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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畫簡介

封面的图画「进入耶路撒冷」（Entry	Into	Jerusalem）

是一位十四世纪有名的畫家乔托•迪•邦多内（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画的，是他在 1305年完成的帕多

瓦的竞技场教堂（Arena	Chapel	in	Padua）的壁画（fresco	

painting）中之一。画有二公尺高，185公分宽。是属于早

期文艺复兴的作品。乔托开始按照自然来绘画，离开更早

期拜占庭绘画的传统，被称为是文艺复兴绘画之父。这个

教堂的壁上是很多乔托画的有关耶稣基督以及圣母马利亚

的一生的画。这个「进入耶路撒冷」是画出来在棕榈的主

日，主耶稣骑着驴子，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民众在他的

前面用衣服铺在路上，手上拿着棕榈树枝欢迎他。这幅画

是与第八篇信息“你看到了荣耀的君王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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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感谢神，给我机会出版了五本的讲道集。第一本是关

于基督教基本教义，接着四本是关于四本福音书。我可以把

我讲过的 52篇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信息，全部收集出版，是一

件很令我感恩与欢喜的事。主耶稣祂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让

我们看到祂，就是看到神。福音书里面记载关于他的一切，都

值得我们仔细的学习，传扬，与模仿。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可以经由他与神和好，认识真理，获得生命。他的出生、

被钉十字架、复活是我们必须传讲的事迹。他的教导是我们

必须了解的，尤其是他使用比喻的教导。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一共记载了耶稣说的 41个比喻。在我的四本讲道集里面有十

篇是有关他说的比喻。另外，他的神迹奇事是我们要感恩接

受的，它们表现出来他是神与有神的能力，与他怜悯同情那些

有疾病困难的人们。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一共记载了耶稣行了

35个神迹。在我的四本讲道集里面有十一篇是有关他行的神

迹。尤其是马可福音里面，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记载耶稣的神

迹（Placher,	William	C.	Mark.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10.	p	76）。所以在这一本马可福音的讲道集，有五篇

关于神迹的信息。

我在 2004年开始牧养教会之后，就决定要认真的讲关

于主耶稣一生的道。在我的四本福音讲道集所收集的 52篇信

息，绝大部分都在我牧养的三个教会讲过：圣路易中华福音

教会，新泽西主恩堂，曼城华人基督教会恩典堂。我感谢这

三个教会的会友们接受我对他们的教导。对于这本马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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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三篇信息，我也谢谢在下列的一些教会的邀请，让我传

讲其中的信息：在美国 Fairbanks	(AK)；	Birmingham	(AL)；

Fremont	(CA)；Norwich	(CT)；Chicago	(IL)；Louisville	(KY)；

Springfield	(MA)；Baltimore,	Ellicott	(MD)；Ann	Arbor	(MI)；

Raleigh	(NC)；Middletown,	Randolph	(NJ)；Monroe	(NY)；

Dayton	(OH)；Philadelphia	 (PA)；Cordova	(TN)；Arlington,	

Beaumont,	College	Station,	Fort	Worth,	Houston,	McAllen,	Port	

Lavaca,	Stafford,	Victoria	(TX)；Sterling	(VA)；Bellingham	(WA)；

在国外Madrid,	Malaga	(西班牙 )；Christchurch	(新西兰 )；以

及台北怀恩堂，中台神学院，圣光神学院，与台湾浸会神学院。

我感谢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弗 1：4），给我一

些经历来塑造我。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处，就是让我能够在成圣的过程上不断地进步，愈来愈像主耶

稣一样（罗 8：28-29）。我感谢神，让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

家庭。我的外祖父母，在美国的宣教士到中国福建传福音时，

悔改得救。我的父母带领我上教会，学习真理。当我年少无知

反叛神的时候，他们为我祷告。我感谢他们的教养与祷告。我

在大学时，认识了我的妻子，我感谢她在相夫教子上，认真的

帮助我。我感激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多的基督徒朋友们，给我

榜样与勉励。愿这本书，由很多书籍中得来的帮助，可以帮助

许多人。愿神得到一切的荣耀，愿耶稣基督得到一切的赞美。

哈利路亚！阿门！

陈　达　牧师

于　美国德州休斯顿城

202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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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綜覽

一、序　論

马可福音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简明与行动。马

可福音是很短，比马太路加福音都短，但是，他也包

含了耶稣所有重要的事迹。马可福音谈到耶稣的行

动用希腊字 εὐθὺς（eutheos，at	once，1：10,	18,	20,	

21,	29...）清楚的描绘，这字可以翻译为立刻，随即，

马上。在整本书中这字出现了四十二次。耶稣是不断

的执行圣父的旨意。马可常使用希腊未完成式动词

（在过去时间的连续行为）也带出来了耶稣连续的行

动的味道。

大部分新约的学者接受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

里面写的最早的一本。他们的理由有五点：（1）马

可是四福音书中最短的；（2）马太与路加很多地方

与马可相同；（3）马可里面事情先后次序很合理；（4）

马可用字较无修饰；（5）马可的神学观点比较原始。

（Carson,	D.	A.	and	Douglas	J.	Mo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secon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5.	p	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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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　者

约翰马可是使徒彼得的门徒，虽然他的名字并

没有出现在本福音中，他被帕皮亚斯（Papias，c	60-

130）和后来其他的作者们认定是这本福音书的作

者。马可的名字（约翰马可）可以在使徒行传与使徒

书信中找到（徒 12：12,	25；13：5,	13；15：37-39；

提后 4：11；西 4：10；门 24；彼前 5：13）。因为

他母亲家是耶路撒冷教会聚集祷告的地方（徒 12：

12），他常常有机会与马太和约翰碰面。后来在罗马，

他见到了路加（西 4：10,	14）。

马可的母亲是耶路撒冷的有钱人家。彼得一出

监牢，就到他家。他的表兄（舅舅）巴拿巴也是有钱

人（徒 4：37；西 4：10）。在巴拿巴与保罗第一次

去耶路撒冷，救济饥荒之后（徒 11：30），巴拿巴

就带着马可去安提阿教会。在保罗与巴拿巴的第一次

宣教旅程，马可做逃兵。第二次宣教旅程，保罗不要

与马可同行，所以保罗与巴拿巴分道宣教（主后 50

年）。一直到主后 60年，保罗与马可恢复关系（西 4：

10；门 24）。在更晚期，主后 64年，保罗在提后 4：

11说到马可对他有益处。在彼前 5：13，有说到马可

与彼得的关系（彼得称呼马可做儿子）。所以马可与

早期教会的关系非常深厚（主后 30-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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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

主后 263-339年）引用帕皮亚斯（主后 130年）说，

马可记下彼得的讲道，马可是“彼得的解释者”。

尤西比乌斯也引用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主后 150-220年）说，大家要求马可写

出来，彼得也同意马可写出来，而且可以在教会公

读。教会传统都同意马可是作者，而且与彼得有关。

马可记录彼得关于耶稣的生平的讲道。比较彼

得的布道内容（徒 10：36-43）与马可福音，我们可

以看出前者为耶稣生平的大纲，而后者给予更多的细

节。马可福音可以说是口传福音（kerygma）的延伸，

做为教导教义之用（catechetical）。

三、日期与目的地

马可福音的写作时期，是由我们对同观福音书

的看法来决定，假如我们接受马可是最先写出来的，

那我们会把它写作日期放在最早（主后五十几年），

而把马太与路加放在较晚的时期。在二世记的教父

爱任纽（Irenaeus，130-202；	Against Heresies III,	1,	i）

说，马可在彼得离开罗马之后，把彼得所讲的耶稣生

平记载下来。这里离开，如果是指彼得去了别的城

市，那时间会在主后六十年之前，如果离开是指离开

人世，那马可写作的时间是主后六十七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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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在彼得活着的时候记录他的谈话。马可的

记录在彼得死前就已流通，这影响了马太与路加的

写作。如果马可福音没有很早就正式出版，那在彼得

死后，有需要把福音的事迹系统化的呈现，马可于是

写出了整部福音书。因为第十三章完全没有记载到

主后六十六到七十年犹太战争的影响（没有说圣殿

已经被毁），所以如果马可没有早写出来，那根据帕

皮亚斯，我们可以说福音书的写作日期在主后六十五

年到六十七年的短暂期间。

根据传统，马可在罗马撰写福音书，并以罗马

人为主要的读者。这部福音相对较少的引用旧约，

更多解释许多的犹太人用的亚兰字汇（例如 3：17；

5：41；7：34；15：22）与传统（7：1-4；14：12；

15：42）。马可连续简明提到基督的工作，特别合

罗马读者的胃口。另外，本书的拉丁化（用钱币，

军事等的罗马字汇），也使这些读者觉得亲切。与

马太福音相比较，马可不谈耶稣的家谱，不说旧约

预言的实现。

四、目　的

本书的开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1：1）

表示作者所要记录的内容。重要经文（10：45）“因

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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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被视为一个完美与

忠实的仆人。耶稣是一位受苦的仆人，那是与以赛亚

书 53章有密切的关联。根据这些叙述我们可以观察

得到以下：

1.	马可的目的是有条理的显示基督救赎工作的重要。

所以在本书中，这些工作事迹比正式教导更有比

较重要的角色。

2.	马可心中也有着传福音的目的，他想把福音带给

整个罗马世界。

3.	马可在圣灵的影响下，把彼得讲过耶稣的生平写

下来。彼得是基督的第一手见证人。

五、大　綱

I. 序言（1：1-13）

II. 神的国度的宣讲	（	1：14─ 8：26	）	─	人子

服事的工作。

III. 神的儿子的受难	（	8：27—15：47	）	─	人子

舍命作赎价。

　1.	期待	（8：27—10：52）

　2.	成就	（11：1—15：47）

IV. 结尾：	复活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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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　點

1.	这部福音的一个显著特性是关于受难周的叙述占

了一个很大的篇幅，这个部分占了全书八分之三，

这样的着重表示基督的救赎并不在于祂的生平或

教导，而在于祂的钉死与复活。

2.	马可福音记载的神迹，相对说来比其他福音书多。

本书三分之一是关于神迹的叙述（Placher），有

19个神迹（Cox	and	Easley）。

3.	如果说马太福音为基督绘了君王的形象，马可福

音提供了一连串关于基督的小品文。他的记录可

以说是一系列关于祂在不同情况与环境的惊鸿一

瞥，全部是为了让人感到惊奇进而相信祂。

4.	这一本书有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在基督被出卖的

那晚上，客西马尼花园里出现了一个不知姓名的

年轻人（14：51,	52）。他是谁呢？他又为什么在

那儿呢？教会传统上认为那年轻人就是马可，他

见证了那晚所发生的事。

5.	马可很多次记载耶稣不要门徒说出去他是谁，这

是所谓“弥赛亚”的秘密（Messianic	Secret）。尤

其在他的变形之后，他要门徒们不要对人说看到

了他的荣耀，要直到人子从死里复活（9：9）。

为什么耶稣不要人说？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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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做代罪的羔羊，不是政治上的弥赛亚（10：

45）。他不要人们拥护他，而阻扰了他的十字架的

道路（1：45）。他也不要被人看为行神迹的人，

而忽略了他要医治人心灵的疾病。在他复活之后，

门徒们了解他第一次来的目的之后，他就差派他们

出去，到全世界去传讲福音（太 28：7,	8,	18-20；

可 16：7；路 24：9,	44-47）。

七、內　容

就如同其他的同观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一

样，马可花了大篇幅讲述基督在加利利的传道。序言

（1：1-13）提到了施洗约翰的传道，基督受洗与受

撒但诱惑。

I.	序言：准备出来，耶稣的资格（1：1-13）

1.	施洗约翰做先驱（1：1-8）

2.	耶稣的受洗（1：9-11）

3.	耶稣受试探（1：12-13）

接着本书讲到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与呼召

西门彼得及安得烈。很明显的各项事情以时间顺序

编排，包含了许多神迹与比喻。

II.	神的国度的宣讲─人子在加利利服事的工作（1：

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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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耶稣的神迹奇事，他的能力（1：14	—	5：43）

引言（1：14-15）

1.	呼召前面四位门徒（1：16-20）

2.	在迦百农的工作（1：21-34）

3.	在加利利旅行传道，医治一位麻疯病人（1：

35-45）

4.	与文士及法利赛人的冲突（2：1	—	3：6）

5.	耶稣得众望（3：7-12）

6.	设立十二位门徒（3：13-19）

7.	被指责为魔鬼附身，耶稣警告不能被赦免的

罪（3：20-30）

8.	主耶稣真正的家人（3：31-35）

9.	用比喻教导（4：1-34）

10.	神迹（4：35 — 5：43）

B.	继续在加利利，更多冲突矛盾（6：1	—	8：26）	

1.	在拿撒勒被厌弃（6：1-6）

2.	差派十二位门徒出去传道（6：7-13）

3.	希律王对施洗约翰与耶稣的反应（6：14-29）

4.	喂饱五千人（6：30-44）

5.	在湖上行走（6：45-52）

6.	在革尼撒勒的治病（6：53-56）

7.	与文士对传统争辩（7：1-23）

8.	由叙利腓尼基妇人的女儿身上赶鬼（7：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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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医治又聋又哑的人（7：31-37）

10.	喂饱四千人（8：1-10）

11.	被要求行神迹（8-：11-13）

12.	没有食物，警告法利赛人的酵（8：14-21）

13.	在伯赛大医治一位瞎眼的人（8：22-26）

马可说明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一位教师

（1：22），有能力与权柄，胜过撒旦与鬼魔（1：27;	3：

19-20），罪恶（2：1-12），管理安息日（2：27,	28;	3：

1-6），旧约的规条（7：1-13,	14-20），大过于圣殿（11：

15-18），控制大自然（4：35-41；6：45-52），医治

疾病（5：21-34）	，战胜死亡（5：35-43）。

III.	神的儿子的受难─人子舍命作赎价（8：27—15：47）

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彼得认主之后，耶稣开始预

言祂的死亡与复活（8：31），祂在变像之后又重复

预言了一遍（9：31）。当记录到了第十章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他到耶路撒冷的最后旅程，面临即将到

来的死亡。当他们在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稣又

向他的门徒提及这件事（10：33,	34）。

A.	退到北边该撒利亚腓立比，再去耶路撒冷（8：

27—10：52）

1.	彼得的承认宣告（8：27-30）

2.	第一次预言受难（8：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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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做门徒的代价（8：34—9：1）

4.	改变形像（9：2-10）

5.	对以利亚的问题（9：11-13）

6.	在一个又聋又哑的男孩身上赶出鬼来（9：14-29）

7.	第二次预言受难（9：30-32）

8.	对谁为大的教导（9：33-37）

9.	对一些别的赶鬼的人的问题（9：38-41）

10.	对跌倒的警告（9：42-50）

11.	旅行到耶路撒冷（10：1-52）

B.	进入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	（11：1—13：37）

1.	荣耀地入城（11：1-11）

2.	对一个无花果树的咒诅	（11：12-14；20-26）

3.	清洁圣殿（11：15-19）

4.	在圣殿的争论	（11：27—12：40）

5.	一位寡妇的奉献（12：41-44）

6.	对末世的谈话（13：1-37）

C.	受难	（14：1—15：47）

1.	要杀耶稣的企图	（14：1-2,	10-11）

2.	在伯大尼被膏（14：3-9）

3.	最后的晚餐（14：12-26）

4.	对被弃与否认的预言（14：27-31）

5.	在客西马尼园的痛苦（14：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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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被逮捕（14：43-52）

7.	在公会被审（14：53-65）

8.	彼得不认主（14：66-72）

9.	罗马巡抚的审问（15：1-15）

10.	士兵们的讥笑作弄（15：16-20）

11.	钉十字架（15：21-41）

12.	埋葬（15：42-47）

第十一章开始，就记载耶稣死前一周的事情。当

然耶稣受难与复活的事迹在四本福音书都可以看到。

马可与马太一样讲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

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15：34，太 27：46）。

IV.	结尾：复活（16：1-8）

根据最终一章，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福音将被

传给万民听（16：15）。16：9-20不一定在原本中。

教会早期教父耶柔米（Jerome,	347-420）与撒迦利亚

的尤西比乌斯已经说现在有的这一段 16：9-20不在

好的手抄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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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信息：最好的家訪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1：29-34

29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得烈的

家。30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31 耶稣

进前拉着她的手，扶她起来，热就退了，她就服侍他们。32

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

稣跟前。33 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34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

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经节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可以

使一件事由小的开始，最后成为伟大的祝福。一个人被耶

稣呼召成为门徒，然后另外一个人也被呼召，而他们住的

房子由于耶稣的家访，成为恩典临到的家，而最后这个恩

典流传到整个城市。

彼得的家不是迦百农最高等的建筑，但也不是最简陋

的建筑，因为彼得拥有一条打鱼的船。而且他与安得烈，

雅各与约翰是打鱼的伙伴，他们有一个小公司，也有雇佣

的工人。但是彼得不是有钱的人，或者有名的人，他不是

一位管会堂的人，也不是一位出名的文士，所以他的房子

不会是很壮观的建筑。但是主耶稣愿意来到这个平常的房

子，这位道成肉身的以马内利，在这样平凡的地方彰显了

他的荣耀，赐给了他的恩典。也许你的房子，也像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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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虽然不是最简陋的建筑，也不是最壮观的房子，但

