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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第四，第五章 

馬可福音第 4-5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讓我們翻開聖經，馬可福音第四章。從第四章我們看見耶穌

開始在祂的事工裏，用比喻來教導人。人們常常對耶穌的比

喻有錯誤的認識。用比喻的目的，是為了把真理講得更明

白，而不是要隱藏真理。許多時候，當人們聽了太多的教導

以後，耳朵都麻木了，什麼都沒有進腦子去。就好像學生上

課的時候，如果注意力不集中，這時候老師講一個例子來說

明的話，就能很快地把學生的注意力再吸引回來。通常人們

對故事都非常感興趣，所以當你講一個故事的時候，馬上就

可以吸引別人的注意。在故事裏你可以不著痕跡的把你想要

傳達的真理講出來。耶穌講的每一個比喻的目的，都是在闡

明一個重要的真理；如果你用直接刻板的方式來教導，聽的

人是不容易接受的。 

但是當你用比喻來說的時候，你只不過換了一個方式，卻達

到了你的目的。有些比喻，人們一聽就懂了，而且能夠完全

明白其中的含意。但是當法利賽人發現，耶穌講的比喻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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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在影射他們的時候，他們就非常地生氣。耶穌講的比喻

當中，有不少是直接批評法利賽人和他們的態度的。有的時

候，耶穌講的比喻，門徒不太了解，他們就問耶穌說，“主

啊！您到底在說些什麼呢？”耶穌就會跟他們再解釋一下，

通常祂都是私底下再給他們講解。耶穌在這裏所講的比喻，

是有關天國的比喻，這個比喻也是了解其他比喻的關鍵，可

以幫助他們明白其他的比喻。我們在馬太福音第十三章已經

解釋過這個比喻；馬可福音記載的比喻比馬太福音的多一

點。 

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他只得上船

坐下．船在海裡、眾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上次我們談到，這時候群眾開始推擠耶穌，所以祂只好叫了

一條小船，在船上坐下來。因為有人發現，只要摸著耶穌，

他們的病就會立刻得到醫治，所以不論耶穌走到那裡，人們

就開始伸手摸祂，在前一章的第十節提到， 

他治好了許多人、所以凡有災病的、都擠進來要摸他。 

 結果人們就習慣了，不論有什麼毛病，只要去摸耶穌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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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可以想像，人們左推右擠地，就是為了要來摸你一

下，過了一段時間以後，你一定受不了了。 

有許多人到他那裏聚集… 

這裏說的許多人是指很多很多的人，我們待會兒再來談。當

他們坐船到了對岸，人們都聚集過來；聖經記載說，除了婦

人和孩子以外，只算男人就有五千左右。假如每一個男人都

帶一個婦女和一個孩子，那麼總共將近有一萬人聚集在那個

荒郊野地，聽耶穌的教訓。你可以想像，這一大群人跟著耶

穌走，最後祂不得不找條小船，稍微划到離海邊有一點距離

的海上，這樣祂就能跟岸上的群眾說話，而不至於被他們推

來擠去。 

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他只得上船

坐下．船在海裡、眾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在教訓之間、對他們說、

你們聽啊．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

旁的、飛鳥來喫盡了。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

發苗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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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落在荊棘裡的、

荊棘長起來、把他擠住了、就不結實。 

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發生長大、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

倍的、有一百倍的。又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那些人基本上是生活在一個農業社會裏；每個人的工作，多

少都離不開農業範圍。即使那些住在城市的人也會擁有一些

在鄉村的農耕地。他們通常會在那塊地上用石頭蓋一座塔

樓，就是瞭望台。在撒種和收割的時候，他們就住在這房子

裏，早出晚歸的去做撒種或是收割的工作。等冬天一到，他

們就搬回城市居住。所有人的工作都和土地有關，基本上是

一個農業社會。所以耶穌和他們談到撒種，這些跟他們生活

息息相關的農業話題，他們就容易懂。耶穌形容種子落在不

同情況的土地上，這對他們來說，也是再熟悉不過的了。 

我曾經上過一堂很有趣的課，一位社會學家談到美國如何從

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如何由農村逐漸都市化。他談到

這個轉變如何影響了整個美國社會，也影響了家庭的結構，

以及人們對生兒育女的態度。小孩在農業社會是很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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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個農家的孩子長到十八歲的時候，代表著相當於一万

美金價值的勞動力。他們從小就開始學習農事；他們學習怎

麼操作推土機，怎麼鬆土，怎麼收割。人們把孩子多，看作

是一個福氣，因為他們是家庭的資產。這也是為什麼農村裏

都是大家庭，因為都有很多孩子；每一個孩子都很受歡迎，

尤其是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受歡迎，因為男孩子比女孩子在田

裏更有用。 

但是當我們從農業社會演變到都市工業化的社會之後，每一

個孩子就成為家庭的負擔了。他們估計，現在要把一個小孩

從嬰兒培養到十八歲，或者到大學畢業，大概要花掉你很多

的錢。結果是，想到生孩子，人們就會問，‘我不需要孩

子，這只不過是增加我的負擔罷了’。孩子在家庭裏的價

值，毫無疑問地，完全改了。 

這位社會學家談到，‘除非你先了解這一點，否則你很難明

白，今天我們社會所面臨的種種有關孩子的問題；那些虐待

兒童以及其他很多令人無法明白的事情。但是只有一件事

實，我們了解到，從本世紀開始，美國已經從一個農業社

會，轉型為一個都市化的工業社會；小孩子不再是家庭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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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反而成為一個負擔，這樣我們才有辨法去明白這些問題

