈能透過這些人講話。 

這並不是迷信或古代迷信的一部分。即使現在，仍有不少記

載的這種邪靈的經歷。有一本名為“世界各地魔鬼的作為”

的書。此書彙集了來自世界各地傳教士們與邪靈打交道的經

歷與見證。 

其中一個最典型的現代經歷，有一個叫可萊蕊塔 Clarita的

女孩。那是發生在 1947年。 

當時在菲律賓發生一件很不尋常的事，當這女孩從昏迷中醒

過來時，她身上佈滿了被咬的傷痕，包括她的背上和脖頸，

這些她自己不可能咬到的地方，並且全身鮮血淋漓。政府把

她關在 Bellevue監獄以保護她的生命。馬尼拉市的市長請來

了最著名的心理學家為她做心理分析並照出病因，但最終都

無法對此病作解釋，無法醫治。 

最後，他們請來了兩位傳教士，巴柏 Bob Mc Allister 和 

賴司 Lester Sumrall，賴司 Lester Sumrall 後來寫了一本

書題為“為鬼邪所咬傷”，書中所寫就是關於可萊蕊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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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ta 的書。 

並且當時生活雜誌也對此進行了專門的報導，登出了她以及

身上咬傷的照片。這在當時心理學界是件很有趣的事。透過

巴柏 Bob Mc Allister 和賴司 Lester Sumrall的輔導，這

女孩子從邪靈中解脫出來，接受了耶穌。 

這些魔鬼知道耶穌和祂對他們的威力，他們知道他們的時候

到了。看來願意侵入到人的軀體，不願魂體分開，但他們的

確喜歡與軀體共存。現在耶穌說當一個鬼魂從一個軀體驅除

後，它會經過各種野地繼續尋找一個地方棲身，也許是個房

子。如果它找不到的話，它會回到原來那個被趕出來的房

子。如果它發現這房子已清洗、裝飾過了，它會出來再招七

個鬼魂，共同寄住此房。因此，這個人的情況會必原來更惡

劣。 

這些事我不喜歡談論。我是盡可能敬而遠之。但是有時我們

必須驅除這些邪靈。對牧師來說，這是一項很難、很不舒服

的職責，我從沒有真正喜歡過 

因此他們哀求耶穌讓他們逃到這群豬當中。當他們逃到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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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便衝下這陡峭的山崖，淹死在湖水中。 

放豬的就逃跑進城，將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

都告訴人。合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既見了，就央求他

離開他們的境界。(馬太福音 8:33-34) 

來聽他講道？或接受他？都不是。 

合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既見了，就央求他離開他們的

境界。(馬太福音 8:34) 

你在搗亂我們的飯碗，你扼殺了我們的盈利，離開此地！這

些人對自己利益的興趣勝過對那兩個被鬼附身的人。人們請

主離開，實在是一件令人傷心的事情。但這種事在今天卻經

常發生。因為他們以為主破壞了他們的計劃。 

耶穌上了船，渡過海，來到自己的城裡。(馬太福音 9:1) 

他所在的城是迦百農 Capernaum，我說過，這是他的總部。 

有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到耶穌跟前來。耶穌見他們的信

心，就對癱子說：小子，放心罷！你的罪赦了。(馬太福音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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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可以想像他的朋友們有多麼失望。 

我肯定他們腦海中希望的是耶穌治好他的病，使他能夠站

立、走路。所以當耶穌對他說， 

小子，放心罷！你的罪赦了。(馬太福音 9:2) 

可能令這些人失望了，這個癱子可能更失望。但實際上，耶

穌首先給了他最大的禮物。 

實際上，你的罪被赦免比你的病被治癒更重要。有什麼比我

們得救更重要嗎？沒有！得救比治病更重要。主在我一生中

所作的最大奇蹟是使我得救，使我的罪得赦免。可悲的是，

人們卻經常說主在他們的人生中沒做出奇蹟。那麼，你是不

是重生了？是的，那是主能夠為你所做的最偉大的，當你首

先想到主所為你做的，其他的事就很簡單了。 

小子，放心罷！你的罪赦了。(馬太福音 9:2) 

哦！但是我們經常弄錯緩急輕重的先後次序，因為我們重視

物質的東西，輕看靈魂的。耶穌一再地強調靈魂是最重要

的，物質的東西是次要的。因此，耶穌先從靈魂領域上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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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小子，放心罷！你的罪赦了。(馬太福音 9:2) 