是主耶稣也愿意来你的家做一个充满恩典的家访，他可以

赐福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彼得的家一样是恩典外流的源头。

你相不相信你的家会成为众人的祝福呢？你有没有信心要

祷告，使你的家成为恩典外流的源头呢？我非常希望你会

做那样的祷告。假如每一位在这里的基督徒，都作这样的

祷告，“主啊，求你住在我家，而使我家成为对亲人朋友

的祝福。”神是听祷告的神，很奇妙的事会发生在你家。

我今天所讲的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恩典如何来到

彼得的家。第二，恩典来到彼得家的结果。第三，恩典如

何由这个家庭流传出去。

一、恩典如何來到彼得的家

1.	一位亲人先得救

今天我们讲的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也记载

于马太福音 8：14-17，与路加福音 4：38-41，那

是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时发生的事。安得烈听到

施洗约翰说过，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的。安得烈就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他就想带

领别人也成为耶稣的门徒，他自然地就在他的亲人

中开始。在约翰福音中记载（约 1：41-42），安得

烈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

亚了。于是就领他去见耶稣。我们大家都要向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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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学习，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周围

的亲人朋友，我们可以向谁传福音，可以带领他来

认识耶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安得烈，可以带

领我们的亲人朋友，接受那位除去世人罪孽的神

的羔羊。让我们都成为恩典的管道。

在旧约里面（出 12：32），当摩西带领以色

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的人及牲

畜，我们也不能留下任何我们的亲人好友在罪的奴

役当中。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创 14：14-16），因

为他的侄儿罗得的家人财物被敌人掳掠去，在自己

年纪很大的时候，还拿起刀剑来，率领家里的壮丁

们，去拯救罗得。假如我们当中年长的弟兄姐妹们，

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拯救我们亲人的灵魂，

那福音的能力会大大的传开，就像保罗所说的，福

音是神的大能，可以拯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

2.	一家之主成为基督徒

由于安得烈的带领，一家之主彼得也相信耶

稣。安得烈带彼得到耶稣面前，耶稣就接受他做门

徒，而且给了他新的名字，他要被称为矶法，翻译

出来就是彼得（约 1：42）。彼得是一家之主，在

他信主之后，他有责任带领他的全家也相信耶稣。

就像摩西在申命记第六章 4-9节里面所训勉的，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

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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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

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

上，并你的城门上。”神要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

我们不能忽视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

义务。我们的家人是在我们的影响之下，我们或者

给他们有坏的见证，使他们不想亲近神，或者我们

有馨香之气，使我们的家人自然地要信靠耶稣。对

于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儿女的得救与灭亡是靠你

了。有恩典的圣灵会使用你使他们悔改信主，或者

魔鬼撒但会使用你使他们走入灭亡。让我们感谢

主使我们做父母的得到他的恩典，也让我们使这

满溢的恩典，传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让我

们天天为我们的儿女祷告，让我们跟他们传福音，

带领他们信主。

3.	工作同伴也成为基督徒

在彼得得救的事上，我们看到他的工作同伴

也成为基督徒。雅各与约翰，也都成为耶稣的门

徒。如果我们的工作同伴也是基督徒，那我们的工

作会做得更好，会更加遵守法律，会更加造福人

群。信徒在一起，可以互相勉励，在不信的人面前，

会是更好的见证。如果我们的工作同伴，不是基督

徒的话，我们工作的环境会是我们很大的挑战，因

为有很多走捷径不守法的事，会要我们参与。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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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情形之下，我们需要更多神的恩典。但是如果

我们的工作环境有很多的基督徒，而公司做事都

是有道德的话，那虽然薪水较少，你不要换工作到

高薪的地方去。我们宁可只拿美金五万元的年薪，

而与雅各约翰同工，而不要拿十五万元的年薪，而

与一些不道德的人同工。

4.	彼得与他的朋友更靠近主

在彼得、安得烈、雅各、约翰的经历上，我们

看到恩典使他们更加靠近主。这四位同伴不只是

得救了，他们进入更高深的境地，他们接受呼召进

入一个更重要的职业，与一个更高贵的服事。他们

由打鱼的渔夫，变成得人的渔夫。他们由他们自己

的船的掌舵者，变成了教会的领导人。彼得已经是

门徒，但是他必须走出来。他原来是像渔夫，超过

他是门徒，他现在必须是门徒，超过他是渔夫。他

现在必须公开地站出来，跟随耶稣，跟主有更亲密

的关系，与主一同受苦。圣灵一定是在他的心中工

作，让他可以回应主耶稣的呼召，而进入这个更亲

密的服事。

彼得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在 2001年，那时

我已经是主的门徒，但是神要我走出来，做全时间

的服事。我原来是科学家，超过我是门徒。神要我

做门徒超过我是科学家。我必须要公开的站出来，

跟随耶稣，全时间的服事主。圣灵在我心中感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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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如果你爱我，那你

要喂养我的羊群（约21：15-17），也是主对我说的话。

我就回应主耶稣的呼召，进入这个更亲密的服事。

这四位同伴，彼得、安得烈、雅各与约翰，放

弃他们的渔船及打鱼的网子，来与主同住，学习主

的卑微，学习天国的道理。他们听到主说，“跟随

我”，他们就撇下所有来跟随主。当他们认真地追

求主，紧紧地靠近主，这就是一个人开始让恩典可

以祝福他的家庭的时候。一位认真追求主的父母，

会对他们的儿女有好的影响，使他们也热爱主，成

为教会的中坚份子。反过来，一位不冷不热，贪爱

世界，言行不一致的父母，会成为他们的儿女的障

碍，使他们不愿意来到主面前，对他们的属灵生命

产生永远的伤害。弟兄姐妹们，你也许不明白，圣

灵改变你的时候，你会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你对神

有完全的委身的话，你会变成一个恩典祝福的管

道。如果你与主的关系更加靠近，你的丈夫，你的

妻子，你的儿女，你的朋友，都会得到神的恩典。

5.	主教导彼得与他的朋友

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来观察。在主耶稣要去彼

得的家之前，他教导彼得，安得烈，雅各与约翰，

他带他们去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听了耶稣的讲道。

耶稣的讲道是那么与众不同，他的话语中带有能

力，带有特别的权柄。在他们听完道之后，由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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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回家的路上，神的祝福就来到他们的家中。我

们大家都需要听道，我们不应该那么忙碌自己的

工作，而忽略了听神的道。我们要被神的话喂养，

我们才能喂养别人。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来 10：

25），因为主耶稣在我们的教会中。当主耶稣在我

们的崇拜中的时候，牧师的讲道就会带有能力，那

不是因为牧师的口才，不是内容的特别，而是圣灵

在你的心中工作，使你降服在神的大爱之下。你感

觉到神的话语的能力，那不再是人的话语，而是神

在你的灵魂中与你说话。在这时候，讲道对你来说

是天上降下来的吗哪。你被复兴起来，你觉得你由

疲劳中重新得力。彼得与他的同伴很高兴地听完

耶稣的道，就邀请他到他们的家里。你可以像他们

一样，在听完道之后，请耶稣到你的家里。你的家

里有人生病吗？你可以请耶稣到你家里去医治他

的病。你的家里有悲伤吗？你可以请耶稣到你家里

来给你帮助，使你由悲伤中释放出来。你的家里有

罪恶吗？你可以请耶稣来消除那些罪恶。

但是在耶稣可以祝福你的家之前．你自己必

须先得到主耶稣的祝福。你自己要先让你的杯装

满了活水，然后，你才可以把你的杯与别人分享。

你要先在你的生命中流出来不断的活水，然后你

才可以让它流到别人的生命中。你要自己在灵性上

长进，你才可以祝福你的家庭，你才可以祝福你的

儿女。我们要祈求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求祂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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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我们，使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这样我们才可以成

为祂的器皿，将祂的名向别人传扬。

二、恩典到了彼得的家的結果

1.	家庭一起祷告

现在我们来看恩典来到彼得的家的第一个结

果。当他们进去家里，就有人告诉耶稣，西门彼

得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他们马上就把他们的问

题困难告诉耶稣，这就是祷告。当恩典到一个家

庭的时候，会使这个家庭一起祷告。在路加福音

第四章 38节说，他们为彼得的岳母求耶稣，所以

他们来祈求。在我们有困难痛苦的时候，我们来

到耶稣面前向他诉说，而让他决定他要如何做。

当我们求耶稣医治我们家里的人的时候，我们的

态度应该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

成就。主耶稣是非常的仁慈，非常地爱我们，他

一定会把最好的结果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告诉

他，可以来向他祷告。

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可以不断地积极

的求耶稣，但是对于肉体生活的需要，我们可以告

诉耶稣，让他决定要如何做。当我们谦卑地，把我

们的需要告诉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安静等候他的

作为，他不会不公平或者不仁慈，所以让我们等候

他的旨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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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请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家中的时候，如

果我们家里有人还不是基督徒，我们就要告诉耶

稣。这是最简单的祷告，让我们就那样地做。你可

以告诉耶稣，你还没有得救的配偶，你还没有得救

的儿女，你还没有得救的哥哥，你还没有得救的父

母亲。你只要说出来，那耶稣会帮助你。

也许有人觉得我们不应该告诉耶稣一些通常

的烦恼与问题，但这是不对的态度。很多的罪

是很平常的，难道我们不需要向主说，求神赦免

我们吗？在迦百农，因为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

所以很潮湿，很多人得到热病，患热病发烧是很

平常的，但是他们没有因为那是平常的病，他们

就不告诉耶稣。不要让撒但欺骗你，使你不向爱

我们的主说你的一切平常的问题。我们的主，他

数算我们头上所有的头发，他也不会让一只小麻

雀随便的死亡，那他一定会同情你有的平常的烦

恼。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 9 节告诉我们，在我

们的一切苦难中，他与我们同受苦难。所以让我

们把我们生活上面临的一切困难，都带到耶稣的

面前，向他诉说。假如你的儿女只是一位平常的

罪人，他们循规蹈矩，没有让你伤心，不要觉得

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不要等到你的儿女

离开家了，他们反叛不参加教会的时候，你才为

他们祷告。



022 馬可福音講道集

在这里路加福音记载，彼得的岳母害热病甚

重。也许她是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是没有救了。魔

鬼有时会对我们说，“你的儿子做了这么大的可耻

的事，你的女儿为所欲为，他们已经没有救药了。

你不需要带到耶稣面前求，因为神不会拯救他们

了。”我们不要受撒旦的欺骗。我们的主耶稣会斥

责这个严重的热病，他会让那些在重罪中折磨的人

得释放。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问题困难，向耶

稣诉说，普通的与不平常的，简单的与很严重的，

就像他们告诉耶稣一样。

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一些我们的亲人朋友还

没有得救。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得到救

恩。你有没有把他们需要得救，告诉耶稣呢？你会

说，我已经为他们祷告很多次了，但是你有没有天

天为他们祷告呢？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每天在你的

祷告的时间，告诉耶稣，他们的名字，要耶稣拯救

他们。你必须像雅各与神摔跤一样地说，如果你不

祝福我，我就不让你离开（创 32：26）。假如你

这样为别人的灵魂认真地祈求的话，我相信神会

听你的祷告，让他们得到救恩。

2.	主来医治病人

当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他们就告诉耶稣，彼

得的岳母患热病甚重。在他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之

后，救主就来医治病人。主耶稣进去房间，站在彼



第一篇信息：最好的家访 023

得的岳母旁边，拉起她的手，斥责那热病，扶她起

来，热就退了。她可以马上起来，而且服侍耶稣与

他的门徒们。这与平常的退烧不一样。在普通的情

形，烧都是慢慢地退去，没有这样马上就好的情形。

病人常常需要经过两三天，才会有体力来做平常的

事情。但是主耶稣的医治是完全的与立刻的康复，

所以病人可以马上就起来，而且可以服侍他们。

3.	使全家改变

当恩典来到这个家中，而医治了疾病之后，整

个家庭被改变了。起先，那位可怜的妇人，发高烧

痛苦地呻吟，她不能坐起来。现在她是满脸笑容，

很高兴的在服侍众人。当神的恩典临到一个家庭

的时候，一位有很大烦恼痛苦的人，可以变成最快

乐的人。一位病人，变成服侍的妇人。一位罪人，

可以变成神的仆人。

我们可以想像其他人的改变。以前，他们心情

沉重，现在他们都很欢乐。彼得安得烈的脸上不再有

烦恼，疾病离开了，他们可以愉快的谈笑风生。这个

家由一个病房变成一个教堂，由一个医院变成了一

个宴会厅。主耶稣由一位医师，转变成一位得胜的君

王。他的门徒看他是大有能力的主，可以胜过那些眼

不能见的鬼魔。让我们祈求，我们的家庭也可以有这

样的变化。所有的罪在我们的家都被清洁，所有的人

都得救，而有主里面的喜乐，认真的服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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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恩典如何由這個家庭流傳出去

彼得的岳母被医治的消息，很快的就传出去了。

也许是家里的佣人说出去的，也许是来探望他岳母

的病的一些朋友传出去的，也许是他们的医生传出去

的。这位医生可能是在昨天来过，今天他再来看这位

妇人，看到她完全的康复，就非常的惊奇。他走到他

下一个病人的家，就这样地说：“如果我治不好你的

病的话，你可以去找那位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有一

位病人患严重的热病，我不能治好她。耶稣却把她治

好了。”耶稣能够治病的名声就转出去了。我们不能

使神的恩典不传出去。我们也不需要为神的恩典做宣

传广告，只要我们活出来，别人会传讲。当然，我们

要抓住所有的机会口传福音，但是我们生命的改变，

是恩典最大的能力，也会自然地传开来的。

这个耶稣能医治的消息传遍整个迦百农。有一

个瘸腿的病人听见了，就对自己说：“我要一拐一摆

地走到彼得的家里，去见耶稣。”有人家里有病人在

床上的说：“我们要抬他去彼得的家。”有人家里有

人被鬼附着的也说：“我们要带他去见耶稣。”没有

多久，彼得家的门口挤满了人。马可记载说，合城的

人都聚集在门前。彼得的家，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房

子，是一个渔夫的家，现在成为一个施怜悯，医治人

的医院。所有各样的病人都来了，一些被鬼附着的人

也被亲友带来了。耶稣走在他们中间，医治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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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去医治另外一个人。不久，他治好了所有来的

病人，也从被鬼附着的人身上赶出鬼来。那天晚上，

迦百农合城充满喜乐，因为瘸腿的人会行走了，瞎眼

的人可以看见，耳聋的人可以听见了，哑巴的人可以

说话了，可以高声赞美神。由彼得的家里，神的恩典

流了出去。

每个人的家庭都可以成为恩典的管道。如何可以

由一个人的家庭传出去呢？就像我上面所讲的，首先，

你自己必须得救，你要紧紧地靠近追求主，过一个成

圣的生活，这样你的家庭一定会受到祝福。然后，神

的恩典会流传到你家庭附近的社区。愿神祝福我们教

会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都可以成为像彼得与他的家

一样。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不管他在哪里，他都会是

大放光芒。但是也有一些人，他的光是像那个将灭的

灯火。弟兄姐妹们，难道你要过一个乏善可陈的一生

吗？难道你要继续不冷不热吗？我盼望你愿意成为一

位神可以使用的人。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我

们可以做见证的时间是很快的就会过去的。黑夜快来

临，让我们趁着白日努力做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

站起来，为主做工。让我们把我们工作的成果，像一

些珍贵宝物一样，可以奉献给主。当我们离世见主面

的时候，让他对我们说（太 25：21）：“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

向你呼求，在你还可以服侍他的时候，要努力的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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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诗歌：借我赐恩福（Make	Me	a	Blessing）

思想问题：

1.	你回忆一下你信主到如今，神如何使用你，成为

祂的祝福的管道。

2.	你有否每天为你的还未相信耶稣的家人祷告呢？

3.	你在信主之后，生活上与生命中有什么改变呢？

你可否向亲人朋友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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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信息：靠近耶穌的信心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5：25-34

25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26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

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

更重了。27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28 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

愈。”29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

病好了。30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

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31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32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34 耶

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今天我们要来看主耶稣传道第二年时行的一个神迹。

在这个神迹的背后，我们看到信心的一些特征。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完全是真人实事，描述的是真实的

历史。神在旧约的时代，他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启示了他

自己。旧约记载了神在以色列历史上的非常多的作为。神

在新约时代，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生在这世界，就是

主耶稣。在主耶稣身上，使神更完全的彰显了他自己。让

我们在主耶稣的生平中看见神的性格，也看见神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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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不是建立在一

些玄而又玄的道理，像佛教一样，也不是建立在一些道德

的规条，像儒家孔教一样。基督教的神不是一位虚无飘渺

的神，也不是人修行变成的神，也不是民族英雄变成的神，

而是自有永有、永远存在、宇宙唯一的真神。他是高高在

上、非常伟大的神。但祂也是愿意成为一个人，来爱我们、

关心我们、拯救我们的神。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医治一位患血漏的女人的奇

迹。血漏是一种病，一个女人会流血不止。这很可能是今天

医学上诊断的冯维勒布兰德病（von	Willebrand	Disease）。

这件神迹的背景，是有一个管犹太人会堂的人，名叫睚

鲁的来求主耶稣，到他家里去医治他刚刚死去的女儿。根

据使徒马太的记载，主耶稣正走到睚鲁家的路上（太 9：

19）。这会是主耶稣第一次使一个死的人复活。他的心中，

一定是专心注意，衪将要行的这个神迹，这个证明他真的

是复活与生命的主的神迹。这时旁边一定有很多人跟着耶

稣走，他们很好奇，也充满期待。想看到主耶稣行这个使

人复活的神迹。虽然主耶稣在这样忙碌拥挤的情况之下，

祂也没有忽视任何痛苦的呼求。主耶稣注意到、也感觉到、

有一位呯求者伸出来她发抖的小手。主耶稣充满爱的心，

可以感觉到一只衰弱的小手，伸出来抓住祂的衣裳的繸子。

今天在天上也是同样。主耶稣还是一样地关心一切向

祂呼求的人。他的无形衣裳，就在我们的面前。他等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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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我们无助的手来触摸祂。虽然主耶稣今天是在天上的