為什麼會發生。他說的，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而耶穌所談

的，是更容易讓他們明白；他和當時的人談他們熟悉的事。

這是非常重要的。耶穌用的這個比喻，是他們撒種的時候，

經常會碰到的。他所講的，是每個人都了解，也都容易明白

的事。 

無人的時候、跟隨耶穌的人、和十二個門徒、問他這比喻的

意思。耶穌對他們說、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

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叫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

聽見、卻不明白．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又對他們

說、你們不明白這比喻麼．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耶穌難道故意要把真理隱藏起來，免得人們悔改嗎？當然不

是。我已經說過，比喻是用來吸引人的注意力的，同時又能

把真理講得更清楚。那時候，人們不再願意聽教條式的教

導；然而他們還是需要聽神的話。就因為這樣，耶穌才用比

喻；雖然他們聽了不一定明白，重要的是他們還續繼聽。當

神審判人的時候，祂是很公平的。儘管有些人故意把自己的

心門緊緊地關上，但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聽到福音。當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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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拒絕神的福音的時候，你會發現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我們

怎麼去了解別人所說的，這是一件奇妙的事。常常有一些人

帶著心不甘情不願的態度來到教會，因為他們的朋友勉強他

們來的。 

結果你會非常驚奇地發現他們聽到的話；他們其實就是等著

要在雞蛋裏挑骨頭，好讓他們的悶氣有處可發。他們根本不

願意注意聽我傳講信息的內容是什麼。他們只等著要聽到一

些能讓他們挑毛病的話，就加以反駁，甚至如果有讓他們生

氣的話就更好，因為這樣他們就有藉口說，‘我再也不要到

這個教會去了。’他們根本沒有在聽，其實也不想聽；他們

只在找個藉口，以後再也不到教會罷了。 

又對他們說、你們不明白這比喻麼．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

喻呢。 

耶穌在這裏給我們一把開啟比喻之門的鑰匙。這個比喻含有

重要的解經定律。你們如果沒有辦法明白這個比喻，那麼你

們怎麼去明白其他的比喻呢？’這個比喻的要點就是：‘神

的話’種子’指的就是‘神的話’。這是打開比喻的之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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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匙中的一把。每當你看到任何比喻裏提到，‘有種子被撒

落在地’這句話的時候，就知道，種子指的就是神的話。耶

穌說，‘你們難道不明白這個比喻嗎？那你們要怎麼去明白

所有的比喻呢？’接下來耶穌就告訴我們，這些解經的定律

代表什麼意思。 

撒種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

撒但立刻來、把撒在他心裡的道奪了去。 

空中飛鳥來，把種子叼走了，其實就代表撒但，他把撒落的

種子給叼走了，以至於種子連生根的机會也沒有。 

那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立刻歡喜領受．但他心

裡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

迫、立刻就跌倒了。還有那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 

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進來把道

擠住了、就不能結實。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又領

受、並且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撒種的比喻，是形容神的話，在不同的人的心裏，以不同的

方式被接受。對某些人來說，種子連生根的機會也沒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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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心對神的話一點也容不下。他們的心既然是跟神的道對

敵，所以種子一旦落地，撒但立刻就來把它給奪去了，神的

話對他們沒有產生任何作用。另外有些人聽了，就非常興

奮，很歡喜地接受了神的話。當然我們也曾觀察過這些人，

他們一開始非常熱心，但是等到逼迫，試煉，或是考驗一

到，他們就立刻跌倒，因為他們的信仰沒有深入扎根的緣

故。他們有的只不過是情緒上的波動而已，他們經歷到喜

樂、興奮的感覺，但是沒有神的生命在他們裏面。所以當考

驗來了，他們就跌倒了。 

第三種人是我最感興趣的一種人，因為我認為教會裏屬於這

類的人，遠超過其他種類的人。這些人接受了神的道，這個

道也開始在他們的生命中成長，只不過是周圍長滿了荊棘。

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誘惑，和各樣的私慾，擠住了這個本來

應該在他們生命中產生的道，所以這些人就結不出真正的果

子來。主的心意是要每個人都結出果子來。‘因為你們多結

果子，父神就可以因此得榮耀’。我經常看到人為神所作的

工，受到攔阻和限制。他們的生命沒有辦法為神結出真正的

果子來，因為他們的心被世上許多的事物所纏累。他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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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他們也無意背逆神。他們愛主，心也向著神；但是他

們也同時愛這個世界，和屬世界的一切。以至於，他們的生

命始終不能達到他們該有的成就，為神的國度帶來無比的榮

耀；這都是因為世上的思慮，金錢的誘惑，和別樣的私慾，

擠住了神原本期望他們結出的果子來。 

在今天的世界，想要維持正確的優先順序，是件很不容易的

事。來自世界的壓力是這麼大，尤其我們處在一個非常重視

物質的社會裏，要能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是十分困難的。

第四種情況是我最關切，最想研究的。對我本身來說，這也

是整個比喻當中，我最關心的一部份。耶穌對祂的門徒說，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

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我的生命

能結出常存的果子來。 

耶穌又對他們說、人拿燈來、豈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

不放在燈臺上麼。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

事、沒有不露出來的。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耶穌經常在說話的時候，加上一句：‘你們有耳可聽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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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聽！’除非我們的耳朵向神的靈打開，否則我們不會聽