有幾個文士心裡說，這個人說僭妄的話了。耶穌知道他們的

心意，就說：你們為甚麼心裡懷著惡念呢？(馬太福音 9:3-

4) 

當祂在講道的時候，祂知道我們的想法嗎？“你們為什麼心

懷惡意呢？”祂的確知道你的想法，祂知道人們的心中在想

什麼。於是耶穌說， 

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那一樣容易呢？(馬

太福音 9:5) 

至於說的部份，你的罪得赦免了比站起來走容易多了。但是

當你說站起來，走，卻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如果這個癱子不

能站起來行走的話，那說明祂沒有特殊的能力。因此，站起

來行走立刻顯示了你說的是否有威力。這立刻出示的證據，

因為我們的物證證實你的話有威力。 

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那一樣容易呢？(馬

太福音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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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的罪被赦免容易得多。 

你們要知道，我在地上有赦罪的權力。(馬太福音 9:6) 

換句話說，我要向你展示我的話有力量，你要知道我有權力

赦免罪。因為那是在靈魂領域的層次，你不能親眼看見，現

在我要給你們提供一些物質上的證據。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

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罷。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眾人看

見都驚奇，就歸榮耀與 神。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

(馬太福音 9:6-8) 

請注意， 

就歸榮耀與 神。 

耶穌說，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6) 

耶穌就是這樣做的，把榮耀歸於神。 

耶穌從那裡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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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福音 9:9) 

馬太是一位收稅官。Capernaum迦百農是這些城市中的一個

收稅站。主要是要使那些來自北部和峽谷地區，以及 Golan

戈嵐和加利利海周圍的人，讓他們能夠在攜帶貨物進入時，

在這個城市繳交關稅。 

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耶穌在屋

裡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

同坐席。(馬太福音 9:9-10) 

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先生為甚麼和稅

吏並罪人一同喫飯呢？(馬太福音 9:11) 

在當時那種文化中，與誰同席吃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在人們的文化意識中，與誰一同吃飯，就會變成那個人。因

為當我們一起用餐，一起共食一條麵包，我遞給你，你剝一

塊吃，我剝一塊吃。當我吃那個麵包的時候，它被我的身體

吸收，成為我身體的一部份。當你吃你的麵包的時候，你吸

收它，成為你的一部份。因此，以一種十分神秘的方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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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彼此成為對方的一部份。我與你成為一體。因為我吃的麵

包成為我的一部份，那麵包同時成為你的一部份。 

因此，你從來不隨便與人同席用餐，除非你要與那人一樣，

和他成為一體。這就是為什麼那些見到耶穌與罪人和稅吏同

席用餐，感到非常吃驚。難道你要變成一個罪人，和罪人同

等嗎？是的，他與罪人同等，以便那罪人與他一致，並接受

他的權威和赦免。 

因此他們上前質問耶穌的門徒，為什麼？ 

耶穌聽見，就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

著。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

思，你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馬

太福音 9:12-13) 

在何西阿書中，主對以色列人民說“我喜歡忠貞的心，勝過

於祭物。我讓你們叫更多的人認識我，過於他們獻上的燔

祭。”因此耶穌在引用何西阿書中的經文，他對這些法利賽

人說道， 

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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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那時，約

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你的門徒

倒不禁食，這是為甚麼呢？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

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

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馬太福音 9:13-15) 

因此，當耶穌與門徒們在一起的時候，他的門徒不禁食。

“但我升天的日子將會到來，當我升天之後，他們會禁食

的。”然後，耶穌講破舊立新的真正意義。 

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

服，破的就更大了。(馬太福音 9:16) 

在那時代，人們一般用的布料都沒有經過縮水處理。如果你

把一塊從來沒有縮過水的新布補在一個已經被水洗過多次的

舊衣服上，當這塊新布第一次用水來洗的時候，它就會皺

縮，而且會把原來的破洞弄得更大。因此，耶穌在告訴人們

“你們不要企圖用新布補舊衣服”。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

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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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保全了。(馬太福音 9:17) 