荣耀的宝座上，围在他旁边的是千千万万敬拜的天使。但

是他还是关心我们，他等候一位罪人，一个有苦难的人伸

出他的手来，求他医治。当我们伸出我们的手要触摸主耶

稣的时候，他会从他的宝座上站了起来，他会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

现在让我们仔细来看主耶稣回应这位患了十二年血漏

的妇人伸出来的手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神迹上学习到信

心的功课。让我们学习靠近耶稣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我

们可以在六方面，了解这样的信心。第一，我们必须在没

有任何希望的情形下，来依靠耶稣，那是信心的开始。第

二，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第三，

信心有对主耶稣的信靠。第四，信心使我们想要紧靠耶稣。

第五，信心虽然不完全，会被主耶稣接受。第六，这个信

心会使我们知道，我们被改变，被医治。

一、无望是信心的開始

首先，马可与路加福音都告诉我们，这位妇人

在十二年里面，为了她的血漏的病，不正常流血的

病，看过很多的医生（路 8：43）。根据旧约的教导，

妇人流血的时期是不洁净的时期，所以这位妇人是

不洁净的。她用尽了人的方法，也使用了她所有的金

钱，想寻求医治。但是她的病没有好转，甚至更加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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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她最后是放弃了被医治的希望，觉得只有等到她

死的时候，她才会脱离患这血漏病的痛苦。

当一个人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的时候。这时这

个人的心中就会产生一个转向神、追求超自然的希

望。假如不是那些过去的不断地失望，带给他绝望，

一个人不会去寻求那伟大的医生、主耶稣基督。

所以神常常让一位罪人或者受苦的人，用尽各

样的方法，经历各样的处境，让他了解他的真实状

况。就像祂让那位离开家的浪子，到远方去，依靠酒

肉朋友的友谊，浪费了他一切的金钱，最后堕落到做

养猪的工作，吃喂猪的豆荚子。神让他经历到人间朋

友的友谊的有限与肤浅，以及他自己堕落得来的困

境。就在那样黑暗的状况下，他的父亲的家就变得

非常的可爱。浪子才由悪梦中醒起来，了解父亲对他

的爱。这样他才决定要回家。同样的神也容许，让你

流浪，让你用尽了你自己的方法，让你经历了世上的

罪恶，让你经历了道德的堕落，让你经历了事业上的

失败，让你经历了人间的各样的主义与学说，让你经

历了假的宗教。神要让你知道，你靠自己没有办法，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担负重担、内心空虚，你对自己

说，我完全没有希望了。就在那样的黑夜里面，由神

来的希望，就会像晨星一样地在你心中升起，让你

愿意依靠祂。

你试过所有的方法、所有的医生，你就像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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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血漏十二年的妇人，还是不断地流血。感谢赞美

主。我们的失败，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拯救。我们的

失望，会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希望。我们的受苦，会让

我们来到那慈悲的主耶稣面前来触摸祂的衣裳。我们

的无望，带领我们来到那位能够拯救医治我们的神。

我自己就有那样的经历。我出身在基督教的家

庭，但是我在高中及大学离开了神，像那位浪子离家

出走。神让我在大学四年照自己的意思，忙社团的活

动。神让我自己的骄傲，忽略了我的学业。在这样放

纵自己的情况下，神让我经历失败，内心空虚。感谢

神，就在这样无望的状况下，我回来追求神。神也接

受我不完全的信心，让我得到全额的奖学金来美国

留学。神也在我来美国的第一年的时候（1967年），

让我生命的追寻得到解答，让我像浪子回头，认罪悔

改，归回神的怀抱，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感谢赞

美主。我的失败，让我看到我的拯救。我的失望，让

我看到真正的希望。我的受苦，让我来到那慈悲的主

耶稣面前来触摸祂的衣裳。我的无望，带领我来到那

位能够医治我的神面前。

二、信心是神給我們能力找到耶穌

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信心是神给的，

神给我们能力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使这位妇人来找耶稣。这时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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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主耶稣曾经医治过血漏的

病。这位妇人不是一位有学问的，很会思考的人。她

的知识有限，她的心情软弱。但是她看到耶稣，主耶

稣的样子、神情、说话、性格，对她有说不出原因的

吸引力，使她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她心中说，我只摸

他的衣裳，就会痊愈。

我们的信心，常常也是这样的，带领我们到主耶

稣面前。就像一根箭，会飞向目标。我们不晓得什么

原因，使我们知道主耶稣，而来到他面前。我们的信

心给我们一个直觉，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我们会

走向耶稣。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像彼得一样地说：“主

阿，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归谁呢？”（约 6：68）。

我们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指南针一定是指向南

方。为什么春天来到，树会长新叶子。为什么花朵会

朝向阳光，它们就是被造成那样的。我们被造的时

候，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也是被造得需要耶稣来

居住。耶稣造我们、爱我们、为我们死，当他来到我

们旁边的时候，我们自然地会被祂所吸引，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他。就像耶稣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约 10：27）。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对抹大拉的马

利亚说：“马利亚。”	马利亚就马上转过身来，对

他说：“夫子”（约 20：16）。马利亚一下就知道

那是她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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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我们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是一个回

应，是主的声音先呼召我们，然后我们自然的回应。

对这位血漏的妇人，神的医治是在她触摸耶稣的衣裳

之前。耶稣的无形的手带领这位妇人伸出她的手。耶

稣是她的好牧人，耶稣的声音使她自然地找到耶稣，

来到耶稣面前。

当我们将来到天堂去的时候，我们会恍然大悟，

在我们选择信靠主耶稣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在。我

们会像旧约里的雅各一样地说：“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创 28：16）。我们也会像主耶稣的

两位门徒一样地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时，我

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路 24：32）。神的话给

我们有保证，我们的信心的源头是主耶稣他自己。

当我们的灵魂，觉得无望，需要医治而寻求耶稣的时

候，那是耶稣的带领，使我们有能力来找到他。

三、信心有對耶穌的信靠

第三方面，信心的特征是，对主耶稣的信靠。这

位妇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但是她的信心却

是非常的充分与绝对的。她需要医治，她相信耶稣

可以医治她。我们看得出来，她对主耶稣有充分的

信靠。她的信心由她心里所说的话表示出来，她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可 5：28；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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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她相信耶稣的能力，她只要能够摸到耶稣，甚

至只要摸到他衣裳的繸子。她也相信，主耶稣的医治

是完全的，痊愈是完全的复原。她没有说，我会好一

些，她说，“我必痊愈。”“我必完全的复原。”

让我们盼望这位妇人的信心，也是我们的信心。

在我们的需要上，让我们对耶稣有充分的信靠。当我

们在灵性上有长进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有更多的需

要，我们必须对耶稣有更多的信靠。当我们发觉自己

有更多的罪，有更多的病的时候，让我们相信耶稣有

能力可以医治我们的犯罪的倾向，医治我们的伤痛，

医治我们的失望，医治我们的怀疑。让我们相信耶稣

可以使我们痊愈。

我们做基督徒做得越久，我们越知道自己的不

完全。我们会知道，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信心。但是当

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不够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像那

位有儿子被鬼附着的父亲，像那父亲一样地对主说，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可 9：24）。那

样主会给我们充分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必须像这位妇人一样，相信主耶稣可

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要相信，只要他的手触模，

他说一句话，他就可以医治我们。让我们像那位长大

麻疯的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太 8	：2；

路 5：12）。让我们像那位加百农的百夫长一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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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太 8：8；

路 7：7）。我们的医治是由耶稣基督而来，就像水

由泉源出来，光由太阳而来，生命由神而来。这是耶

稣基督的能力的自然的流露。只有我们的不信会阻挡

这样自然的能力。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那造我们的神

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他要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他要

我们得到医治脱离死亡。而耶稣是神祝福的管道，而

且耶稣非常愿意祝福我们。那我们就会很有信心地

来亲近耶稣，由他那里得到丰盛没有穷尽的恩典。当

我们发现到，在别处无法找到我们生命的希望，我们

只有在耶稣里面可以找到我们的拯救。就像诗人说，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

必不动摇”（诗 62：6）。那样我们就会体验在腓立

比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说的，“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

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需用的都充足。”

四、信心想要緊靠耶穌

这位妇人说，“我只要摸着他的衣裳。”这是信

心的第四个特点，信心想要紧靠耶稣。一位生病的

人，要紧靠他的医生。一位有病的小孩，要靠在他的

母亲的怀抱里。主耶稣知道我们生病的时候有这样

的需要，所以当他看到彼得的岳母害热病的时候，他

就握着她的手抚摸她，让她退烧（可 1：31；太 8：

14）。当他看到一位瞎眼需要医治，他就抚摸他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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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太 9：29；20：34；可 8：25；约 9：6）。当他

看到一个聋子需要医治的时候，他就触摸他的耳朵

（可 7：33）。一位受苦的人与他的救主，必须要有

接触，这样可以帮助一位受苦的人感觉到医治的能

力的来到。

神与人的关系，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神让祂的

存在在大自然中和人类的历史中彰显出来。让我们在

与大自然接触的时候，在看人类历史的时候，感觉到

神的存在。他让我们触摸到祂，知道他不是抽象、虚

无飘渺的神，却是靠近我们，与我们有互动的神。神

不只是在大自然和人类历史中启示他自己，他更是进

一步变成一个人，与人靠近，住在人当中。这就是神

的奇妙的作为，神让他永恒存在的爱子成为肉身，有

我们人的血和人的肉。让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与我们

亲近，这样我们受苦的人可以触摸他，靠近他，像一

个生病的小孩，要紧靠他的母亲的怀抱一样。因为我

们人类的需要，使主耶稣更加的靠近我们。他更进一

步在心理上与我们认同，与我们一样接受痛苦与试

探。这样当我们受苦的人触摸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

也有我们痛苦的经验，他与我们完全认同。因为我们

有罪，他更进一步，承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归

到他身上。就像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4与 5节说的，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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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成为我

们的赎罪祭和代罪羔羊。他的医治的手可以到达我们

内心的深处，他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由困扰我们的

罪与灵魂的黑暗中得到释放。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神一步一步地靠近人。

一直到他的独生爱子，到世界上尝受到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罪。一直到我们的信心，自然地对他产生

回应。好像我们把我们的指头摸过了他手上的钉痕，

好像我们把我们的手探入衪流血的肋旁，使我们不由

自主地向祂说，“我的主，我的神”（约 20：28）。

神这样的亲近人，因为我们有需要，要紧靠耶

稣，要紧靠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我们可以相信真理，

但是我们需要信靠一个人。我们可以欣赏真理，但是

我们要爱一个人。我们可以思想真理，但是我们要与

一个人有交通。主耶稣就是这个人。我们的信心使我

们伸出我们的手，要触摸耶稣的衣裳。最后要拥抱耶

稣，进入他的怀抱里。

五、主耶穌接受一個不完全的信心

第五方面，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的信心是如何的

不完全，耶稣会接受我们的信心。这位妇人相信耶稣

会治疗她，但是她以为耶稣的衣裳本身就有能力。就

像在历史上的天主教，注重圣人遗物，以为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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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能力。对很多人说来，我们的信心可能是软弱，

或者是愚昧的。但是当我们来触摸耶稣的时候，来到

他的怀抱里的时候，主耶稣不看我们的软弱与愚昧。

就像旧约里面的士师参孙，虽然他一生是充满缺点与

失败，但是当他转回、归回神的时候，在他需要的时

候，神就赐给他天上的能力。我们的信心虽不完全，

也是一样的会被主耶稣接受。

这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的属灵的知识是

有限，我们没有读完整本圣经，我们的行为不是完全

正直，但是只要我们诚恳地来到主耶稣面前，来相信

他，来触摸他。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

火，他不吹灭（赛42：2）。我们如果有信心相信耶稣，

虽然开始时是不完全的信心，他会带领我们，使我们

向完全进步。就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描述的

那些旧约里面信心的伟人一样，他们很多都是不完美

的，但是在他们的生命中的关键时期，对神有信心，

把他们自己全人交在神的手里，投靠在神的怀抱里。

那神就接纳他们，让他们在信心中得到胜利，成为信

心的榜样。他们的信心就永远的被记载于神的话语

中。所以假如一个人真正的信靠耶稣，虽然他对耶稣

的了解只是片面的，神的恩典会继续的带领他，让他

接受圣经里面对耶稣全部的启示。所以如果我们觉

得自己对主耶稣的神性的了解只是片面，或着看到别

人对耶稣的了解是不完全的，让我们还是来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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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自我责备，或者看不起别人。但是也让我们不要

自满我们的状况，停留不进步。让我们对于我们所了

解、所触摸到的，要抓住不要放弃。因为当我们摸到

他的衣裳的繸子，他会回转头来对我们说，“放心吧，

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主耶稣会接受我们不完全的信

心，他会帮助我们在信心上不断地进步。

六、被耶穌触摸過的信心知道自己有改變

在马可福音第五章 29节记载，这位妇人便觉得

身上的灾病好了。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六方面，信

心的特征。信心会使我们知道我们有改变。这是我们

内心不会错误的感觉。我们身上的疾病好了，我们被

医治好了。一个困扰我们很久的，十二年的病，已经

完全消失。我们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新的自我，可以在

神的世界里面做一些有价值的工作。有这样被神祝

福的感觉，会使我们觉得过去的受苦是值得的。

我们年青的朝气重新出现。大自然好像是阳光普

照，百花齐放，与我们一同欢喜。我们由过去衰残，

痛苦的身心灵，现在重新得力。使我们觉得很高兴地，

有精神地，要面对那些在我们新生命前面的挑战。

当我们的信心在无助的情形下，伸手触模耶稣

的时候，在他的恩典，在他的医治之下，我们的身心

灵会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伟大的时刻，我们把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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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我们灵魂的疾病，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得到医

治，永远安全。因为主耶稣的恩典，他会保守我们灵

魂，使我们永远安全地在他的怀抱里。他不会让任何

这样相信的灵魂由他的手里被夺去（约 17：15）。

这样安全的感觉，这样解脱的时刻，是我们每一位基

督徒都经过的生命的转捩点。我们的有罪，有疾病的

旧生命，变成了有希望、健康的新生命。我不是说，

每一位基督徒在灵里面都马上得到完全与即刻的医

治与释放。在大多数的情形，我们有的是一个开始。

我们的灵魂的复健，常常是缓慢的。往往我们复健的

过程中，也会碰上与怀疑奋斗的时刻。当我们胜过怀

疑的时候，是我们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当我们在这样

的属灵争战的过程中，只要我们不断地抬头看耶稣，

依靠在他的怀抱里面，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是有新生

命，有新希望。当我们不断地靠近耶稣，由他那里支

取力量，他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这

就是信心的第六个特征，当我们被耶稣触摸过，我们

知道自己的改变，与神给的祝福。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我们会有一些人，也许

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属灵的父母和长者，我们看到他

们，我们会觉得安全，在灵里面得到鼓舞，使我们可

以再出去，面对人生的挑战。你是否有同样的感觉，

当你来耶稣的面前，你看到他充满恩典的脸，你就在

他里面重新得力。所以让我们不要在生命的争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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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心，不要在我们属灵的奋斗上丧志。虽然这世界带

来许多怀疑与惧怕，带来很多试探与操心，就如同众

人拥挤，要阻挡那位妇人伸出去要触摸耶稣的手。在

那样的情况，妇人没有放手，所以我们也不要放手，

因为我们得救在乎归回与安息（赛 30：15）。我们

要归回神，在祂里面得到安息，得到拯救。只要我们

不放手，紧靠耶稣，我们的新生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

惊奇。主耶稣告诉我们，“我来了，是要叫人（羊）

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主耶稣

不只是要我们触摸到他的衣裳，他也要我们紧靠在

他的怀抱里，靠近他的心房。这样，他的平安与喜乐

就会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也会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

长阔高深，知道这爱是超过我们的知识所能了解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目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他要使

人成为神的儿女，他要使神成为人的福份。他是神取

得人的身体与灵魂，担负我们罪的处罚，他在人的肉

体中复活，升到天上，他身上还是带着钉痕，肋旁还

是有伤口，表示他还是一直与我们苦难的人类认同。

他还一直地怜悯我们、爱我们。

今天只要我们有属灵的眼睛来看，我们会看到

主耶稣还是在我们的当中，像当年在加利利的海边。

他还是走在人群当中，但是人群拥挤，大部分的人们

没有看见他。他们没有觉得有需要，来打开他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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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来看见耶稣。假如你是那样的话，我要为你祷告，