到什麼該聽的。只有當聖靈賜給我們了解的能力，不信主的

人是無法了解屬靈的事，也不可能知道，因為他們沒有那種

屬靈的鑒定力。在整本啟示錄，每當耶穌向教會說話的時

候，他總是一再地重複，‘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

的，就應當聽。’你們是世界的光，光本來是用來照亮黑

暗，不是要藏在燈台底下的。神給了你一盞明燈，不是讓你

只拿來自己用，而是要你把光帶給別人。 

又說、你們所聽的要留心 

我們常常會聽到人們說，‘嘿！不妨聽聽看，他到底說些什

麼。’你打開電視，看到一個人，頂著又高又尖的嗓門在說

話。人們說‘我們來聽聽他說些什麼。’主耶穌說，‘你們

要小心你所聽的是什麼。’有人說，‘我只要聽一下，他們

到底說些什麼，我想了解一下。’我認識一個朋友，他經歷

了很奇妙的悔改信主的過程。這個人住在郊區的一個小鎮

上，他是一個很成功的生意人，同時擁有五種不同的生意。

他是某個品牌推土機的代理商，又經營一家挖土公司，還有

其他各種不同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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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聖公會的教友，但是他是一個只有在聖誕節或復活節，

才去教會的基督徒。有一天晚上，他作了一個夢，夢見他手

裏抱著一個生病的孩子，他替這個孩子禱告，孩子的病得到

醫治。他醒了以後覺得那個夢非常的真實。後來他又作了三

次同樣的夢。第二天早上，他就打電話給牧師，告訴牧師昨

天夜裏的夢。牧師說‘我也不清楚你的夢代表什麼意思，也

許你可以打電話給保羅史密思先生，他也許可以幫你解釋這

個夢。’這個保羅就是我的弟弟。所以這個人就打電話給我

的弟弟，他就把聖經裏有關神的醫治的事情，解釋給他聽。 

當天晚上，他在回家的路上，順道把一個推土機的零件送到

一個客戶家去；因為那個零件是那個客戶急著要用的，所以

他想‘我正好可以在回家的路上給他送過去。’他到的時

候，那個客戶不在家，所以他就把零件交給客戶的太太並且

叫她告訴她的先生怎麼把零件裝到機器上。正當他準備離開

的時候，隔壁房間忽然有個小孩開始大哭的聲音。這個母親

就趕快去把孩子抱出來。他一看到這個正在哭的小孩，嚇了

一大跳，因為這個孩子正是他在夢裏的那個孩子。那個母親

說，她這個孩子不小心吞了汽油，燒傷了胃壁粘膜。每次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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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餓的時候，就忘了胃痛，吵著要吃東西；但是因為胃壁粘

膜受傷，食物一吃下去，胃就開始急促的收縮，孩子的胃就

會痛得受不了。而父母也束手無策，因為除了等傷口慢慢復

原之外，沒有任何的辦法。 

這時候，孩子很明顯的肚子餓了，就開始大哭；母難過得

說，‘你看，我只好再餵她吃了。’他就對這個孩子的母親

說，‘這位太太，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解釋，因為連我自己

也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事情是這樣的，昨天晚上我作了一

個連自己都不懂的夢，在夢裏我抱著一個孩子，而當我看到

你的孩子的時候，我認出她就是我夢裏的那個小孩。在夢中

我抱著她，替她禱告，她就得了醫治。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讓我抱你的孩子，替她禱告呢？’母親就說，‘當然，當

然’。所以他就抱起孩子來，為她禱告。禱告完了，小孩對

媽媽說，‘媽媽，我肚子好餓啊。’母親對那個人說，‘能

不能麻煩你等一下，我先餵她。’因為等一會兒，食物一進

到胃裏，她就會痛得大哭大叫了。所以他就在旁邊看小孩吃

東西，等著，等著，孩子吃完了以後，沒有任何不好的反

應，哇！她已經完全復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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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朋友當時真是傻住了，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經

歷。相信你們一定猜得到，他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認真查考聖

經，下功夫研讀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他覺得，主似乎在呼召

他作全時間的事奉，所以他就結束了所有的生意，進了克雷

蒙神學院。在當時這家神學院可以說是你所能找到，最為開

放的一間學校；我想，那裏面的無神論者以及不信的人，可

能比其他世俗的大學還要多。他坐在課堂上，聽那些教授蓄

意曲解神蹟，曲解神的話語，他們也否認耶穌基督的神性，

他們也不信耶穌是由童女所生，從死裏復活，等等。我這個

朋友其實只是想拿個學位，以後就打算在社區開始一個全時

間的事奉。他對自己說，‘我才不相信他們所說的這堆廢話

呢，我知道他們講的都不正確；我只要一拿到學位，就馬上

離開這裏，開始好好地事奉主。’ 

他以為自已已經準備好整套的防衛措施，教授說的他只要一

概擋回去就行了。但是，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他終於還是

把這些垃圾給聽進去了。耶穌說，‘你們要小心，你們所聽

的是什麼。’後來，他發現，當他和基督徒朋友談到某些聖

經經文的時候，他會說，‘你不可能相信這句話吧，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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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原文沒有這一段的。’這個時候他才明白，那些他以為

不會對他有任何影響的垃圾已經在他的思想裏生了根，完全

影響了他，也改變了他對聖經的態度和看法。 

他對在神學院所受的教導，感到非常地困擾，後來到了一個

地步，他實在沒有辨法再忍受下去，就要自行了斷生命。有

一個夜晚，他把車子開到郊外的橘子園，拿出手槍對準自己

的頭部，準備要開槍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已經完全迷

惑，無所適從了。但是就在那千鈞一髮的時候，主再一次對

他說話。後來他就離開那家神學院，跑到大熊湖附近成立了

一間教會，開始事奉神的工作。從他的經歷，更證明你必須

非常小心你聽的東西；因為一個人種什麼，他就會收什麼。

你不可能種屬肉体的，卻收屬靈的。你得注意你聽到的東

西，因為這些東西會留下痕跡，它會對你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實在不能接受別人任意把一些垃圾倒進我的思想裏。‘你

們要小心，你聽的是什麼。’ 