這裏，從基本上來說，耶穌用此為例來反對當時的舊約宗教

體系。我真正的目的並不是要改革猶太教，如同用新布補舊

衣，或者用舊袋裝新酒一樣。 

我確信這個例子也能夠應用在現今時代。我確信當主決定要

建立新功績的時候，主經常需要越出已形成的宗教體系。我

不知道歷史上是否記錄過在一個宗教派系裏的真正信仰復

興，偉大的信仰復興通常伴隨著一個全新的宗教派系的形

成。正如這裡所講到的舊皮袋。因此我們可見主的偉大功

蹟。 

我個人確信神必定像長新皮那樣為他所要做的事做。在過

去，我發現我自己在試圖把新酒放在舊皮袋中，而卻把皮袋

弄破，處於一種被挫敗的處境。人們都認為我是一個逆反

者，不守法的人，因為我不贊同他們那種傳統的舊約宗教體

系。為什麼我們不能單純地回到聖經裏頭，按神的話去做

呢？這看上去雖然很簡單，但是舊的皮袋不能接受，因為他

們已經成為傳統，是非常不容易去作任何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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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仍然有許多人在做把新酒小心翼翼地裝到舊皮袋中的

事情，總是試圖不要把舊皮袋弄破，不讓酒漏出來。但是人

們最終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那至少

是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我女兒剛纔

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馬太福音 9:18) 

我們可以想像，當時這個人一定很絕望，但是卻有如此大的

信心，向耶穌祈求說“我的女兒死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

去摸她，她就會活過來”。 

耶穌便起來，跟著他去，門徒也跟了去。有一個女人，患了

十二年的血漏，來到耶穌背後，摸他的衣裳繸子。因為他心

裡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穌轉過來看見他，就

說：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從那時候，女人就痊愈

了。(馬太福音 9:19-22) 

現在，我要指出這件事的獨特性，就是這個女人的信心。我

認為在很多時候，我們對主能做一件特殊的事情沒有懷疑，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進到實現信心的境界。雅各書說，信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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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為是死的。信心需要產生行動。不只是停留在我知道神

有能力做，我相信神有能力。而是相信神現在就要成就。當

我這樣宣告神的能力的時候，我的信心就活了。 

在這個女人的腦海中已經確定了激勵自己信心的時刻，這時

刻就是當我摸祂的衣襟的時候，我就會被治癒了。因為她已

確定激勵信心這一時刻，所以當她摸耶穌衣襟的時候，她驅

動了信心時刻，她就痊癒了。 

因此，我認為這裏顯示了長者們為你祈禱的價值。正如聖經

中所講的，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

主的名用油抹他(按手)，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

那病人。(雅各書 5:14-15) 

我認為按手禱告是實現信心的最佳方式。我知道如果我的身

體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了，長老們為我禱告了，主必將使我康

復。因為主已經對此做出承諾。這表示著一個人實現信心的

時刻，只要他們一禱告，主必能使我康復。 

耶穌意識到奇蹟已成，就轉身對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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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從那時候， 

耶穌並沒有說“我的信”， 

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從那時候，女人就痊愈了。 

耶穌到了管會堂的家裡，看見有吹手，又有許多人亂嚷，(馬

太福音 9:23) 

這通常是在外邦人的地方所流行的一種風俗。當某個人病重

或是病危的時候，人們就會聚集在一起，大聲喧叫，吹打，

發出很大的喧鬧聲，用來驅除鬼邪。 

就說：退去罷！這閨女不是死了，是睡著了。他們就嗤笑

他。眾人既被攆出，耶穌就進去，拉著閨女的手，閨女便起

來了。於是這風聲傳遍了那地方。耶穌從那裡往前走，有兩

個瞎子跟著他，喊叫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罷。耶穌進

了房子，瞎子就來到他跟前。耶穌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

麼？他們說：主阿，我們信。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說，照

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罷。他們的眼睛就開了。耶穌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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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囑咐他們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們出去，竟把

他的名聲傳遍了那地方。他們出去的時候，有人將鬼所附的

一個啞吧，帶到耶穌跟前來。鬼被趕出去，啞吧就說出話

來。眾人都希奇說，在以色列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法利賽人卻說，他是靠著鬼王趕鬼。(馬太福音 9:24-34) 

請注意，在我們繼續查考過程中，過一會兒我就會提到所謂

不可原諒的罪。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

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

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

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

去，收他的莊稼。(馬太福音 9:35-38) 