求神可以把耶稣显明在你的眼前。

虽然今天耶稣没有肉身地站在我们面前。他在

他升天之后，差遣圣灵来到世上。他说，圣灵会让我

们想到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圣灵会为耶稣作见证，圣

灵会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主耶稣，必须信靠祂。

我们做基督徒的，有这样的信念与希望。主耶稣

在当年他要走到管会堂的睚鲁的家里去，要使他的

女儿由死里复活。今天主耶稣也走在路上，要去做他

最伟大的工作。就在最后的末日时，使所有的死人都

复活起来。今天很多的家庭像睚鲁一样，等待耶稣，

那位复活的主的来临。主耶稣向前行走，最后要使那

些在主里死的信徒们复活起来，要使那些因为他们

亲人的离世而悲哀的信徒们得到安慰。在他行路中，

他今天还是让他的衣裳垂开来，让一些生病痛苦、有

罪的人们来触摸他。如果今天主耶稣在路上迟延的

话，那是因为他要让得救的人数满足了。他的慈悲与

我们的需要，使他停留迟延。他拯救的人数必须满足

之后，最后的大审判才会来临。生病的人、受苦的人、

有罪的人、当耶稣今天还走在路上的时候，请你伸出

你的手来触摸他。请你像那位妇人一样的来信靠他。

再过不多久，主耶稣就会走进那个羔羊婚宴的

大厅。我们得救成为基督新妇的也会进入那个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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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在那里，所有的悲哀会变成喜乐，死亡会转变成

生命。在那里，用信心触摸耶稣的衣裳的，会亲眼看

到耶稣慈爱的面容。在那里，在今生分别的弟兄姊

妹，可以再见会合。在那里可怕伤痛的黑夜，变成充

满神圣荣耀的白日。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

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死亡的阴影、死亡的

权柄，会被完全的消除，直到永远。

回应诗歌：耶稣不改变（Yesterday,	Today,	Forever）

思想问题：

1.	你是否是在一个无望的情形下，相信耶稣。耶稣

有没有拯救了你？

2.	你知道你当年信主时，是神带领你到那时的状况，

祂使你相信的吗？

3.	你知道与了解虽然我们的知识不完全，行为不完

美，主耶稣可以接受我们对他的信心，像他接受这

位患血漏病的妇人吗？

4.	你相信耶稣之后，他有没有改变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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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信息：良心的蘇醒 — 希律安提帕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6 ：14-29

14 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

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15

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

位。16 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17

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

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18 约翰曾对

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19 于是希罗

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20 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

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

行，并且乐意听他。21 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

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22 希罗

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

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23 又对她起誓

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	
24	她就出去对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她母亲说：

“施洗约翰的头！”	 25	她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

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26 王就甚忧

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27 随

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

里斩了约翰，28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

她母亲。29 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

在坟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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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人是不会复活的。但是老希律王

（耶稣出生时的希律王）的儿子希律安提帕，他是加利利地

区的王，他却相信施洗约翰已经复活了。在老希律王死的时

候，他把他治理的领土在罗马皇帝的许可之下，分给他的三

个儿子。第一个儿子亚基老在犹大地作王到主后六年，被罗

马取消他的王位，派巡抚管理犹大地。第二个儿子希律安提

帕，做加利利地区的王，到主后三十九年也被罗马取消他的

王位。第三个儿子腓力，在巴勒斯坦的东北地区做王。

希律安提帕的王宫在加利利海的岸边。有一天，他与

他的朋友及一些贵人坐在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海的客厅阳

台的舒适椅子上，大家一起聊天。偶尔一些仆人进来，带

来葡萄酒及水果来服侍他们。在他们的眼前是美丽的蓝色

的加利利海，在海的对面，也有青绿色的山岭起伏。他们

看着海，心旷神怡，就谈一些最近发生的事。他们谈到北

边的大城安提阿，最近有一年一度的马车竞赛，以及那位

得胜的勇士。他们也谈到在南边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最

近发生的因饥荒而有抢劫，那带领作乱的首领被抓到处死

的事情。他们也讲到由罗马京城传来的关于皇帝提比留的

事情。他们讨论为什么皇帝的儿子，被送到希腊的罗得岛

去学习演讲学，就是演说的技巧。他们也说到希律安提帕

的弟弟腓力，在东北地区做王，最近有什么特别新的作为。

突然，他们的谈话转到在加利利地区的一个人物。有

一位贵人名叫约瑟夫的说，“你们有没有听到关于拿撒勒

人耶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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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人，名叫欧里沙，他正站着扶着阳台的栏杆，

对海观望。他说，“我听到一些难以令人相信的事，他可

以使麻风病的人得洁净，使瘸腿的人可以行走，使瞎眼的

人可以看见。”

第三个人，名叫马士勒，他正坐在希律的旁边。他说，

“那你们觉得他是怎么一回事？”

约瑟夫说，“有人说耶稣就是先知以利亚。在玛拉基

书里面，说到以利亚会回来的。”

欧里沙说，“也有别人说，他一定是先知耶利米。在

我们犹太教的传统里，说到耶利米会再出现，拿着一把金

宝剑要交给犹太人的王。”

马士勒说，“还有别人说，他一定是先知撒母耳，也

有人说他是先知拿单。”

当他们在这样的讨论的时候，希律安提帕的脸上有痛

苦的表情。他由他的座椅上站了起来，在他的朋友面前来

回地走了一圈。最后，他面对他的所有的客人这样说，“你

们全讲错了。耶稣不是以利亚，不是耶利米，不是撒母耳，

也不是别的先知。让我告诉你们他是谁。他是施洗约翰，

是被我砍头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施洗约翰由他的坟

墓中走出来了”（太 14：2；路 9：7）。

为什么希律安提帕会这样的相信呢？为什么希律把施

洗约翰杀死呢？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老希律王有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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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也叫腓力。希律安提帕恋慕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就设

法使希罗底离开腓力。然后，他娶希罗底成为自己的妻子。

这样的做法是违反神的诫命，所以施洗约翰听到之后，就

大胆地走到王宫。在希罗底的眼前，对希律王这样的说，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律法的。你违反了神的诫命，

神会处罚你”（太 14：4；可 6：18）。

约翰这样的说，使希律王大为震惊。希罗底在旁边听

到，就马上要把约翰杀死。但是希律王不愿意那样做，他

知道约翰是义人，他自己的良心也责备他自己，他知道约

翰是神的使者仆人。希律王只把约翰下到监牢里去，并且

常常把约翰由牢里请出来，在希罗底不在旁边的时候，听

约翰讲道。圣经上说（可 6：20），“希律王知道约翰是

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

着行．并且乐意听他。”约翰对希律王讲道，对希律有益

处，让他可以多做些义行，而不做一些罪恶的事。

但是，非常不幸的事发生了。但这是神允许发生的事。

在希律王过生日，摆设宴席的时候，他请了大臣和千夫长，

并加利利做首领的。这是一个国王的宴席，所以不只是山珍

海味，而且有非常丰富的余兴节目。有杂技、有相声、有说

笑话的、唱歌的、跳舞的。但是最特殊的表演，希律王把它

放在最后。在宴席的大厅里，在一边有个大的漂亮的帘布，

在最后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帘布慢慢地打开来，大家看到年

轻美丽的撒罗米，她是希罗底的女儿。她来到希律王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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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对王弯腰行礼之后，然后随着音乐，她就开始跳舞。

她经过名师特别的指点教导，所以她的舞艺也特别的超群。

在她结束的时候，她随着音乐，在希律王面前把手举起，祝

王生日快乐。这使希律王非常的高兴，整个大厅里的人，都

大声的鼓掌。甚至有很多人高兴的大拍桌子。当这样的掌声

平静下来之后，希律王对撒罗米说，“撒罗米，你跳得太好

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最好的舞。你要什么，我一定给

你。就是我的国家的一半，我也必定会给你。”

撒罗米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她要与母亲希罗

底商量一下。她回去大厅的另外一端，找到她的母亲。她

很兴奋地对母亲说，“妈，我刚刚在希律王及他的臣子面

前跳了舞。当我跳完的时候，王答应我，不论我要什么，

他都会给我。甚至是他的国的一半。妈，我应该要什么？”

“你向他要施洗约翰的人头。”

撒罗米兴奋的眼神，马上就消失了。她说，“妈，我

不想要那个，对我没有用。我想要…。”没有等她说出来，

希罗底就说，“撒罗米！你不要说了。你不能要你想要的，

你必须向希律王求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施洗约翰的头。”

撒罗米就回到大厅里，走到希律王的面前。所有的客人

都想知道撒罗米要什么。希律王问，“撒罗米，你要什么？”

“我要施洗约翰。请把他的头放在一个盘子上给我”

（太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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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律王听到这样的回答，他喝酒半醉，通红的脸突

然发白，他手上拿着的酒杯在那里震动。“撒罗米，不要

要求那个。请不要要求约翰的头，那圣人的头。你可以要

其他任何东西，或者是别人的头。千万不可要约翰的头，

那神的仆人的头。”当希律王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客人那

些臣子及民众领袖，就提醒希律自己说过的话。他们说，

“希律王，不要不守诺言，自食其言。你已经答应这个女

孩子，你要给她她想要的东西。”

圣经上写了一个重要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 26节

说，“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

肯推辞。”这里忧愁的希腊原文有后悔，伤心的意思。希律

王就同意了，他差一个护卫兵去，他说话的语气像是临死的

人一样，“去罢，把约翰的头斩下来，放在一个盘子里拿来。”

在监牢里面的施洗约翰，听到一位护卫兵的脚步声，

他以为希律王又派人来把他带出去，要听他的讲道。他心

中在思想，应该跟希律王讲什么道，要根据圣经哪一节经

文来讲？

是的，施洗约翰，你将要再跟希律王讲道，这个会是

你最后的，与最重要的道。这个道的影响力，会不断地在

希律的心里。

当约翰的头放在一个盘子里，交给撒罗米的时候。当

她高高地把盘子举起来的时候，希律王眼睛想要移开不

看。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天开始，约翰的头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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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希律的脑海中，在他眼前出现。在他快乐的时候，在

他安静的时候，在他处理国事的时候。在大白天，在夜晚，

他的眼前就有约翰的被斩的头在他面前，他无法逃避。

这就是为什么希律王听到耶稣行的神迹奇事，而且

听到别人传来的耶稣的教导传道的内容，他心中就害怕起

来。他不能接受他的朋友们对耶稣的看法，他知道耶稣不

是以利亚，耶利米，或别的有名的先知，由死里复活。他

的良心告诉他，他就说了出来，“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

复活了。”

希律无法不这样地说，代表着良心在一个人心中很大

的能力。主耶稣不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也没有由死里复

活。但是良心使希律王知罪，永远的后悔伤心，使他相信

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

一、良心的角色

在创世记里记载了魔鬼对夏娃的诱惑。告诉她，

吃神说不可吃的果子，是没有什么严重后果的。不

但她不会死，而且她的眼睛会明亮。在那时候，良心

在夏娃的心中就开始工作，夏娃就回答魔鬼说：“神

已经说过，伊甸园中所有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

园当中那颗树上的果子，我们不能吃。假如我们吃的

话，我们会死去”（创 3：2-3）。良心提醒夏娃，神

的吩咐，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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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约瑟在他主人波提乏的家中，被他的主人的妻

子引诱，要他与她发生关系的时候。良心给约瑟一个

忠实的警告。如果只考虑地上暂时的理由，假如顺从

主母就可以做事一帆风顺，就可以在肉体上得到满足，

就可以不会受到主母的报复，约瑟就会在主母的引诱

之下屈服。但是约瑟却顺从了良心的声音，在这样的

重大的引诱之下，他可以说出不惧怕的正直的言语，

“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创 39：9）	。

良心也在罗马巡抚彼拉多的心中发生作用。当

犹太人的首领，把主耶稣带到彼拉多面前，要他判

耶稣死罪的时候。良心马上告诉彼拉多，耶稣是无罪

的，是一个义人。在他审问耶稣之后，他更确定耶稣

是没有罪的。然后，他的夫人也打发人来说，“这义

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

许多的苦”（太 27：19）。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发生的很多不幸的事，常常

是因为我们不听或者拒绝良心对我们说话。我们常

听到的一句话，是每位基督徒都有一位保护他的天

使。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作保护他

的天使。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我们愿意听良心的声音

的话，多少过错，多少伤心，我们可以避免。多少平

安，多少喜乐，我们可以体会，可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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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良心的審判及處罰

良心会教导、带领与警告我们。当我们不听它的

声音的时候，良心就变成一位审判官。良心会追赶我

们，良心会责备我们，良心会审判我们，良心会处罚

我们。本来良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保护我们的

天使。当我们不听他的声音，他可以变成我们无法对

付的敌人。

良心对我们的处罚是，使我们在罪恶中得到的东

西或肉体的享受，失去它的意义，不再会给我们带来

快乐。良心对我们另外的处罚是，让我们产生惧怕。

我们读到人类始祖在伊甸园中发生的事，就是因为他

们不听良心的声音，他们犯了罪，他们就开始惧怕。

在亚当与夏娃违背了神的话之后，他们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害怕

看见神，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听良心对他们说话。

出卖主耶稣的犹大也经历了良心的处罚。良心

在他出卖主之前，给了他严重的警告。在他犯了那样

的大罪之后，良心在他心中责备他，让那三十块钱，

出卖耶稣得到的钱，拿在手上会烫他的手，放在他的

口袋中变得非常的沉重，使他终于把那三十块钱拿回

来给祭司长及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

罪了”（太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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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良心的獎賞

假如我们听良心的声音，我们得到的奖赏是所

有世间的奖赏不能相比的。当良心称赞我们，说我

们做得好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言语不能形容的。

但是要得到良心的奖赏，我们必须努力，付上代价。

在法国文学家雨果（Victor	Hugo）写的小说，悲惨世

界（Les	Miserables）里面，那位主角冉·阿让（Jean	

Valjean），经过整个晚上与良心的争扎，第二天早上

他去了法庭。当法官要判那位无辜的人坐牢做苦工

的时候，冉·阿让站起来当众表白他自己是那个罪犯。

在法庭里面，有人觉得他神经不正常，有人觉得他自

己认罪是傻瓜。但是他面对法庭里面所有的人这样

地说，“你们大家都觉得我很可怜，觉得我做的事是

不值得的。但是当我想到我现在已经做的事，我觉得

这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在高天上的神，他的眼目看

到我现在做的事，我就心满意足了。”

约瑟听从良心的声音，他付上了代价。他被一

位不守贞洁的女人诬告，然后被关在埃及黑暗可怕

的监牢里。但是在创世纪第三十九章 21节说到，“但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即使是在监狱里面，

神与约瑟同在。这是最重要的事，不管是监狱或宫

殿，我们要在神可以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后来，约瑟

在神的大能带领之下，出了监牢，而且埃及的国王法



第三篇信息：良心的蘇醒—希律安提帕 055

老把金链子戴在约瑟的颈项上。今天神的天使也是

在准备那些金链子，要放在那些愿意顺从良心，敬畏

神的人的颈项上。

我们知道良心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保护我们的

天使，良心会审判与处罚，良心也会给我们奖赏。我

们必须与良心为友，有良心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人

生的战争与试炼当中得胜。使徒保罗在他第三次的

宣教旅程结束，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有两次在被审问

的时候，做这样的宣告，“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

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徒 23：1）。然后，

他在腓力斯巡抚面前，这样的说，“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徒 24：16）。保罗

认真努力，付上很大的代价，要在神面前，人面前，

有无亏的良心。在他最后的书信当中，他警告提摩

太，也是对我们今天信徒的警告。在提摩太前书第一

章 19节，保罗说，“要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

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弟兄姐妹们哪，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认真努

力，付上代价，使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有无亏的

良心呢？我们为信心祷告，为爱心祷告，为永远的盼

望祷告。我们有没有求神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使我

们可以有那最大的祝福，就是无亏的良心呢？当神经

过我们的良心说话的时候，让我们顺从它的声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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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 8节向神那样的祷告：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

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回应诗歌：洁净我（Cleanse	Me）

思想问题：

1.	你有否感觉到良心在你的心中说话？

2.	良心在一个人心中说话，与圣灵在基督徒心中的

感动有何不同？

3.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抹杀良心的事？始祖夏娃是

一个最早的例子。

4.	你有没有要保守住一个无亏的良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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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信息：一位迦南婦人的信心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7：24-30

24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

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25 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

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26

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非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

开她的女儿。27 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

儿女的饼丢给狗吃。”28 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

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29 耶稣对她说：

“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30 她

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当我们的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在犹太

人以外的地方做教导的工作，或行神迹的事。因为他说过，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 12：

32）。他必须先被钉十字架，然后他才能坐在宝座上。让

他的福音与他的爱借着他的门徒，“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

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 24：47）。

在他的游行传道的时候，有时他也会进入外邦人的地

方，向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传道。有一次他来到推罗西顿的

海边，那是在加利利西北，靠地中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有一位迦南的妇人，她不是犹太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

非常痛苦，她听到耶稣医病赶鬼的名声，她来到主耶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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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向他乞求。求耶稣医治她女儿的病，赶出她身上的

鬼。起先，耶稣拒绝帮助她，但是这位妇人有信心，不放

弃，再接再厉地祈求。耶稣知道她有信心，要给她机会表

示出来她的信心，在她显明表示出来她的谦卑与信心之

后，主耶稣就医治了她的女儿。这一切的事情的过程，是

非常美丽动人的。我们可以说，“神看着这一切，都非常

美好”（创 1：31）。我们现在要从两方面来看这位迦南

妇人的信心。第一方面，是什么外在的原因，使这位妇人

的信心显得非常杰出？第二方面，是什么内在的原因，使

这位妇人可以坚持她的信心，直到最后的胜利。

一、外在的因素

在思想那些外在的因素或情况的时候。首先，

我们会看到当时的时代以及社会，是她有那样的信

心的很大的障碍。她是一位迦南的妇人，她不是犹太

人，也不是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她是“在以色列国民

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弗 2：12）。

她的祖先与犹太人的祖先，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的时候，发生很多的战争，很多的冲突。犹