又說、你們所聽的要留心．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

甚麼量器量給你們、並且要多給你們。因為有的、還要給

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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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黑夜睡覺、白日起

來、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地生五穀是

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子粒。

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割、因為收成的時候到了。 

耶穌在這裏說的是，當神的話進入你的心裏以後，不知不覺

的，它就很奇妙地在你的裏面成長。每個星期日，你到教會

來，我們查考聖經，你聽到了神的話；這些話就是一粒種

子，種到你的心田。你回到家，上床睡覺，每天過著相同的

生活；但是神的話，其實已經開始起了作用。你也許不一定

會立刻看到變化，但是卻在慢慢地成長。它先發芽，再長

穗，穗上再長出一顆顆飽滿的子粒來。神的話語會給你的生

命帶來影響力，你會看到神話語的力量，你的生命也在無形

中被更新而變化了。神的話充滿了榮耀的能力，可以改變人

的生命。如果你種的是屬靈的，收的也會是屬靈的。有時候

我們會缺乏耐心，迫不及待地想要馬上看到效果。我們撒了

種，期待這些種子就像童話故事裏，傑克的那棵豆苗，隔夜

就成熟了，馬上可以拿來攀藤。我們想要馬上成長，然而屬

靈的成長，很多時候是查覺不出來的；祂是在你的生命中慢



17 of 39 

馬可福音第四，第五章 

慢的潛移默化。 

只有當我們回頭看，才發現原來我已經往前走的這麼多了。

‘現在我能看出神在我生命中所作的工，看到主已經帶領我

走了這麼遠的一段路。’這正是神的話語種到你心裏以後，

所帶出來美妙和寶貴的價值。你來到這裏，神的話語種到你

的心中；不知不覺地，你的生命就一天天，逐漸地產生了無

形的變化。隔一段時間之後，你就可以察覺到靈裏的變化和

成長。當你的生命開始結出屬靈的果子的時候，那真是榮耀

的時刻；你發現過去那些容易惹你生氣發怒的事，現在神已

經完全改變了你的態度。當你說，‘他們大概需要幫助，我

要為他們禱告。’你會察覺到自己的改變，你會想，‘這真

是我說的話嗎？哇，太奇妙了。’這時候，你就會清楚的知

道，神的話真是會產生作用的，就是一種生命的改變。而這

個改變，你不會察覺，你不需要掙扎，不用勞苦，不必努力

試著去改變自己。祂完全是聖靈在我們裏面所做的美好的

工；藉著神的話語，種在我們心裏，聖靈來澆灌、更新我

們，改變我們，使我們越來越有基督的形像。 

又說、神的國、我們可用甚麼比較呢．可用甚麼比喻表明



18 of 39 

馬可福音第四，第五章 

呢。 

下面就是耶穌所作的比較。 

好像一粒芥菜種、種在地裡的時候、雖比地上的百種都小、

但種上以後、就長起來、比各樣的菜都大、又長出大枝來．

甚至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他的蔭下。 

這些人的家裏都有自己的菜園子，長滿了各種的青菜，香

料，和芥菜。‘芥菜種，種了以後，就長得很大，比任何的

菜都大，又長出大枝來。’嘿，等一等，芥菜種是不可能長

得這麼巨大的，這明明就是一種不正常的成長。‘甚至天上

的飛鳥可以宿在它的蔭下。’哦，情況不太妙，因為天上的

飛鳥代表著撒但，它把撒下的種子給叼走了。‘基督徒’這

個名稱，最早出現在安提阿；當時安提阿人使用這個名稱，

形容那些言行像基督的人。他們說‘這些人就像基督一

樣。’這是基督徒真正的意思－像基督一樣。 

然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這個名稱有了更廣泛的意義。在

中東地區，如果你不是一個回教徒，你就是一個基督徒；在

美國，你如果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你就是一個基督徒。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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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說，美國是一個基督教的國家，但是其實她一點也稱不上

是個基督教國家。最近發生在西貝魯特，巴勒斯坦集中營的

事件，很明顯的，一點都不像基督所作的。耶穌說‘愛你的

仇敵。要善待那些恨你的人。祝福那些咒詛你的人，只要祝

福，不要咒詛。’耶穌教我們去愛和去原諒別人。他們說，

基督教游擊隊進來，大肆殺戮巴勒斯坦人，是完全錯誤的講

法。游擊隊進來是沒錯，但並不基督教的游擊隊。如果真是

基督教的游擊隊進來的話，他們一定會帶食物，衣服和藥

品，來幫助那些人。 

因為基督，教導我們這是該作的事。但是很不幸的是，撒但

四處安排了很多基督的敵人，特別是在報社，大眾傳播機

構；他們特別喜歡對這些基督教游擊隊的種種暴行，挑毛

病，想盡辨法把巴勒斯坦人被擊殺的這個事件，怪罪到所有

的基督徒身上，或是他們所痛恨的猶太人身上。結果我們看

到基督教或是基督徒，很不幸地因此而被醜化了。這星期的

報紙就出現了這麼一幅漫畫，在二號難民營裏，一個看起來

像個鬼怪的人物，手裡握著一把槍，槍口還冒著煙，腳底踩

著一具屍體；圖畫底下的標題寫著：‘衝鋒基督徒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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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報社用這個來攻擊每一個信耶穌基督的人。他們在嘲笑