耶穌就是這樣傳教的。請注意，耶穌並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

模式。今天，人們經常試圖為神形成一種模式，確定神的活

動，劃定方法和工具的圈子。我們用這些微小的，可以稱之

為罐裝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讓我們看看，你的問題是什麼？

它的答案在第十七章，你看這裏，一、二、三、四，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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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點一點的數下去，按順序。因此，人們經常喜歡把神侷

限於常規裏，放在一個盒子裏，把祂和某種方法聯繫在一

起，特別是如果這種方法起過作用。 

我對此很自責。我知道你們在想我以前幹了什麼，當時很有

效果。但是我要知道，我所幹的和當時有什麼不同?如果你想

得到同樣的感受，那麼你似乎是把功勞歸於我，而不是歸功

於神的神聖事工。 

因此，耶穌對某些人做出信心的挑戰。那個死了的女孩肯定

沒有信心。因此你不能說因為她的信心，她被治癒了，但是

緊接著對那個瞎子，他卻問道“你們相信我治好你們嗎？”

他們回答說：“相信，主”，於是耶穌說：“好吧！照你的

信心，你治癒了吧！”他們的眼睛便睜開了。那個患血漏的

女人說，我只需要摸一下他的衣襟，耶穌對她說： 

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馬太福音 

她對主的信心使她康復。 

因此，在我們的生活中，神不是用固定的方式為我們賜福。

當某些人的經歷與我們相同時，我們會問“這怎麼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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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們會問這人你是怎麼辦到的，我要學會這個公式，

我要學會這個祕密方法，並照著作。但是神並不將祂自己侷

限於常規或模式，因為我們每個人是不同的，神以各種不同

的方式，按我們每人的不同需要為我們賜福。神具有偉大的

適應力，祂按我的個性和我的需要來幫助我，我為此深愛

神。 

因為我與主之間獨特的個人關係，主真是太好了。主瞭解我

的個性和喜好，我就是我，神瞭解我並且愛我。祂與我的個

性打交道，並為我們在座的人在一對一的基礎上打交道，我

們不應該把主模式化。比如說，主是這樣賜福給我的，因

此，如果主不用同樣的方式賜福給你們，那麼，你還沒有真

正得到主的保佑，如果主對你的保佑與我的不同，那麼你去

另組你的教派，我另起爐灶了。 

另外一次，有十個痲瘋病人走向耶穌，耶穌並沒有摸他們，

對他們說， 

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馬太福音 8:4)。 

如果這十個人與今晚講到的人聚在一起，喔！祂沒有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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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你沒有得到我所得到的，耶穌摸了我，所以你不能屬於

我們的教會，我是屬於被耶穌摸了的教會，你們不是。 

是的，神創造人也是個個不同的，每個人都有他獨特的個

性。神用不同的方法來觸摸我們。不要把神侷限在一種模

式，也不要渴慕別人的經歷。積極與神建立你和祂獨特的關

係。試著去經歷祂，但是有時我們會放棄，因為別人有領

受，而你卻沒有同樣的經歷。不要灰心，神用來改造更新我

們的生命的方法是層出不窮的。 

不錯，我們已經查考完了兩章。我們可真是百分之百按照進

度查考呢。下一週起我們將從第十章開始。但是或許我們能

查到第十一和十二章。我想多花點時間第十三章有關天國的

比喻。但是倒過來查考後面的經節可能不太好。所以，下週

我盡量只講第十、十一和十二章，其中包含的內容很多，特

別是我要花些時間講一個問題，就是許多人不能接受第十二

章中所講的，耶穌不能解除不能原諒的罪。 

現在請大家站起來一齊祈禱，我們十分感謝主的愛和聖靈在

我們生活中所做出的奇蹟般的事蹟，並且每天都為主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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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慈愛和恩賜所感動。主對我們真是太好了。主與你在一起

是你的榮幸，我為此而感謝主！我有時作惡夢，夢見我在其

他的地方傳道。當我早上醒來，我特別高興。除這裏之外，

我別無喜歡。因為主的榮耀和見證必要從這裏向世界各地傳

開來。 

願主賜福給你，並繼續保守你。也願主慈愛的手在新的一週

中保守你的心懷意念。願你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去體驗主在你

生命中的旨意。願你的每一天所言所語都充滿著對主的信

實。願你在新的一週中，能夠更成長、更接近主，我們這樣

祈求，是以基督耶穌的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