太人非常不喜欢他们，他们也深切地体会犹太人对

他们的歧视与傲慢。他们的种族之间的隔阂，比有形

的地理上的隔离，像推罗西顿与耶路撒冷的距离来

得更大。虽然有这样的隔阂，但是也没有使这位妇人

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这位犹太人的教师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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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种族的隔阂之外，另外还有对神的启示的

知识的缺乏。她虽然用尊敬的语气称呼耶稣为主，而

且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她对耶稣了解的程

度还是很少的。她的了解不能跟那些经常在会堂里

读圣经，在圣殿里敬拜献祭，而盼望那位救主弥赛亚

来临的犹太人相比。她对主耶稣的认识远比不上那

位八十四岁，不离开圣殿，禁食祷告，昼夜事奉神的

女先知亚拿。也比不上马大与马利亚，他们可以在自

己的家里，坐在耶稣的跟前，听他讲道。甚至也比不

上那位有罪的妇人，她听过耶稣的讲道，就决定进入

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在主耶稣脚前痛哭流泪。这些

妇女都有非常特别的信心，但是她们不像这位迦南

的妇人，她们是犹太人，她们有圣经的知识。而这位

迦南的妇人，她的信心没有知识做根基，却能像那一

粒芥菜种子，最后能够移山倒海。

神给人类两样能够产生能力的东西，就是理性

与信心。这两样，并不彼此冲突。虽然常常有人故意

地说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理性与信心是很不相同的。

理性是根据眼能见之物，也是暂时之物。信心却能看

见那些眼睛没看到的，却是永恒，最真实的事。当理

信碰到阻碍，不能通过的时候。信心好像有天使的翅

膀，却能超越过去。而抓住神的手，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可以感谢神给我们理性，我们更应该感谢神赐给

我们信心。赐给我们信心的能力，可以胜过种族的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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阂，知识的缺乏，而可以找到宇宙的唯一的真神。可

以让我们在各样的阻碍下，能够来到主耶稣的脚前，

把我们的困难痛苦跟他述说。

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无法知道神给信心的定

律。有时我们看一位孤单痛苦的伤心人，他可以守住

他对神的信心与盼望，而拒绝一切的疑惑。我们会希

奇他的信心是怎样开始的，是怎样持续下去。我们只

能说，这是神“用大能，成就他们一切值得羡慕的良

善，和他们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作”（帖后 1：11）。

这位迦南的妇人就是一个例子。一般人在那样不利的

环境之下，能有那样的信心，实在是难上又难。但是

这妇人却能够胜过一切困难阻扰，来到主耶稣面前。

这实在是应验了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29-30节说的，“从

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

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第二点，我们会觉得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很特别

的，是因为主耶稣的门徒们对她的轻视。当我们观察

到门徒们在主耶稣升天之前与之后，是完全两样的

人的时候，我们会很惊奇。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门

徒们对外人是很冷淡的。但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他

们却完全地改变了。他们变得对别人的灵魂有很大

的负担。他们愿意与人传讲福音，要人相信耶稣做他

们的救主。因为他们有这样根本的改变，我们可以知

道一定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那就是主耶稣由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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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而且主耶稣给了他们大使命，让他们知道神要

使用他们，彰显神的爱。

在这里，门徒们没有责备这位迦南的妇人，像他

们责备那些做父母的，把他们的孩子带到耶稣面前。门

徒们只是跟耶稣说，请你打发她走罢。让我们往好的一

面来看，他们也许说，请你就答应她的祈求吧！但是他

们这样说的原因，“因为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太

15：23）。这里让我们知道他们要耶稣答应她的原因，

不是因为对这位妇人的同情，而是他们讨厌她的骚扰。

当然这位妇人可以感觉到门徒们对她的轻视，他们看

她像是讨厌的苍蝇一样，他们只想让她离开。就像人们

碰上一些缠在身边的乞丐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铜板，打

发他离开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信心的话，在这

样的轻视之下，早就放弃了。但是这位妇人不一样，她

不放弃，她一定要到主耶稣面前来。别人对她怎样，都

不重要，她只要亲自地向主祈求。

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个功课。当我们

面对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像这些

在五旬节以前的门徒们，好像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没

有影响。或者我们的态度，会像那五旬节之后的门徒

们一样，对有需要的人，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给他们

神的怜悯、神的爱呢？假如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我

们的心中没有爱人灵魂的心，而只要使别人做好人，

维持社会安宁，减少罪恶危险，使自己生活平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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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福音不会有好的结果。人心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是真正的爱心，还是为了

我们自己的好处。

神并没有把祂的好处由天上丢下来。祂道成肉

身，来到世上，耶稣把神的心带来。所以祂给我们的

不只是好处，而是衷心的祝福。假如我们要帮助人

相信主，我们必须要有耶稣的精神，把耶稣的心显明

在人前。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说的，

“我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

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因为基督徒的冷淡与恶行，

而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那由这位迦南妇人的例子，

你不能推卸你的责任。主耶稣邀请你来到他面前来，

不是借着这些基督徒的行为，而是借着祂自己亲口说

的话。他这样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

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

丢弃他”（太 11：28；约 6：37）。这些是耶稣的邀请，

我们必需回答他。我们不能以别人做我们的借口。我

们必须亲自来问耶稣，由他的口中得到答复。

第三点，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很特殊的，因为主

耶稣对她的回答。门徒们的回答，虽然存心不对，但

是比起主耶稣的回答，好像还比较有怜悯的心。妇人

穿过了门徒们的围墙之后，她却碰上耶稣的如鉄的

心。圣经上记载说，“耶稣却一言不答”（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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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好像主耶稣觉得这个妇人不值得帮助，而且也

不需要理她。

这是我们常碰到的情形。当我们在困难中向神祈

求的时候，祂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样。神不但没有由

困难中拯救我们，甚至让我们单独的受苦。神对我们

寂寞无声，是我们最害怕的时刻。我们会像大卫一样

地，在诗篇第二十八篇第1节，向神哀求，“耶和华呵，

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呵，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

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们宁愿神开口说

话，即使是祂指责我，也比祂沉默不语好。因为在祂

的寂静之下，让我们心里有怀疑，是否神真的关心我。

那位迦南的妇人，当主耶稣一言不答的时候，她

心中一定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是她还是继续地喊叫

祈求，最后主耶稣终于说话了。但是他的回答，比他

的寂静，更加使人心冷。他的回答好像一切希望都没

有了。“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

的羊那里去”（太 15：24）。人子被差遣来寻找与

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但是他只限于以色列人，对于外

邦人，那不是他的工作范围。

听到这样的回答，“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

助我”（太 15：25）。她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来拜他，

挡住他的路，要求他给一个回答。在那样的情形，主

耶稣终于给她回答，“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太 15：26；可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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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会怀疑这是

否真的是耶稣讲的话，是否马可马太记载错误了。但

是马太是主耶稣的使徒，他没有理由把假话放在主

耶稣的口中，使主耶稣显得没有同情之心。在主耶稣

讲了这样的话之后，这位妇人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她

是否就在痛苦中转身离开，或者甚至在愤怒中离去。

她是否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切的乞求都是枉然的。

这位说要拯救世人的主，不只是没有帮助，而且心硬

如铁。这会是一般人的反应，也是我们祷告没有照我

们的意思成全的时候，我们常有的反应。

但是主耶稣知道人的内心，他知道这位妇人虽然

是迦南人，但是她却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她也有雅各

那样不放弃的信心。她好像雅各与那位天使摔跤说，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创 32：26）。她

对主耶稣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

掉下来的碎渣儿”（可 7：28；太 15：27）。

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在她的回答里面，我们

看到一个伟大的信心，一个真正的谦卑。即使是一

只狗，在主人的家里也会受到看顾。她完全的卑微，

却使她升高。她完全的放弃，却使她得到一切。主耶

稣就是要等待这位妇人这样的回答。在他听到她这

样的回答之后，主耶稣就让她得到她心中所要的。耶

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

成全了吧！”（太 15：28）。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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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把她由地上提升起来，坐在家庭的餐桌上，吃

儿女们吃的食物。由这件事，让我们知道神在诗篇第

六十九篇 32节的应许是真实的。“谦卑的人看见了，

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

二、內在的因素

现在我们要来考虑内在的因素，使这位妇人坚

持她的信心。当我们要来考虑妇人的内心的时候，我

们首先要肯定的是，人的内心也是需要神来扶持的。

耶稣帮助这位妇人的信心，他知道他的恩典，可以

维持这位妇人的信心。这位妇人也像大卫在诗篇第

六十三篇第 8节那样的了解与宣告，“我心紧紧的跟

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

现在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位妇人的内心。她

能够维持她的信心，第一点是，她有很大的痛苦与烦

恼。她有一位女儿被鬼附着，非常的痛苦。在这样的

鬼折磨之下，使她做母亲的非常伤心与烦恼。她不知

道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了，为什么这个鬼会附在他

的女儿身上。当我们旁观人看到这样痛苦无助残忍

不幸的情形，我们了解只有黑暗魔鬼的权势，可以造

成这样的痛苦。我们知道罪恶是在神的许可之下，在

这个世界造成很多不幸与痛苦的事，而让我们被逼

的来，寻找那唯一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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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位妇人说来就是那样。在她的家里和她的

心里有那样重大的负担与不断地烦恼与痛苦。她尝

试过，人的方法，但是都失败了。她曾经去迦南人拜

的巴力的神庙里去跪拜烧香，但是巴力也没有医好

她女儿的病。

现在，她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她听到耶稣在犹

太全地以及加利利，医治人们的疾病，消除他们的伤

痛。她知道如果她听到是真的话，耶稣是她唯一的希

望。现在她来到耶稣的跟前，她知道她不能放弃这个

唯一的希望。她不能空手回去她的家里，再重复地看

到她的女儿痛苦地抽疯，以及绝望的哭喊。她的女儿

的受苦是她心中最大的负担。她无法放弃，她必须不

断地向耶稣祈求，一直到耶稣愿意给她所祈求的。

同样地，你也许心中有重担。你尝试了很多方法

也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像那位迦南的妇人一

样，来到耶稣的跟前，来向他乞求。当你觉得完全无

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唯一的希望是主耶稣。

第二点，这位妇人有坚强的信心，是因为她对她

自己有很卑微的看法。她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得到耶稣

的幇助，她只能说，请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当主

耶稣起初拒绝她的时候，而且用犹太人常用的语言称

呼外邦人做狗的时候，她可以接受那样的称呯，而且

她可以根据这样的称呼，转变成她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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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如何得到那样谦卑，愿意卑微的心呢？我们

不知道。圣灵一定是在她的心中做她的老师。圣灵

教她的第一个功课是让她知道她有罪。她知道她是

一位罪人。她可以像诗人在诗篇第七十三篇第 22节

说的，“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

这些牲畜可以听从他们的主人的话，但是我却没有

听从神的话。我虽然是高等的人，但是我拒绝神，使

我变得低微，比牲畜更低。也许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

候，我们会有同样的卑微的感觉。但是当别人对我们

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接受，而像那位迦南的

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

只有在我们愿意卑微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我

们原来的尊严。就像那位浪子一样，当他在放猪的猪

栏里，看清楚他自己的罪与羞耻，他才醒悟过来。回

归他原来的自我，想到他是有尊严的儿子，对自己说，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路 15：18）。

当一个人谦卑下来的时候，他的信心会越来越

大。假如你愿意来主耶稣的跟前，你必须谦卑，带着

信心，来到主面前。然后主耶稣会带着你的信心到父

神面前，神就会打开天窗来赐福给你。就像先知以赛

亚写的，“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

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

同居”（赛 57：15）。这就是因为神应许了他愿意与

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信心，可以让我们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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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中，在绝望中，转为胜利。我们可以像那位迦南的

妇人，当她完全的卑微下来的时候，她的信心可以使

她得到一切。让我们也可以卑微下来，当我们知道我

们是困苦穷乏的人，主就会顾念我们，会帮助我们。

第三点，妇人的信心可以坚强，因为她看到耶稣

的心，比她眼睛所看到的耶稣的表面，更加有怜悯，

更加来的伟大。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她是不会坚持

到底的。在主耶稣冷落的表面与话语后面，这位妇人

已经看到一位内心充满怜悯，充满了爱的耶稣。我们

不晓得她如何有这样的可以透过表面的真正的认识。

但是她已经看见了真正的耶稣，使她的信心得到特别

的支持。她己経听到了耶稣帮助了许多人，为他们医

病赶鬼。她知道耶稣在大卫的子孙的名称之下，做了

很多神迹奇事。在这位妇人的心里，她知道主耶稣的

怜悯不会只限于犹太人。不会受到种族，地方，或国

家的限制，所以她可以相信她所知道的真正的耶稣，

而不顾耶稣表面上冷淡或拒绝的态度。这位妇人可以

把自己完全地交出来给耶稣，跪在他的脚前，像古时

候那受苦的约伯一样地说，“虽然他杀我，但我还要

信靠他”（伯 13：15	，根据钦定本）。

她的信心可以透过表面，而建立在她了解认识

的真正的耶稣。她的了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就像

尼哥底母问主耶稣关于人会重生的事，“人已经老

了，如何能重生呢？”（约 3：4）。耶稣说，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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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也是一样，圣灵教导启示这

位妇人，让她有那属灵的眼睛。也让她看见，在她完

全信靠耶稣之后，会得到的结果。

在今天的社会里，无神主义与悲观的念头，像黑云

一样的密布在我们的头上，要消灭我们对人生，对永生

的一切的盼望。但是神给我们做基督徒的属灵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穿过这些黑云，而可以像一只云雀一样，在

黑云上面的阳光以及蓝天里面，快乐的歌唱。这是圣灵

的工作，他常使用苦难，来教导我们，来吸引我们靠近

耶稣，在他里面得到力量。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位基督

徒身上的作为，祂要给我们各样的信心的试炼，祂也给

我们足够的信心来信靠祂。祂试炼我们，看我们是否可

以完全的信靠祂。祂有时隐藏，让我们用心去寻找祂。

祂有时给我们困难，让我们经过操练去克服困难。祂有

时给我们挑战，让我们与祂角力摔跤。最后，当我们经

过这样的训练之后，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强。我们会

在信心的眼睛里面，看到那充满爱的主耶稣。

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的信心，可以像那比迦南的

妇人更早一千二百年前的另外一位外邦人的妇人，

做同样的决志。在路得记记载，路得说，“不要催我

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

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的就是我的国，你

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

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得 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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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是要我们能够与保罗一样地说，“我若活着，是

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或活或死，总是

主的”（罗 14：8）。

我在上面讲的这位迦南的妇人的信心的外在的

困难、以及内在的力量。我们可以在这位妇人的身上

学习，首先让我们把我们的灵魂交在主耶稣的手中。

我们知道祂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祂也可以保守

我们交给祂的一切。让我们把我们生活上，外面和内

心的一切困难，一切的试炼，都带到耶稣的面前。让

我们能够卑微我们自己，相信他的伟大。让我们在被

拒绝或迟延的回答之下，还继续保守我们的信心。主

耶稣会有时让我们看不到他的旨意，但是在我们胜

过试炼之后，他会使我们惊奇，因为他要给我们的是

超过我们所求及所想的。

神的恩典是非常奇妙的。即使我们对耶稣的认

识是有限的，在他隐藏他自己的时候，恩典会幇助我

们等候祂。最后我们会听到他的慈声说，“是我，不

要怕”（太 14：27）。然后我们就会很高兴地迎接他。

这时，我们的信心，就会变成一个充满祝福的异像。	

“你们现在有忧愁，但是我会再与你相见，你们的

心就会喜乐，这样的喜乐没有人能夺去”（约 16：

22）。所以，让我们“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我们

的心”（诗 27：14）。让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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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晓得你现在是在怎样的状况，你也许正在

狂风大浪中，你也许正在经历困难痛苦，你知道你需

要神的帮助。但是你问，是否耶稣会关心我，帮助我。

我希望你像那位迦南的妇人一样，带着无助的心，带

着谦卑的心，带着神给你的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

将你的需要，将你家庭的需要，完全地交在耶稣的手

里。祂会看顾你，他会帮助你。

回应诗歌：主必看顾（Does	Jesus	Care？）

思想问题：

1.	理性与信心的关系是如何？它们有彼此冲突吗？

2.	我们如何可以操练信心？如何可以得到像这位迦

南妇人的信心？

3.	当别人妨碍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时，我们应该怎

样？

4.	当我们觉得主耶稣不回应我们时，我们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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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信息：被鬼附著的男孩与他的
父親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9 ：14-29

14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

和他们辩论。15 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

的安。16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17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

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18 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

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

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19 耶稣说：“唉！

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

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20 他们就带了他

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地抽风，倒在地上翻来

覆去，口中流沫。21 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

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22 鬼屡次把他扔在火

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

我们！”23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

能。”24 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25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

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

去！”26 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27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28 耶稣进

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

去呢？”29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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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一本充满对比的书。在创世记第一章就有一个

很鲜明的对比。宇宙的开始是混乱的，“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然后，神开始有秩序的创造，先有了光，然