你、我的信仰；正面攻擊每個真正屬神的兒女。這是一種褻

瀆神的攻擊，是一種很不公平的攻擊；可是他們一點也不在

乎公平不公平。 

然而我們必需服從，跟隨耶穌基督，因為我們是有基督形像

的人；我們應當愛他們，原諒他們。直到今天，在世界上仍

然有很多人，心裏存著非常強烈的反猶太人情結；這種情形

已經存在了好幾個世紀了。世界各地的人找藉口迫害猶太

人，為了要發洩他們對猶太人的仇恨以及憤怒。使徒保羅可

說是表達了真正基督徒的想法，他說，‘我內心對猶太人最

大的願望和禱告，就是他們能夠得到救恩。為了我的弟兄，

我的骨肉之親的緣故，我情願被神咒詛，使他們得以認識耶

穌基督。’很不幸的是，幾世紀以來，猶太人經常在基督教

和教會的名義之下，受到極大的迫害。我們在以色列的導遊

告訴我們，他最早接觸到基督教，是在阿根廷，當他年紀還

很小的時候。他第一天上公立小學，就有其他男孩子揍他，

罵他是“殺基督的兇手”。他每天都從學校跑回家，因為其

他小孩拿石頭打他，還罵他。他說，‘我根本不知道基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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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什麼人，但是因為小時候痛苦的遭遇，我倒是學會了痛

恨基督。’ 

你們如果這麼痛恨猶太人，你怎麼可能為耶穌基督嬴回他們

的心呢。仇恨某些族群，或是某些民族，根本就不合耶穌的

教導，因為耶穌教導我們，所有信祂的在祂裏面都是合一

的。”不分猶太人或希利尼人，化外人或聰明人，為奴的或

自由人，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個人之內”（歌羅西

書 3:11) 真正屬神的兒女，絕對不從別人的膚色來看人，神

造了所有的人，祂也愛所有的人，耶穌為每個人而死。沒有

任何一個種族比另一個種族更好；我們都一樣。我們都屬於

同一個人種，是屬基督的。雖然在很多教會裏，還存在著種

族歧視，但這種態度是不符合聖經，也不合主的教導的。令

人悲哀的是，今天仍然有不少教會還有種族偏見，結果在教

會裏，就發生了各種的恐怖事件，隱藏在教會的陰影之下。 

尤其是現代的教會，在世界教會聯盟這個超級組織的旗幟

下，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飛鳥。人們假借基督教的名義，

作了很多與耶穌基督絲毫扯不上關係的事情；基督的敵人，

撒但進入教會內部進行破壞的工作。‘一旦這個壞種子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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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以後，就發芽、成長，長得比別的菜都大，又長出大枝

來，。’這是不正常的成長；這不是真正的茁壯，是一種不

正常的發展。‘天上的飛鳥可以停宿在它的蔭下。’ 

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照他們所能聽的、對他們講道．若

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講．沒有人的時候、就把一切的道講

給門徒聽。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

罷。 

注意這幾個字，‘我們渡到那邊去吧。’ 

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

別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

滿了水。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

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麼。經過那麼多人的推擠，又

要摸祂，耶穌這個時候一定是累壞了。所以船一開始航行，

耶穌就睡著了。耶穌沉睡到一個地步，甚至連起了暴風，波

浪打到船上，他都不知道，還在睡。到後來，船裏幾乎滿了

水，門徒趕緊跑到船尾，叫醒耶穌，對他說‘夫子，我們快

要喪命了，你難道不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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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罷、靜了罷．風就止住、

大大的平靜了。耶穌對他們說、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

心麼。 

耶穌先叱責風浪，然後又叱責門徒；祂責怪他們沒有信心。

為什麼呢？因為當時船裏已經灌滿了水，幾乎快要沉了。耶

穌怎麼還責怪門徒沒有信心呢？但是你如果記得前頭，耶穌

說，‘我們渡到對岸去吧。’他並沒有說，‘我們從水底過

去吧。’如果耶穌說‘我們渡到對岸去吧。’那麼他們就絕

不可能從水底過去。你得了解說這句話的是神，神說到就一

定會作到。這也是為什麼耶穌會責備他們沒有信心。因為耶

穌已經對他們說過，他們要渡到對岸去。祂告訴過他們，

‘要留心你們所聽到的。’顯然地，門徒們並沒有注意他們

所聽到的話。 

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

他了。他們來到海那邊、格拉森人的地方。 

這個地區是在加利利海的東岸，靠近戈蘭高地和基列山的起

點。當年摩西帶著百姓，朝著他們將要征服的地方前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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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才剛走過約旦河的另一邊，爬山繞過摩押地，上到亞摩利

人的區域，來到這個位於加利利海的東邊。迦得一族的人就

來對摩西說，‘我們是牧羊人，這個地方是牧放牲畜的好地

方。請你就把這地給我們作基業吧。’這個時候他們已經擊

敗了亞摩力王，和其他的王。他們就說，‘讓我們在這定居

下來吧。我們才不稀罕迦南地的基業呢！’瑪拿西有半個支

派的人也跟著他們定居在那兒。約書亞很不高興他們的請

求，因為擔心他們想在這定居的念頭，會影響其它人也不願

意繼續前進去征服迦南地。 

他們說‘不會的，我們會派遣壯丁，陪你們去爭戰；等戰爭

結束之後，我們要回到這裏定居，因為我們喜歡這塊地。’