后有空气，然后有天上的水，与地上的海，这里我们看到

混乱与秩序的对比。圣经里面也充满了人物的对比。雅各

与哥哥以扫，约书亚与偷东西的亚干，以利亚与王后耶洗

别。主耶稣在变形山上，与今天我们要看的记载，也是一

个很大的对比。在变形山上，有云彩与荣光，也有主耶稣

变形的荣耀。有在云彩中的声音，也有摩西以及以利亚在

荣光中出现，与主耶稣谈话，也有三位惊讶的门徒。但是，

在下面离开山不远的村庄里，有好辩论喜欢讥笑的文士

们，有那些失败灰心的门徒们，有那位伤心痛苦的父亲，

也有那位可怜的被鬼附着的男孩。在那里口中流沫，咬牙

切齿，身体枯干。在变形山上与在地面上，这是一个非常

大的对比，荣耀与堕落，光明与黑暗，喜乐与悲哀的对比。

十六世纪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名叫拉斐尔（Ra-

phael，1483–1520）。他一生最后的一副画，叫做「变形」

（Transfiguration，已经用来做路加福音讲道集的封面）。

今天是挂在教皇梵蒂冈的画廊里。有人说是拉斐尔画的最

伟大的一副画。在这副画里，他要描述这样鲜明的对比。

在画的上半部，是主耶稣飘在半空中，是一位救主的样子。

在他的左边是摩西，在他的右边是以利亚。在画的中间是

三位门徒彼得、雅各与约翰。他们刚刚由睡觉中醒起来，

用手遮盖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接受不了这个荣耀的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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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射。在画的下半部是画山下村庄里的情形。里面那位

被鬼附着的男孩，在那里张开大嘴发疯。在他的后面，他

伤心的父亲扶着他。他们的对面是耶稣其他的门徒。有些

门徒用手指向在天空变形的耶稣，好像是说只有耶稣可以

救这个男孩。

在今天读的一段之前，是在变形山上发生的事情（太

17：1-13；可 9：2-13；路 9：28-36）。在那里主耶稣与摩西

以利亚谈话，得到他们的安慰与鼓励。在那里，天上有圣父

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最后，主耶稣

与他的三位门徒都必须回到平地上来。彼得本来不想下山，

要留在那里，建三座棚。他想要把两位天上来的访客以及耶

稣在他们的荣光中留下来。但是这些巅峰的经验，或者是真

的在一座山上，或者是在属灵高峰的状况，不是我们能够久

留之地。这些巅峰的经验，是要给我们特别的鼓励，让我们

继续走人生的道路。所以耶稣也回到平地上来，开始走那十

字架的道路。最后，他要经历在客西马尼园的孤独，与在加

略山上担负了我们的罪与父神隔离的痛苦。

当山下村子里的人们一看到耶稣与他的三位门徒走来

的时候，他们就跑来迎接耶稣。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说，

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跑上去问他的安。为什么众人

一见耶稣，都甚希奇。他们知道耶稣带着三位门徒到山上

去。他们知道耶稣不会留在山上。他们知道耶稣会由山上

回来，与其他九位门徒重新会合。为什么他们会希奇呢？

也许这时耶稣的脸上还留下来他变形时候的一些荣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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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在一起四十昼夜之后，他下山的时

候他的面上发光一样。

当耶稣回到他的九位门徒那里的时候，门徒们正在与

文士们生气地在辩论。主耶稣问那些文士们说，“你们与

我的门徒辩论的是什么？”他们没有给耶稣回答，耶稣的

门徒也没有回答。但是由那些犹太教的文士们骄傲胜利的

眼光中，以及门徒们垂头丧气的表情里，可以看出来文士

们在辩论里站了上风。他们争论的是什么呢？也许他们在

争论什么是最好的赶鬼的方法，或者文士们与法利赛人讥

笑门徒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就在他们互相争论的时候，那

位可怜被鬼附着的男孩却躺在旁边的地上，没有人照顾他。

因为文士们与耶稣的门徒们都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

这个男孩的父亲，就对耶稣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

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主耶稣用关心同情的眼

光看着这位心情沉重的父亲。他就继续的告诉耶稣，当鬼

捉弄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倒在地上，口中流沫，咬牙切

齿。因为污鬼不断地干扰他的儿子，所以孩子的发育也不

正常，身体像枯干一样。做父亲的接着告诉耶稣，他请耶

稣的门徒们来赶他儿子身上的鬼，但是他们却不能。当主

耶稣听完做父亲的诉苦的时候，耶稣就叹息，大声地说，

“唉！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		要到几时呢？我忍耐

你们要到几时呢？”主耶稣责备他们没有信心，使站在旁

边的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包括文士们，做父亲的，特别

是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没有把鬼赶出去。



第五篇信息：被鬼附著的男孩与他的父親 077

接着主耶稣转过身来，对做父亲的说，“把他带到我

这里来吧！”做父亲的，以及站在旁边的亲友们，就把孩

子扶起来带到主耶稣面前来。这实在是一个很悲哀，很令

人伤心的情况。当孩子来到耶稣面前，他一见耶稣，鬼便

叫他重重的抽疯，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就像

一只野兽一般。耶稣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带着怜悯的语气

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是最近才开始

的，或者已经很久了。”做父亲的回答说，“从小的时候。

几乎他一出生就有了。”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奇怪

很奥秘的黑暗与罪恶。这个孩子与他的父母都不可能犯了

大罪，而得到这样的可怜的惩罚。这个孩子就像那个被主

耶稣医治好生来就瞎眼的人（约 9：1-41）。当主耶稣的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

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

为。”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也是一样，在这个可怜，令人伤

心，痛苦的绝望当中，神荣耀的作为就快要彰显出来。

一、信心的告白

在神荣耀的作为彰显出来之前，我们看到做父亲

的信心的告白。在主耶稣的同情与怜悯的态度下，做

父亲的继续说。在几次的场合，当孩子抽疯的时候，

鬼控制了孩子，他就跑进去火堆里，或者跳进去水池

当中。这位做父亲的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耶稣是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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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他就向耶稣作了一个最恳切的祈求。他说，“但

是。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

稣看到他的恳切的心，就回答他说，“你若能信。在

信的人，凡事都能。	”这里主耶稣用那位做父亲的同

样的话，“你若能，”这不是一个怀疑的语气，而是

有“你愿意”的意思。主耶稣跟这位做父亲的说，“我

可以医好你的孩子。假如你愿意相信我，我会医治

他。”听了耶稣那样说，孩子的父亲就充满了感恩的

心，流泪大声的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这父亲这样说，是代表很多人内心的状况。常常

我们的信心与我们的不信，同时存在我们的心中。当

我们思想到生命中重要的事情，像我们的责任，我们

最后的归宿，我们的救恩。那时，有信心的声音跟我

们说话，也有不信的声音，在我们的耳朵里。在人最

起初的时候，就是那样。神把他的话语给了人类的祖

先亚当与夏娃。但是那恶者魔鬼也来了，撒下不信的

种子。他对夏娃说，“神岂是真的那样说吗？”（创

3：11）。在主耶稣由死里复活的时候，在加利利的一

个山上，门徒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但是马太福音也记

载，“然而还有人疑惑”（太 28：17）。所以，常常

在人的心中，信与不信的思想，混杂在一起。那位伤

心的父亲所说的话，“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也代表我们的状况。我们是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相

信，而弃绝不信。当我们要选择相信的时候，我们知



第五篇信息：被鬼附著的男孩与他的父親 079

道我们必须依靠神，也可以确定神会帮助我们。这位

父亲，他知道他必须相信耶稣，他要相信。但是他也

知道他需要耶稣的帮助。他决定他要站在相信的一

边。他做了信心的告白，然后他把他不相信的念头，

全部交给耶稣。要求耶稣除去他不相信的念头。

在耶稣与这位父亲谈话的时候，旁边站着观望的

人越来越多。众人来看热闹，要来看耶稣是否比他的

门徒更有能力，真的能够赶出孩子身上的鬼？做父亲

的与一些朋友，把倒在地上的男孩扶了起来。耶稣看

着那位男孩，对那附在他身上的污鬼说，“你这聋哑

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让做

父亲的特别感恩的是主耶稣说，“再不要进去。”在

从前的日子，好几次他的男孩子好像是恢复正常了。

有一段时间没有抽疯，没有口中流沫，做父亲的希望

他的孩子是恢复正常了。但是不幸的是，每次开始的

希望，都重复地被破淬。孩子不久又再抽疯，口中流

沫。但是现在主耶稣的医治是永远的，因为他不只是

说，“从他里头出来。”他更是说，“不要再进去。”

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救恩的能力与伟大。当他救

了那位行淫被捉到的妇人，让她平安离开的时候，主

耶稣对她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 8：

11）。我相信主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不只

是有警告的意思，更有安慰与应许的意思。主耶稣让

这位妇人知道，以后碰上试探的时候，她会有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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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恩典帮助她胜过试探。同样的，在法利赛人西

门的家里，当那位名声不好的妇人，用眼泪湿了耶稣

的脚，然后，用头发擦干，再用香膏抹耶稣的脚。主

耶稣对那位有罪的妇人说：“你的罪赦免了”（路 7：

48）。又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

吧！”（路 7：50）。主耶稣也给她安慰与应许，她已

经有天上的能力与恩典，可以胜过她会面临的试探。

二、神跡發生了

在耶稣的命令叫他离开这个孩子，与对他责备

之下，那污鬼对这男孩做了最后的攻击。那鬼喊叫，

使孩子大大地抽了一阵风。然后就出来了。孩子最

后躺在地上，口中有流沫，他的口张开，他的眼睛

固定不动。他全身都没有任何动作，他好像没有气

息的样子。旁观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形，都觉得很惊

讶，安静不出声。最后，有一个人对他旁边的人这

样说，“他把男孩医治好了，但是他也把他弄死了。

这个男孩子已经死了。”然后，别人也接着说，而

且大声地说，“这个男孩死了。他把男孩医治好了，

但是他也把他弄死了。”然后，有一位文士，看到

这样的情形，听到众人的话，他也恢复原来的胆大

与骄傲，就对旁边别的文士说，“是的，他把男孩

医治好，但是他也杀了他。这是什么样的医治呢？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医治。只要重重的打击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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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那他的病与他的生命都没有了。耶稣是怎么

样的医生？他是怎么样的先知呢？”

我们可以想象做父亲的反应。他看着躺在地上

的孩子，完全没有气息了，他转过头来看着耶稣。

我想他这样的对耶稣说，“夫子，你是把污鬼赶出

去了，但是你也把我的儿子弄死了。他身上毫无气

息。但是，夫子，我宁可他躺在那里死了，也不愿

意看到他受到那么大的痛苦，时常抽那么大的疯。”

他可以这样的说是表示出来，在神的帮助之下，他

有了真正的信心。

但是所有的人的判断都是错的，这男孩并没有

死。主耶稣拉着他的手，扶着男孩起来，他就站了起

来。主耶稣把他交给他的父亲。我们可以想象，做父

亲与在旁边母亲，他们高兴地眼睛流泪，一直拥抱着

他们的恢复正常、死而复生的儿子。

耶稣用手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当主耶稣医

治一位妇人，西门彼得的岳母的热病的时候，主耶

稣医治她，就拉着她的手，扶她起来（可 1：31）。

当主耶稣医治一位瞎眼的人，他拉着他的手（可 8：

23）。当主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他动了慈心，就伸

手摸他（可 1：41）。当主耶稣叫管会堂的睚鲁的女

儿复活的时候，他拉着孩子的手，让她复活起来（可

5：41）。主耶稣用他的手来帮助人。主耶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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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医治释放的大好信息，这个信息由一双充满慈爱、

同情、怜悯的手来传播出来。主耶稣是那样地做，我

们也应该那样的做。我们可以用双手来传播这个大好

的福音的信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那样地做。虽然有

时你伸出你那表示友爱的双手，对方并不感激，但是

我们不会常常碰上这样的情形。你会看到一些寂寞

的人，你可以伸出你友谊的双手。你会看到一些在痛

苦中伤心的人，你可以伸出你同情的双手。你会看到

一些在重担之下，心情低潮的人，你可以伸出你鼓励

的双手。你会看到一些在试探之下面临危机的人，你

可以伸出你拯救的双手。你会看到一些在信仰边缘，

快要相信的人，你可以伸出你的手拉他到神的一边。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我们的双手来传播耶稣的福音。

当你愿意那样做的时候，你效法主耶稣。你使牧师在

讲台上传讲的福音，经由你双手的事奉中见证出来。

三、禱告的能力

在医治好了这个男孩之后，主耶稣与他的门徒们

就到一个房子里面休息。当时还有外人在他们当中，

所以门徒们就暗暗地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

出那污鬼呢？”耶稣跟他们说，“非用祷告与禁食，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在主耶稣最起先，听到

孩子的父亲跟他说，门徒们不能把污鬼赶出去的时

候，他已经很感叹地说了，“唉！不信的世代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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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主耶稣已经讲出来，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

信心。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他们就缺乏祷告。只有

靠祷告，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主耶稣刚刚在变形山

上的祷告，所以他自然有能力可以赶出恶鬼，医治好

那位被鬼附着的男孩。

在四十多年前（1976年），我们在密西根参加

一个美国圣经教会，那时教会在星期天的晚上有晚

礼拜，是与早上不同的信息。在星期三的晚上有祷告

会。一个二百多人的教会，星期天晚上有一百多人来

参加晚礼拜，星期三晚上有七八十人来祷告会。后来

十年二十年之后，在德州及华府我们参加很大的美

国教会，很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固定每星期全教会的

祷告会。德州的教会在我们参加的时候，星期天晚上

有聚会，但是现在没有星期天晚上的聚会。难怪，今

天基督教的影响在美国越来越少，难怪今天的社会

充满了贪财，争斗，虚假，及色情？我们不能赶出污

鬼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因为缺乏信心，缺乏祷告。

当我们叹息今天的教会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很小

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在过去的一千七百年，基督的教

会对西方的社会的影响。在那光荣的过去，基督的教

会在当时的社会中曾经赶出很多很多的污鬼。今天

我们去罗马旅游，会看到那伟大的斗兽场，已经成为

废墟。在二千年前，几千的人在那里，观看人与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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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的争斗，就像今天大家观看足球赛一样。在今天

那样伟大的斗兽场，已经成为废墟。在基督教传遍罗

马帝国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到一些被遗弃的婴孩，

与一些残废的儿童被丢弃在树林中或在野地里。在

基督教传遍欧洲的时候，那些敬拜偶像的殿，像在以

弗所，以及哥林多的那些女神庙，充满色情的敬拜，

马上就完全的消失了。在基督教传遍罗马帝国的时

候，帝国里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奴隶，今天奴隶制度在

全世界都已经不存在了。在今天，所有的人都有基本

的人权，人都是尊贵的，人权必须受到保障，这是基

督的教会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当我们回看这两千年

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基督的教会是由人类的社会中，

曾经赶出很多很多的污鬼。有人不信耶稣，说这个世

界如果没有信仰的纷争会更好。但是如果这个世界，

没有这两千年来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我们会生存在

什么样的世界呢？你会愿意活在那样的世界中吗？

我们今天的社会因为有基督的教会的影响，已经

是一个比以前更好的社会。但是，为什么教会不能够

有更多的影响，对社会的道德，与人们的生活有更大

的影响，反而影响越来越小呢？做社会学研究的人，

也许会找到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主

耶稣在赶鬼之前叹息的话。教会失败的原因，在缺乏

信心。耶稣也说了，因为他自己的家乡的人，不愿意

相信他，所以他没有在自己的家乡多行神迹奇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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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教会，需要增加我们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神是大

有能力的神，相信我们的福音是唯一可以使人不下

地狱的福音，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教会一定会复兴，祷告会一

定会兴旺起来。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一个属灵的

大复兴，一个释放救恩大能的复兴。一个改变人，改

变社会的大复兴。

耶稣说，“非用祷告，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

能出来。”今天的教会要有大复兴，要继续赶出社会

的污鬼的话，我们就必须重视祷告，以及与世界分别

出来。禁食表示我们不贪爱这个世界，我们是在这个

世界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里，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受黑暗之子的影响。

我们的观念思想是世界教导我们的。我们成为基督徒

之后，就必须在神的话语中好好地学习，让我们真的

心意更新而变化（罗 12：2）。要个人灵里的复兴，

要教会的复兴，就必须要靠祷告与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我们每个人，我们要在属灵上求进步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觉到鬼魔想要攻击我们，使我们跌倒。

但是我们是可以胜过他们的，我们是可以把他们由

我们的内心思想中赶出去的。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

是比这些污鬼的首领魔鬼撒但更来得伟大。但是我

们必须付上我们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祷告与禁食。

我们必须认真的追寻等候神，让我们的心意，顺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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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旨意，然后，求耶稣给我们胜利，战胜我们心中的

污鬼。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 4节说，“因为凡从

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

的信心。”弟兄姐妹们，愿神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

信心，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的一

切思想与诱惑。让我们认真地祷告，认真地学习神的

话语，而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不断地进步，

在灵里不断地向高处行。

回应诗歌：我今直向高处行（Higher	Ground）	

思想问题：

1.	这个孩子的父亲承认他自己的信心不够。这是否

也是我们的情况？

2.	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是否告

诉我们，疾病没有被医治好，是我们的信心不够？

3.	主耶稣说在一个不信的时代，神迹奇事会减少。

西方的社会进入启蒙运动之后，神迹奇事就减少

了。我们对神迹奇事的态度应该如何？

4.	我们有没有在家里天天祷告神，在教会常常参加

每周的祷告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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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信息：什么是基督徒的婚姻？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10：1-12

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

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2 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

“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3耶稣回答说：“摩

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4 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

便可以休妻。”5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

写这条例给你们。6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

男造女’，7‘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

为一体。’8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9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10 到了屋里，门徒就问

他这事。11 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

辜负他的妻子；12 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

四十年前当我做德州休斯顿中国教会的执事的时候，

我必须去一位会友的家庭做夫妻吵架的调解人。做妻子的

说，我们的家庭像战场一样。我的丈夫与我经常吵架，他

甚至动手打我。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我没有法子继续过

这样的生活。非常不幸的是，这样吵架不和睦的情形，发

生在许许多多的家庭里面。今天一般家庭要维持好的婚姻

是非常困难的。

在五十多年前，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一位曾担任过

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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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索罗金教授（Pitirim	Sorokin，1889-1968），在他写

的 1964年的书里，书名是《美国性方面的大革命》（The 

American Sex Revolution），就预言到，“离婚会不断地增

加，一直到传统的婚姻与一些目前看为不正常的性关系的

差别完全消失。而且家庭在社会上扮演的传统的角色也会

不断地减少。家庭会变成只是一男一女同居的地方，住家

会变成只是过夜的停车场。”

虽然今天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索罗金教授的预言。但是

除非基督的教会大声疾呼来拯救传统的婚姻，在不久的将

来，也许就会完全地实现。事实是很显然的，传统的家庭

是面临很大的危机。

今天在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八点七岁。那一个

婚姻的平均寿命是多长呢？只是八年而已。就是说，一半

婚姻的离婚是在结婚八年之内发生的。另外的一个角度来

看离婚的严重性是由每年的离婚人数来看。我们知道每

年在每一千人中间有将近两人会死亡。如果我们来看每年

离婚的人数。在 1940年，每一千人里面，每年有两对夫

妇离婚，两对夫妇就是四个人。经过了三十年，在 1970

年，每一千人里面，每年有四对夫妇离婚，比 1940年增

加一倍。再经过十年，在 1980年，每一千人里面，每年

有 5.3对夫妇离婚。从 1980年后，离婚率就开始降低。再

过二十年，在 2000年，每一千人里面，每年有四对离婚。

这也是 1970年的离婚率。关于结婚率，在 2000年，在每

一千人里面，有九对结婚。但这不包括那些同居的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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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同居的人，如果分手，他们也不会在离婚的统计数字里

面。如果同居的人数有不断的增加，那离婚的情形由 1980

年到现在，也许没有改进。

今天不只是离婚率很高，大家对家庭的看法也有很大

的改变。在 1971年，有一位英国的心理科医生，名叫大

卫库珀（David	Cooper，1931-1986）。他写一本书《家庭

的毁灭》（The Death of the Family）。他在书里面，提倡

废除家庭。他说，目前社会对每个人的压力以及要求，使

家庭失去它的功用。

今天在美国，或在亚洲的国家，很多人都开始实行一

些新的家庭方式。有些不结婚就同居，有些同性恋同居，

有些是采取试婚的方法。这些在几十年前都不会被一般人

接受的，现在却能够被接受，而且变成很流行。当传统的

家庭慢慢的瓦解，很多的年轻人都纷纷尝试这些有害，而

不符合圣经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已经背弃了传统的婚

姻与家庭，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向。

在1988年有一位美国的心理医生，托马斯马龙（Thomas	

P.	Malone，1919-2000）写了一本书，叫《亲密的艺术》（The 

Art of Intimacy）里面也预言到不久的将来，婚姻会变成只

是短期的契约。他说，现在很多人这样觉得，要一对二十岁

的年轻人结婚后，在一起很快乐地过五十年的时间，是很愚

笨的想法。他说，我们应该好好地考虑，让婚姻成为三年的

契约。他的结论是，我们很快的可以看到大家对这种试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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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接受。马龙医生的预言是几乎实现了。很多州已经立了

婚姻法，将婚姻看成契约。离婚变成很容易，只要双方同意，

就可以没有缘故不管过错的离婚。

但是有一些专家学者也看到这样自由的做法，有很多

不好的结果。在 2000年，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琳

达韦特（Linda	Waite，1947-）写的一本书，《为婚姻辩护》

（The Case for Marriage）里面，她用统计数据指出那些父

母同居不结婚的家庭，对儿女有很多不良的影响。在这些

同居的家庭，有更多的身体和性方面的虐待。即使这些同

居的男女，打算以后要结婚，他们将来的婚姻有更多的可

能性会不和睦或离婚。很多别的学者专家，也强调年轻人

不要以为同居，是将来结婚的一个好的准备步骤。

在今天这样混乱的情形之下，一对基督徒的男女应该

如何做呢？圣经里面有没有给基督徒婚姻的准则呢？年轻

的基督徒夫妇如何才可以避免婚姻上发生问题，如何可以

避免离婚呢？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地方说到婚姻。我们可以

从三方面来说明，什么是基督徒的婚姻：

一、婚姻是一個永遠的關系

首先，婚姻是一个永远的关系。圣经里面对婚姻

最基本的了解是，婚姻是一个永远的关系。在马可福

音的第十章 6，7节，耶稣说，“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

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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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接着在第 9节耶稣

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太 19：6）。

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的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结

合，是神所配合的，所以离婚不是神所喜爱的。目前

很多年轻人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念头：如

果合不来，那就可以离婚。假如结婚的时候，就有这

样的想法，那这个婚姻一开始就有问题了。

要了解婚姻的永久性，首先要知道，那是神的

计划，让丈夫与妻子永远在一起。婚姻是神为一男一

女所准备的。神制定了婚姻，神要婚姻持续永久。在

伊甸的乐园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创 2：18），

所以神为他造一个配偶。神没有让亚当夏娃试婚。他

没有跟他们说，这是三年短期的契约。当神让亚当跟

夏娃在一起，他要他们在世上永远成为一体。

今天在很多婚礼的约言里面，都说到婚姻的永

远性。通常在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彼此互相发誓，

永远相爱。不管将来情况好坏，不管将来是富或是

贫，不管将来面临喜乐或悲伤，不管将来是生病或健

康，只要我们两人同时活在这世界上，我们就要永远

在一起。这个誓言所说的就是神的计划。假如你心里

不是那样想的话，你就不应该说出来。

假如你现在要准备结婚，我的建议是，你应该

与你的对象好好地说明，结婚的严重性。你们两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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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知道结婚是永远的，离婚是绝对不能做的。假如

你们觉得不能离婚，就是失去自由，那你们最好不要

结婚。假如你已经结婚，而没有与你的配偶谈清楚，

对离婚的态度，我建议你们应该好好地商量决定，遵

守你们结婚的誓言，让你们的婚姻是永远的婚姻。我

以前听到一位牧师说，离婚这个字眼，不应该在夫妻

的话语中出现。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的婚姻是永远的。

二、婚姻是和睦相愛的同伴

第二方面，圣经对婚姻的教导是夫妇是和睦相爱

的伴侣。圣经说，夫妻结合是和睦的。主耶稣在马可

福音第十章 7，8节说到，“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太 19：5-6）。

如果夫妻关系是和睦相爱的伴侣，而且是彼此

为对方牺牲的同伴，那他们一定不会离婚。神设立婚

姻就是要达到那样的目的。神的话语给了关于如何维

持夫妻和睦的详细的教导。

你是否知道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和基督与教会的

关系相类似呢？在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在

第五章 23节，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

督是教会的头。”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当然是一个和

睦相爱的关系。

夫妻在婚姻的关系上是有不同的角色。夫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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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要了解他们个别的角色，这样才能使他们的婚姻

和睦。那什么是丈夫的角色呢？丈夫要爱他的妻子。

在以弗所书五章 25节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

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

要表现出舍己的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

那什么是妻子的角色呢？以弗所书五章 22节说

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

主。”妻子应该表现出来顺服的爱，就像她对主有顺

服的爱一样。

让我们特别的注意一点。圣灵启示保罗这样写，

丈夫要为妻子舍己，妻子要顺服她的丈夫。舍己与顺

服，都是付出的，而不是收入或得到的。婚姻是一个

互相付出的关系。保罗没有写，丈夫要妻子顺服他，

妻子要丈夫为她舍己。所以丈夫不应该要求妻子的

顺服，妻子也不应该要求丈夫的舍己。婚姻不是对伴

侣的要求，而是对伴侣的服事。

假如丈夫真的爱他的妻子到舍己的地步，他不

会把他的妻子看成像仆人一样的使唤，他会把他的

妻子看成一个伴侣与朋友。他可以与他的妻子分享

他的理想，他可以为他的妻子牺牲自己。

假如妻子真的爱她的丈夫到顺服的地步，她也

不会常常地要她丈夫的时间、服务及物质方面的供

应。她会用爱心来协助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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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样相互舍己的情形下，一个婚姻应该

是非常美满的。夫妻都关心对方的需要，而没有要求

对方的报答。这样的婚姻是神的旨意，是一个和睦相

爱的关系。

为什么现在的婚姻很少是那样的呢？主要的原

因是人的自私。很多的夫妻结婚的原因是为了自己的

好处。大多数人要结婚是因为要有配偶，要有物质的

保障，有地位或者满足其他的愿望。虽然说，这些方

面都可以考虑，但这些不应该是结婚主要的目的。婚

姻是一个牺牲、付出、服事、工作及顺服的场所。一

个自私的心，不会接受这样的想法。

今天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妇权运动，少数民族的

权利运动，甚至也有所谓孩童权利运动。我们的社会

告诉我们要争自己的权利。但是在家庭里面，这样的

争权利，不会对婚姻的维护有益处。我们要记住，婚

姻不是要求自己的权利，而是彼此服事。

今天很多人有错误的看法。他们说，圣经对妇

女不公平。圣经让妇女变成比男人低等。但是问题不

在于地位的高低。圣经教导，夫妻有不同的功能。妻

子不是比丈夫更高等或低等。丈夫也不是比妻子更

高等或低等。就像人的头，不是比人的身体更高等或

低等一样。圣经说，丈夫与妻子，就像头与身子一样。

没有身子，头不能存在，也不能发挥它的功用。没有

头，那身子不能存在，也不能发挥它的功用。头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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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却有完全不同的功能。

同样的，丈夫与妻子是有不同，而互相补助的

功能。分开来，他们不能发挥个别的功能。合起来，

他们有不同的功能，可以达到整体的功用，使家庭产

生很好的成果。把夫妻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高等或低

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如果妻子要把丈夫的责任取而代之，而要做一

家之主，这样会摧毁婚姻。如果丈夫要把领导的角色

让妻子担负起来，这就是放弃神给他的责任。如果婚

姻不照神的设计去做的话，婚姻不可能和睦。

三、婚姻是屬靈的伴侶

第三，婚姻最重要的是属灵的伴侣。比永远的

关系，与和睦相爱的同伴，更重要的是夫妻关系应该

是属灵的伴侣。圣经里面也强调，信与不信不可同负

一轭（林后 6：14）。结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轭。所

以结婚时，不可以一个相信，一个不信。

基督徒的夫妻应该是互相帮助，不断在基督里

一同成长的伴侣。圣经里说到，夫妻成为一体。这不

只是身体成为一体，这更说到在灵命上也成为一体。

我们刚刚讲到高等或低等的问题。在基督徒的

婚姻里，如果有人高等，那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基督

徒婚姻里面的一个同伴。更正确的，他是家庭的中



096 馬可福音講道集

心，其他的人与事都要围在他的旁边。假如家庭可以

这样的话，家庭就会像人间天堂一样。

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是家庭的中心呢？在马太福

音第十八章 20节，主耶稣这样说，“因为无论在哪

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

间。”这两三个人，也包括了基督徒的家庭，是奉主

的名建立的家庭。

基督徒的夫妇，你们是否了解这个真理呢？耶

稣基督是永远的在你们的家里。他居住在我们的家

中，他要与我们有交通，要带领我们，要帮助我们的

需要。我们在家庭里所做的一切，要像主耶稣居住在

我们家庭里面一样。

假如婚姻真的是属灵的伴侣的话，那丈夫与妻

子就要有每天固定的灵修的时间。这是两个人在一

起交通，祷告，读神话语的时间。这段时间不需要太

长，但是夫妻在属灵上一起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在很多有问题的家庭，问题发生的基本原因是，

他们忽视了神的话，就是圣经。几十年以前，有一位

十八岁的青年人，因为拿枪去抢劫，被抓了起来。当

警察审问他的时候，才知道青年人的父母是基督徒。

他的父亲是教会的执事，他的母亲教主日学，全家也

经常到教会聚会。当警察问他，为什么从这样的家庭

出来，会做这样的错事。这个年轻人回答，“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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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忙碌，但我们没有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在家

里从来没有看到我父母一起祷告或读圣经。”这是多

么可惜的事。是否你的家庭，就像那样呢？

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婚姻，夫妻两人必须过基督

徒的生活。必需要有完全的顺服，顺服主，活在神的

旨意当中。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的亲近他。如果夫

妻在灵修读经祷告上，服从神，我们会发现一句很常

听到的话是真实的，一起祷告的家庭是不会离婚的。

四、結　論

是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社会的

道德不断地在变化，让我们担心将来不知道会怎样？

但我们知道，如果婚姻与家庭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

上，这样的婚姻会是不稳固的。在这样道德败坏的时

代，在这样没有道德标准的社会，我们知道神的标准

是固定的。神的话是真实的，可靠的，而且永远不变

的。不但是那样，照神的话语做，会产生非常美好的

结果。只有神的话是我们婚姻家庭的稳固的根基。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 4节这样说，“婚姻人人

都当尊重。”婚姻是神给人类的计划与恩典。弟兄姐

妹们啊！你的婚姻有没有像神所期望的呢？一个永

远的关系，一个和睦相爱的同伴，一个属灵的伴侣

呢？你有没有照神的旨意，建立你的婚姻？你有没有

将你的家庭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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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还没有的话，请你让基督来掌管，将你

的生命完全交出来给主耶稣，让他从今以后成为你

家庭的主。

回应诗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Where	Jesus	Is,‘Tis	Heaven）

思想问题：

1.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否是对所有的人说

的，不只是基督徒？

2.	如果你已经结婚，你有没有为你的配偶牺牲付出

自己？

3.	如果你已经结婚，你有没有在属灵方面与你的配

偶一同长进？

4.	如果你已经结婚，你有没有常常想到主耶稣是你

一家之主？你如何让他做你的一家之主？



第七篇信息：耶穌與瞎子巴底買 099

第七篇信息：耶穌与瞎子巴底買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10 ：46-52

46 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

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47 他

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48 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

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哪，可怜我吧！”49 耶稣就站

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

起来，他叫你啦！”50 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

稣那里。51 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

波尼，我要能看见！”52 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

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假如你必须在做瞎子与做聋子里面选择一个的时候，

你要选择哪一个？也许你说，我宁愿做聋子，不愿意做瞎

子，这样我还能看得见。但是假如你是聋子的话，你就听

不到在夏天的晚上，微凤吹来的时候，松树上的声音，就

像哭泣的声音，带来无限的悲哀与感叹！你也听不到那海

浪不断冲击岸边岩石的声音，好像一队兵丁，不停地走向

战场，就像时间不断地迈向永恒。你也听不到早晨雀鸟在

树上的歌声，听不到一位母亲为她的孩子唱催呡曲，也听

不到一对年青的男女在互诉衷情，你更听不到主日的早晨

在神的教会里，众信徒大声地唱诗赞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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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说，我宁愿做瞎子，不愿意做聋子，这样我

还能听得见。我还能跟别人说话，能够建立友谊。但是假

如你是瞎子的话，你也会错过很多好的东西。你看不到在

春天的时候的百花齐放。你也看不到蓝色的天空，以及光

芒的太阳，像一位勇士奔走他的行程。你也看不到晚上的

明月当空及众星闪烁。你也看不到一对谈恋爱的男女，他

们充满感情的眼神。你也看不到洛矶山脉的雄峰，坚固不

移。你也不能看到那在海洋的波浪，由神创造这个世界之

后，就在那里，不断地翻覆滚动。

今天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就是关于一位瞎子，因为他是

瞎眼，他不能做工，所以他很贫穷。他的存在，好像是神

造的美好的世界的一个黑点，使人们对神创造的智慧与美

善产生怀疑。当我们面对一位瞎了眼的人，我们心中都会

产生同情的心。当主耶稣面对一些瞎眼的人，他也对他们

充满了怜悯与同情。他医治了很多瞎眼的人，圣经里面详

细的记载了他医治了八位瞎子。有三位是在耶利哥城被医

好的（太 20：29-34；可 10：46-52；路 18：35-43），三

位在加利利的加百农（太 9：27	-31；太 12：22），一位

在加利利的伯赛大（可 8：22-26），一位在耶路撒冷城，

就是那从小瞎眼的年轻人（约 9：1-41）。

这个时候是主耶稣最后的一次要进入耶路撒冷，他过

了约旦河，来到耶利哥城。时间是靠近犹太人的逾越节，

是春天的时候。春天是鸟语花香的时候，但是这位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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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不到歌唱的雀鸟，他也看不到美丽的花朵，对他说来

春天与冬天或夏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没有带给他新

鲜的感觉，或者一个新年的盼望。他甚至没有一个他自己

的名字。大家都叫他巴底买，就是底买的儿子的意思。大

家都忘记了他原来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名字，在人们的眼

中，他没有存在的价值。

在这个特别的早晨，当太阳由东边的高原升起，照射

着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位瞎眼的人，由他睡觉的草房中，

醒了起来，他睡觉的地方是用干草铺起来的。他把身上的

一些碎草打掉，就穿起那件整年穿的破旧的外衣，拿起了

他的杖子，一步一步地走到耶利哥的城门的地方。在路上，

他经过一家常常给他羊奶喝以及面包吃的一家人。那位好

心的主妇，就照常地给了他一些奶喝，以及面包吃。然后，

他慢慢走过一些小巷，到了大街上，往耶利哥城的大城门

走去。他走出了城门，就在他平常坐的地方，靠着城墙坐

了下来。坐下来之后，他感觉到清晨的微风向他吹来．还

是相当的寒冷，他把他的破旧的外衣紧紧地包了起来。

他坐在那里，思想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到底会有

好的或不好的事发生。他也开始听到早晨在城门，人们以

及动物进出的声音。他听到一个人赶几只驴子，驴子的背

上有一些货物，像是水果类，要到城里的市场去卖。他也

听到几位妇人说话的声音，她们一起要到离城不远的一个

水井去取水。他也听到有一群骆驼，由城里要出去，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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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的方向走去。它们的主人是阿拉伯的商人，带着一