所以迦得一族和瑪拿西半族的人，就把這地作為基業，定居

下來了，世世代代住在這兒。後來這些人就被稱為格拉森

人，他們就住在約旦河和加利利海的另一邊。耶穌和他們就

來到海的另一邊，格拉森人的地方。 

耶穌一下船、就有一個被污鬼附著的人、從墳塋裡出來迎著

他。那人常住在墳塋裡、沒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鐵鍊也不

能．因為人屢次用腳鐐和鐵鍊捆鎖他、鐵鍊竟被他掙斷了、



25 of 39 

馬可福音第四，第五章 

腳鐐也被他弄碎了．總沒有人能制伏他。 

一個被鬼附的人，實在是好可憐。 

他晝夜常在墳塋裡和山中喊叫、又用石頭砍自己。 

馬可在這裏讓我們清楚看見一個被污鬼所折磨的靈魂。 

他遠遠的看見耶穌、就跑過去拜他． 

但是耶穌並不要污鬼來拜他。 

大聲呼叫說、至高 神的兒子耶穌、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

指著 神懇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穌曾吩咐他說、污

鬼阿、從這人身上出來罷。耶穌問他說、你名叫甚麼．回答

說、我名叫群、因為我們多的緣故。就再三的求耶穌、不要

叫他們離開那地方。 

路加福音提到，這個鬼央求耶穌，不要把它們趕到無底坑

去。等我們查考到路加福音的時候，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在那裡山坡上、有一大群豬喫食。鬼就央求耶穌說、求你打

發我們往豬群裡附著豬去。耶穌准了他們．污鬼就出來、進

入豬裡去．於是那群豬闖下山崖、投在海裡、淹死了．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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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約有二千。 

我們如果以為有兩千個污鬼附在那個人身上，那就錯了。後

來，當鬼進入豬群，使它們發狂；其他的豬群，就像牛群一

樣，也跟著恐慌起來，跟在後面亂跑。結果整群豬就闖下山

崖，掉到海裏去了。問題是，耶穌為什麼會讓污鬼進入這群

豬裏去呢。你回到摩西的律法，就會發現，猶太人根本不該

吃諸肉，這是不合律法的。所以養豬，其實也是不合法的行

業。毫無疑問地，這就是為什麼主會准污鬼進入豬群的原

因；對猶太人來說，祂等於是替他們除掉了一個不合法的行

業。 

放豬的就逃跑了、去告訴城裡和鄉下的人．眾人就來要看是

甚麼事。他們來到耶穌那裡、看見那被鬼附著的人、就是從

前被群鬼所附的、坐著、穿上衣服、心裡明白過來．他們就

害怕。 

這個從前沒有人能用鐵鏈捆住的，而且晝夜在墳塋裏和山裏

喊叫，又用石頭砍自己；從來沒有人能制伏的人，他經常赤

身露體，讓人覺得又可憐又可怕的人；現在居然安安靜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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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那裏，不但穿著衣服，而且神志也清醒，心裏也明白。 

看見這事的、便將鬼附之人所遇見的、和那群豬的事、都告

訴了眾人。 

那些親眼看見這件事的人，就把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

其他的人。 

眾人就央求耶穌離開他們的境界。 

他們對耶穌說，‘請你離開這裏吧。這些人竟然這樣的沒有

人性。這個可憐的人終於得到了幫助和醫治，他們不但沒有

感激耶穌，反而為了失去了豬群，對耶穌非常地不高興。他

們關心豬，比關心人更多。他們自己的後代子孫都還在身

邊；然而他們不關心其他人的需要。他們從來不會關心別

人。尤其是，當他們遇到利益上的衝突時，他們就要求耶穌

立刻離開他們那裏。 

耶穌上船的時候、那從前被鬼附著的人、懇求和耶穌同在。

耶穌不許、卻對他說、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將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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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那

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眾

人就都希奇。 

低加波利，是指十個城市。這個被醫治的人，就到處告訴別

人，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他成了一個活生生的見證。 

耶穌坐船又渡到那邊去、就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他正在

海邊上。有一個管會堂的人、名叫睚魯、來見耶穌、就俯伏

在他腳前、再三的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求你去按

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穌就和他同去、有許

多人跟隨擁擠他。再三的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求

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穌就和他同

去、有許多人跟隨擁擠他。 

耶穌回到迦百農，當地一個管會堂的人，名叫睚魯，很著急

地來見耶穌。他再三地央求耶穌，請注意他說的話，他說，

‘我的小女兒，快要病死了。’要打動一個男人的心，最快

的方式，就是用他的孩子。當你看到自己的孩子生病，看到

他們受苦，比其他任何事更容易使我們心痛。想想看，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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睜睜的看到自己的女兒快死了；在別的福音書裏說，這個女

孩子大約是十二歲左右。她是家裏唯一的孩子。十二年來，

她給家人帶來多少的歡樂的時光；這歡樂的氣氛也只有這個

小女孩才能做得到。但是現在，很明顯的，他的小女兒快要

死了，而他們在一旁什麼也幫不了她，只能眼睜睜的看她受

苦；這個父親的心都碎了。 

但是現在還有一線希望。不久前的一個安息日，耶穌在會堂

醫好了一個手枯乾的人；而睚魯很可能當時也在場。他仍然

記得自己和耶穌爭辨，在安息日治病是違法的。但是現在，

他面對這麼大的需要，情況的緊迫，逼得他只好拿走自己對

耶穌的偏見。一方面，他很想留在女兒的身邊，但另一方

面，他也知道，必須趕快為女兒尋求幫助；所以他就讓他的

妻子陪伴女兒，自己出去向耶穌求救。他找到耶穌的時候，

發現耶穌被人群擠在當中。情急之下，他奮不顧身推開眾

人，直衝到耶穌的面前，跪在地上央求耶穌，說，‘我的小

女兒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他知

道，即使是快死的重病，耶穌都能醫治。 

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隨推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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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又推又擠的，真是一群粗鹵的群眾。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醫生手裡、受了許

多的苦．又花盡了他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

了。 

這些醫生大概都有他們自己的偏方，相信她也全都試過了。 

他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雜在眾人中間、摸耶穌的衣

裳．意思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於是她血漏的源

頭、立刻乾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 

‘摸’的希臘原文是指‘緊抓住’或是‘用鉤子勾住’他的

衣裳，的意思。 

她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於是她血漏的源頭

立刻乾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 

她為自己的信心，定了一個標準，她想‘在這一刻要是能摸

著祂的衣裳，我就一定會得醫治。’有些人想知道，這種信

心和正面的宣告有什麼不同？如果她一面宣告說‘我得痊愈

了’，可是血漏的問題仍然存在；這就是所謂的‘正面宣

告’，基督教科學所教導的也是如這樣。人們對自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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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病了，我已經好了。’而實際上，你還是患血漏，

你的病仍然存在。 

這個女人說，‘這一刻要是我能摸著他的衣裳，我就一定會

好。’如果她真的好了。她為自己的信心設定了一個狀況，

然後踏出信心的腳步。假如她的血漏病還沒好，而她卻對自

己說，‘我覺得很好，我得著痊愈了，不再流血了。’這種

情況就只是‘信心的宣告而已，不是真的病得醫治。所以兩

者之間，絕對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十二年！根據猶太律法，

只要她繼續流血，她的丈夫就不能親近她。照猶太法規定，

凡她所摸過的東西，都變成不潔淨；不論什麼人碰到她，或

是碰到她摸過的東西，那個人也會成為不潔淨。結果她沒有

辦法再和家人住在一起，不能替他們準備食物或是照顧家裏

等等。 

最後，根據猶太律法，一旦她繼續流血，她在禮儀上就是不

潔淨，她不能進入任何敬拜的場所。十二年來，她一直活在

黑暗裏。但是對睚魯來說，十二年來他活在他可愛的小女兒

所帶來的歡樂裏，但是，現在這片陽光，就快要消失不見

了。對這個女人來說，十二年來，她活在被社會唾棄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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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而現在，那一線的希望已經垂手可得了。‘我知道，

只要我能摸著祂的衣裳，我就能得痊愈。’ 

於是他血漏的源頭、立刻乾了．他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 

在那一剎那之間，她可以感到那股震動，那股醫治的力量。

你曾經有過這樣被醫治的經驗嗎？你真的可以感到那股力

量，你會驚奇的大叫的。以前當我們還在另一個小教堂聚會

的時候，有一個星期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很不

舒服，我病了，起不來，沒有辨法去教會。我勉強的掙扎要

爬起來，為今天的講章再作最後的檢查工作，但是整個人就

是覺得非常難過，根本沒有辦法集中精神。後來我沒辦法；

只好到樓下去叫兒子起床。我跟兒子說，‘今天得拜託你替

我講道了，我病得很利害，人很不舒服，沒有辨法講道。’

他說，‘好，爸爸。’然後就馬上跳下床來，開始準備。後

來他替我講了第一堂的信息。當然他們在聚會中也宣佈說，

我病得很利害，沒辦法來講道，躺在家裏休息。事實上，我

真的是躺在床上，病得動不了。他們就開始為我禱告，求神

醫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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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我正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突然間，我感到神

醫治的大能臨到我的身上。我整個人就從床上跳起來；我太

太嚇了一大跳，趕緊問我說，‘你怎麼了？’我說，‘我的

病好了。’我立刻換了衣服，趕到教會，接著講第二堂和第

三堂的信息。我親身感覺到那股醫治的力量，我甚至可以感

到整個醫治的過程；它是那麼突然地就發生了。這是多麼榮

耀，多麼令人興奮的事。你就是能感到醫治的能力。我曾經

有過另一次的經歷，就是替一個發高燒的小女孩按手禱告。

我的手按在她的頭上，當教會的長老們和我一起為她禱告的

時候，我感覺到她的熱度就慢慢的退了。在我們禱告的時

候，她的額頭變涼了。她的母親是一位護士，剛剛才替她量

了体溫，燒到 103度。 

我就說，‘我覺得她的熱度已經退了。’所以她就再量一次

体溫，果然已經降到正常的體溫了。我可以感覺得到，神醫

治的能力。這個婦人也感覺得到，她知道她得了醫治，她感

覺得到身體的變化。當你經歷神的時候，那真是一種美妙無

比的感覺。你自己知道，不需要別人告訴你，你知道你得了

痊愈；你可以感覺得到。所以這個婦人馬上就知道，‘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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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血漏病已經好了。’ 

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眾人中間轉

過來、說、誰摸我的衣裳。門徒對他說、你看眾人擁擠你、

還說誰摸我麼。 

耶穌啊，你不要開玩笑了。我們使盡全力，想要從這群吵

鬧、擁擠不堪的人群中過去；你卻停下來，說“誰模了

我？”，拜託。 

耶穌周圍觀看、要見作這事的女人。 

這個女人心裏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而耶穌也知道發生了什麼

事。當耶穌問說，‘誰模了我？’她可能覺得很害怕，因為

她知道所發生的事。但是當她聽到門徒很有理地反駁耶穌，

說，‘主，你不要開玩笑了。看看這一大群人，每個人都是

又推又擠的。’她大概就放心了。這一大群的人圍著耶穌，

這些包圍在他四周的人群當中，有一個婦人摸了耶穌。也許

你離耶穌很近，但是卻不去摸他。你可以混在人群當中，在

擁擠的人堆裏，而不去摸耶穌。很多人推擠著祂，只有一個

人摸了他。結果就產生了巨大的分別；婦人摸了耶穌，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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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充滿信心的觸摸，結果帶來了完全的醫治。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耶

穌跟前、將實情全告訴他。 

我想，她坦白承認了所發生的一切。 

耶穌對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你

的災病痊愈了。 

許多人摸了耶穌，就得了醫治；這是很平常的事。第三章，

第九節，就有這樣的記載。到下一章，第五十六節的地方，

記著說， 

‘凡耶穌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裏，或鄉間，他們都將

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穌只容他們摸他的衣裳禭子；凡摸著

的人就都好了。’ 

這一段是唯一記載耶穌停下來，問說，‘誰摸了我？’不論

耶穌走到那裡，人們都想要摸他，既然這是經常發生的事，

為什麼耶穌要在這個時候，停下來，問‘誰摸了我？’尤其

是當睚魯的女兒已經快死了的時候，當時他是那麼的著急。

耶穌在這個時候停下來的理由，是因為他知道睚魯的女兒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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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死了。他也知道，報信的人也會很快就到了，而且當睚魯

聽到他女兒死了的消息之後，他會非常地悲痛，所以耶穌就

對他動了憐憫的心。 

因此耶穌一直在找機會，要讓睚魯聽到壞消息的時候，還能

存著一線希望。當耶穌對婦人說，‘你的病痊愈了。’睚魯

在旁邊親眼看到這個婦人只不過輕輕地摸了耶穌一下，耶穌

的大能就這麼流出來，治好了她這十二年之久的病；十二

年，恰好就是他享受，他那個可愛的小女兒所帶給他的甜蜜

的時光。當睚魯聽到女兒已經死了的消息，就轉身對耶穌

說，‘主啊，不用麻煩您了，已經太遲了。’耶穌只對他

說，‘不要怕，只要信。’耶穌已經為睚魯建立了信心的基

礎；他在最黑暗的時刻，耶穌給了他所需要的鼓勵。當睚魯

轉過身的時候，他一定是面無血色，臉色蒼白，哀傷無助的

樣子，‘主啊，太遲了，我的女兒死了。’他整個人陷入最

深的悲痛裏，一切都沒有意義了。他原本希望耶穌能趕到他

家，” 只要耶穌摸她。 

我知道，只要耶穌按手在她身上，她一定會痊愈的“。可是

現在一切都太遲了，我可愛的女兒已經死了。’耶穌只對他



37 of 39 

馬可福音第四，第五章 

說，‘不要怕，只要信。’這時候，耶穌攔住了群眾，不許

他們再跟著，祂說‘好了，到此為止。你們在這裏等著，我

一會就回來。’他就帶了彼得，雅各和約翰，連同女孩的父

親，一群人趕往睚魯的家。耶穌不讓眾人跟隨，是為了他們

能快一點到；否則，這一大群人拖著你，會花更多的時間才

能到。 

他們來到管會堂的家裡、耶穌看見那裡亂嚷、並有人大大的

哭泣哀號。 

在那個時候，以色列那時的習俗是，當你所愛的人過世的時

候，人們都要嚎啕大哭，來表達你對那個人的愛；你哭的越

大聲，就表示你越悲傷，你對死去的人的愛也越深。所以那

個時候，就有一些職業哭手，專門幫別人哀嚎。每逢有人家

裏辨喪事，喪家就會雇他們來家裏哭，這樣鄰居才會知道喪

家的哀痛有多深。常常有人快要過世的時候，這些哭手就得

準備好，在旁邊侍候；等病人一死，他們就開始大哭，好像

要通知所有的鄰居，喪事已經臨到這個家了。所以，當耶穌

到的時候，已經有人在那裏，大聲的哭泣哀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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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裡面、就對他們說、為甚麼亂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

了、是睡著了。他們就嗤笑耶穌．耶穌把他們都攆出去、就

帶著孩子的父母、和跟隨的人進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著

孩子的手、對他說、大利大古米．〔翻出來、就是說、閨

女、我吩咐你起來。〕那閨女立時起來走．他們就大大的驚

奇．閨女已經十二歲了。耶穌切切的囑咐他們、不要叫人知

道這事．又吩咐給她東西喫。 

耶穌在這裏講的是亞蘭話，這可能是他們的家鄉話。耶穌通

常講希臘話，而這個家庭則是講亞蘭話。這就是為什麼馬可

記載說，‘大利大古米。’翻出來就是，‘閨女，我吩咐你

起來。’更白話一點的翻譯是，‘我的小綿羊，起來吧。’

耶穌用很親切、溫柔的口吻在和小女孩說話。耶穌看著睚魯

這個十二歲女兒的小小身體，他親切的對她說，‘我的小綿

羊，起來吧。’ 

那閨女立時起來走，她當時已經十二歲了。他們就大大的驚

奇。耶穌切切囑咐他們，不要叫人知道這事；又吩咐給她東

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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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為什麼耶穌要把這個小女孩，救回這個充滿罪惡、

痛苦和紛擾的世界？讓她留在天堂與父神在一起，不是遠比

在這個令人傷心，痛苦的世界好嗎？為什麼主耶穌還叫她回

到這個世界呢？唯一的理由是，耶穌憐憫孩子父母那顆傷痛

的心。耶穌這麼作，完全是為了父母的緣故，不是為了孩子

的緣故。因為孩子的父母是這麼的傷痛，耶穌憐恤他們，就

讓小女孩死而復生了。如果只為小女孩著想，耶穌是會讓她

留在天上，遠離這個世界所有的紛爭，動亂，和痛苦。但是

為了她的父母，耶穌就把小女孩給帶回來了。 

下次我們要看第六章。這是很長的一章，所以我們今天就先

停在這兒。 

願主與你們同在，祝福你們，有美好的一個星期。讓神用祂

自己的話，改變你們的生命，願你們能看到那些種在你們心

中的種子，開始結果子。願基督的道，藉著信，豐豐富富地

居住在你們心裏。願主以祂充滿愛和力量的觸摸，來摸著你

們的生命。奉主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