些阿拉伯的香料及食物，要到耶路撒冷去做买卖。然后，

他又听到一只驴子，身上背了大袋子，袋中有在约旦河中

抓到的鲜鱼，主人带着这些鲜鱼要到耶路撒冷去卖。巴底

买能够闻出来这些鱼的味道。这些商人及做运输的动物在

巴底买的旁边进进出出。巴底买也开始向进出的人们要求

他们给他金钱或食物，这是他日常在城门口做讨饭的工作。

突然地，巴底买竖起他的耳朵，他听到一群很多的人

由城里要走出城门。很多的人走在一起是很不平常的事。

首先有些顽皮的男孩子跑在众人的前面，他们一边叫，一

边跑。然后有一些大人，走过巴底买的身边。巴底买觉得

很特别，就伸出手来，抓住一个人的衣服，问他说，“有

什么特别的事呢？你们一群人要做什么？”那位衣服被他

抓住的人回答他说，“拿撒勒人耶稣要离开耶利哥，往耶

路撒冷去。我们大家还是想听他的教训，还是有人需要他

的帮助。所以我们一大群人跟着他与他的门徒们一起走。”

还好巴底买有这样的好奇心，还好那位被他抓住衣服

的愿意回答他。如果巴底买不问，或那人没有回答的话，

巴底买在那天也不会知道耶稣经过他的身边。

巴底买听了之后，在心中思想，“拿撒勒人耶稣，我

好像听过这个名字。对了，几个月以前，有一个人对我说

到耶稣，说他是一个先知，说他医治了有疾病的，清洁了

长大麻疯的人，他甚至开了瞎子的眼睛。是的，我相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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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就是他说的那位先知，拿撒勒人耶稣。我在犹太人的会

堂里，也听过有一位拉比读以赛亚书，说到当我们犹太人

的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会打开瞎子的眼睛（赛 35：

5）。是否耶稣就是我们期望的弥赛亚呢？不管如何，我

要抓住这个机会，要求耶稣开我的眼睛。如果他能够让我

看见，那是多么好的事。我就不需要天天做同样的事，在

草棚中睡觉，早晨起来，走过那些小巷，经过大路来到城

门口。而且整天坐在这里，向人讨饭。我可以看见我想看

见的一些人的脸孔，我可以看到蓝天绿地，也可以做一些

正常的工作，不需要借讨饭为生。让我抓住机会，也许耶

稣会打开我的眼睛。

一、對主耶穌懇切地祈求

巴底买接着又有一些迟疑，他对自己说，“我只

是一个讨饭的人。如果他医治了我的瞎眼，我没有什

么可以报答他。他今天要离开耶利哥，去耶路撒冷。

也许他没有时间给我。这么多人包围他，我如何才可

以走到他面前，求他医治我呢？但是，万一他真的能

够打开我的眼睛，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来向他恳

求。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我不应该错过。”

他想到这里，就大声喊叫说，“耶稣，大卫的子

孙啊！”他被圣灵感动，知道耶稣是犹太人盼望的弥

赛亚。弥赛亚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称呼耶

稣是大卫的子孙，像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做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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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伟大的宣告一样，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太

16：16）。他不断地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他首先心中相信也承认主耶稣的身份，

然后他根据耶稣的身份，来向他祈求医治的恩典。

在巴底买大声地呼求之后，他的旁边一些讨饭的

同伴就叫他安静，不要出声。他们说，“巴底买，闭

住你的嘴巴，不要像一个大傻瓜。而且你这样乱叫，

使我们大家都丢脸。”另外，别的在人群中的一些人，

也告诉巴底买说，他必需安静，因为大家都要听耶稣

说话。他在旁边吵闹，使他们不能安静地听。马可在

圣经里记载说，“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

同样的在今天，当一个人要来主耶稣面前的时

候，常常就有人要阻挡他。我们自己不愿意到主面

前，已经是很糟糕的事。更糟糕的事是我们阻挡别

人到主耶稣面前来，我们阻挡别人到神的教会来。

你必须问你自己，“我有没有帮助别人到主耶稣面前

呢？”如果你没有那样做，你可以再问你自己，“我

有没有阻挡别人到主耶稣面前来呢？”你有没有讲

过一些话，做过一些事，表现过一些态度，阻挡了别

人到主耶稣面前，阻挡了别人来到神的教会？假如你

有那样做的话，你知不知道，在末日的时候，神会因

为那些事审判你。

虽然别人责备他，不准他出声，但是巴底买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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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他

不顾别人的拦阻。同样的，假如一个人要来到耶稣面

前，他必须克服自己的怀疑，自己的惧怕，自己的困

难，他还需要克服别人放在他与主之间的障碍。如果

一个人可以做到那样的话，圣灵会使他热心的追求，

就像巴底买一样，不断地呼求，“耶稣，大卫的子孙

啊！可怜我吧！”

二、主耶穌的仁慈

在巴底买那样地呼求之下，耶稣就站住。当我

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在第十章我们读到约书亚向

神祷告，使日头停留，月亮止住。我们觉得很惊奇。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更奇妙美丽的事。神的儿

子耶稣站住了，停留下来。在他要去耶路撒冷加略山

被钉十字架的路上，他听了一位讨饭的瞎子的呼求，

他停了下来。主耶稣听到了，他就停了下来。有一次，

在加百农的地方，有许多的人围在耶稣身旁，当那位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女人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

衣裳的绥子，主耶稣就停下来，转过身来对她说，“女

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可 5：34）。当耶稣站

住的时候，一些奇妙的事就发生了。

在耶稣站住的时候，旁边的人跟耶稣说，你可以

不要理他，他是个讨饭的瞎子，不值得你来关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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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说，去叫他过来。这些人听到耶稣

这样的说，他们的脸上有惊讶的表情。像主耶稣这样

大有名气的先知，难道他要停下来，要听一位乞丐的

呼求，要听那位瞎了眼睛，非常卑微，无足轻重的乞

丐的请求。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说，去叫他过来。他们

虽然心中不心甘情愿，他们也去到城墙边，巴底买坐

的地方，去叫他，跟他说，“你真是好运，起来吧！

耶稣叫你去他的面前。”

我们可以想象，巴底买脸上惊喜的表情。这是第

一次在他的生命中，有人要找他，跟他说话。在他的

一生中，都是他向人要东西，他找别人。常常他得到

的回答是，“走开吧！你这个乞丐，不要来找我。”但

是现在是不一样了。那位大有名气的先知耶稣要找他

去说话。他听到这些人说，“起来吧！耶稣叫你去他的

面前。”这些人也要帮助他，站了起来。要给他他的杖

子，要帮助他把他的外衣穿好一些。但是他们还来不

及帮他穿好外衣，巴底买跳了起来，他的杖子他也不

要了，他的外衣他也不穿了。他连跑带跳地走到耶稣

的面前。在他走来的时候，众人也纷纷让开，为他开路。

现在巴底买站在主耶稣的面前，他们面对面，巴

底买的脸上充满了惊喜及盼望。这是一个多么令人

兴奋的情景。很多的画家画这个耶稣与巴底买面对

面的图画。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充满了恩典的脸，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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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巴底买充满了期望及感恩的脸。我们也看

到站在旁边的彼得，雅各以及约翰的脸。他们的脸上

也充满了欢乐，他们期望看到一个伟大的神迹。他们

的期望，没有使他们失望。奇迹是发生了，神的能力

与慈悲和人的苦难与需要，连接在一起了。

主耶稣看到巴底买站在面前，就问他说，“要我

为你作什么？”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个问题。他一定知

道这个人是瞎了眼睛的。主耶稣要巴底买亲自地说出

来，他大声喊叫呼求的原因。耶稣知道他有信心，首

先就承认了耶稣的身份，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犹太

人的弥赛亚，就是基督。现在耶稣要他亲口说出来，

根据他的身份具有的能力。所以主耶稣问他，“你要

我为你做什么？”

巴底买知道主耶稣有能力为他做任何他要求的

事。他没有说，“主啊，给我一件美好的外袍，让我穿

得温暖。”他没有说，“夫子，给我一栋好房子，那样

我就不需要住在草棚里。”他也没有说，“主啊！让我

成为以色列人的官长。”他也没有说，“给我一份好的

职业，像我们耶利哥城的税吏长撒该一样。”他也没

有说，“请给我很多的钱财与丰盛的粮食。”他没有要

求这些东西，他要求的是对他最重要的。他说，“主啊！

我要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

了。”就在那时候，巴底买立刻就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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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寶貴的看見

我们可以想象，现在巴底买可以看到什么了。他

一定非常高兴，他第一次可以看到人的样子。他看到

一大群人。他也可以看到耶利哥高大的城墙，与很多的

棕榈树。他看到高高的蓝天白云，他也可以看到在远处

的摩押高原。但是这些不是他首先看到的。他首先看

到的是耶稣的脸，那位医治了他瞎眼的人的脸。那是他

最宝贵的看见。对于你与我，那也会是我们最宝贵的看

见。当我们由这个世界的生活离开的时候，当我们突破

了肉体短暂的限制的时候，当时间以及三度空间对我们

不再有意义的时候，当我们脱去那会朽坏的身体，穿上

了那不会坏的身体的时候，当我们在那永恒的时间里，

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因为这个宝贵的看见而

兴奋与欢喜。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别的宝贵的情景，像

那如同水晶的城，像精金的街道，那白色的大宝座，生

命水的河，以及河边的生命树。那十二个门上的珍珠。

由十二种宝贵的宝石所做成的城墙的根基。我们也会

看到在旧约里面的先祖以及先知们。我们也会看到新

约时代的使徒，以及那些殉道士们。我们也会看到我们

在世上所亲爱的人，经过暂时的分别，又在天堂相见。

这一切的一切，都很宝贵，都很奇妙。但是，最宝贵的

是那主耶稣的脸。耶稣的脸是巴底买在他被打开眼睛

之后，首先看到的，是对他最宝贵的，也会是我们将来

去天堂美地时，最宝贵的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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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是否有要求的意望与行動？

巴底买是一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而得到他所

要的。他知道他是瞎眼的。他要求他能够看见。神

给了他一个有智慧的心眼，他可以做正确的要求。

假如耶稣今天站在你的面前，就像当日他站在耶利

哥城门口。其实我不需要用假如这个字眼，因为今

天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就像那天他在耶利哥城一样。

假如你的心眼被打开，你看到耶稣是站在你的面前。

假如他给你一个特别的耳朵、你可以听到他对你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那你会要什么呢？我们

有心要做正确的要求，会带给我们今生与来生的奖

赏。那你会向耶稣要什么呢？你会要耶稣为你做什

么呢？对一些基督徒来说，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

你也许会这样的回答。	“主啊！我要有更多的爱

心。”“主啊！我要有一个对人有仁慈的口。”“主

啊！我要控制我的脾气。”“主啊！我要除去我对

别人的挑剔，以及批评的态度。”“主啊！我要把

恨人嫉妒人的恶，由我心中除去。”“主啊！我要

把常常胡思乱想的念头拿掉。”“主啊！我要把捆

绑我的坏习惯打碎。”“主啊！我要由对未来的惧

怕中释放出来。”“主啊！我要由过去的罪的记忆

中被解脱出来。”“主啊！我要胜过我面临的试探，

不再犯我常犯的罪。”“主啊！我要有能力，可以

经历目前的试练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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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今天就在我们身边经过。如果你向他

请求的话，他会为你停留下来。他现在就对你说，“你

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所有的需要都与我们最大

的需要有关。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在基督里面的永远

的生命。主耶稣今天还是会给我们能力去实现我们

的要求，只要我们有信心，知道在基督里有永远的生

命。就像他对巴底买说过，“你的信救了你。”他还

是会救我们，满足我们的祈求。

拿撒勒人耶稣今天在你的身边经过。假如在两

千年前，当巴底买听到耶稣与一大群人要走出耶利

哥的时候，他对他自己说，“我今天不要呼求他，我

要等另外一个机会，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他，或者没有

人要责备我，不让我出声。我要等另外一个更合适的

场合，更好的机会。”假如他等待另外一个机会，那

个机会永远不会再来。那他的眼睛就永远不会被打

开。因为这次是耶稣最后的一次 ,经过耶利哥去耶路

撒冷。他会在一个星期之内，被钉了十字架。这个巴

底买有的第一个机会，也是他最后的机会。他没有放

过这个机会。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向耶稣呼求。

今天，现在，拿撒勒人耶稣也在你的身边经过。

他在叫你。他只叫巴底买一次，巴底买马上就跳起

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叫了你很多次，你还没有来		

到他的面前。你必须拿起你的勇气来。起来吧！他在

叫你。要你带着你的烦恼，要你带着你的疾病，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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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你破碎的希望，要你带着你的伤心痛苦，要你带

着你的孤单无助，要你带着你的罪的试探，要你带着

你的罪的重担来到他的面前。他在叫你。他为巴底买

停留站住。他也愿意为你停留站住。拿撒勒人耶稣现

在在你的旁边经过，你要不要向他呼求呢？

回应诗歌：	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Open	My	Eyes,	That	I	

May	See）

思想问题：

1.	你有没有做什么事，帮助过或者阻挡别人到主耶

稣的面前呢？

2.	在我们一生，有没有过，在我们向主耶稣祈求之

后，祂就回答我们？

3.	在我们离世，上天堂时，什么会是我们最宝贵的

看见呢？

4.	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向瞎子巴底买学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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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信息：你看到了榮耀的君王嗎？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11：1-11

11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

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2 对他们说：“你们往

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

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3 若有人对你

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

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4 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

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5 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

“你们解驴驹做什么？”6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

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7 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

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8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

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9 前行后

随的人都喊着说：“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10 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

那！”11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

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一、棕榈主日榮耀的游行

在美国每四年有一次总统选举。在十一月的大

选之后，一月二十日是新任总统就职典礼。我们在

电视上看到，新总统在国会山庄宣誓就职，祈祷求

神帮助他认真执行他作总统的职分。在就职典礼结

束之后，总统与总统夫人就坐车由车队陪同，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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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州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到白宫。有时总统

及夫人由车中出来，一边走，一边与欢迎的人挥手

致意。

在近乎二千年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也有一

个类似的游行的队伍。当时的人数也许没有像几年

前一月份总统就职在华盛顿那么多。但是那次游行，

两千年来年年被纪念。就是今天这个特别的主日，叫

做棕榈主日（Palm	Sunday）。在两千年来，有很多

的画家画棕榈主日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本书的封

面是一位十四世纪有名的畫家乔托·迪·邦多内（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画的，是他在 1305年完成

的帕多瓦的竞技场教堂（Arena	Chapel	in	Padua）的

壁画（fresco	painting）中之一。

我们查考四本福音书，就可以发现四本书都有

记载关于棕榈主日的事情。在马太福音 21：1-11，

马可福音 11：1-11，路加福音 19：28-40，约翰福音

12：12-16都有很详尽的记载。

这件事发生在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三年，是他最

后的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在他进入之后的一个星

期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星期五他被钉上了十字架，所

以我们称呼这一周做受难周（Passion	Week）。

在我们刚读过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上面记载当

耶稣与门徒将临近耶路撒冷时，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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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到对面村子里去。耶稣说，

进去的时候，你们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

没有人骑过的。你们可以解开牵来到我的面前。若

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路加福音

十九章 32-36节接着记载，门徒就照着耶稣讲的去做，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

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	

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

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像我们

今天欢迎贵宾铺红地毯一般。另外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第 8节记载，“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这样做

的原因表示他们内心的欢乐，像在旧约的时候，以色

列人守住棚节的心情一样。就是因为他们砍下棕榈树

的树枝，所以这个主日被称呼为棕榈主日。

接着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37-38 节说，“众门

徒 ...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

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

光！’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 9节记载，“前行后随的

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这样的欢迎赞美，并没有持续的太久。众人很

快就散开来了。而以后再没有这样的，围在耶稣的旁

边，这样的尊敬赞美，欢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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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人散开之前，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39-40节记

载有几个法利赛人认为这样的游行赞美是不恰当。

他们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

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

要呼叫起来！’”

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的回答法利赛人呢？因为一

般以色列人看出来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以

色列的救主，君王。这是在旧约里的预言，神的永恒

的计划。在耶稣的时候，距离今天两千年前，耶路撒

冷的民众，那样的欢迎耶稣，宣告神现在实现了他的

应许，让圣经中预言的弥赛亚，以色列的救主君王，

来到他们中间。

所以神的君王来到世界上了。他当时没有马上

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在他的地上的国度中掌权。但

是他的永恒的国度，已经是被建立了，祂现在在这个

无形的国度中掌权了。

在两千年前的棕榈主日，告诉我们三个重要事

实。这三个事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第一，神

的君王已经来到世上。第二，神的君王在将来会再回

到世界上来。第三，神的君王已经开始在掌权了。这

三个事实，都是真实的。第一个事实在两千年前实

现，第二个事实在将来会实现，第三个事实在今天就

是那样的情形。



第八篇信息：你看到了荣耀的君王嗎？ 117

二、神的君王己經來到世上

首先让我们来看，神的君王在两千年前已经来

到世上。神的永世的计划都是与这位君王有关。当犹

太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应许了犹太人。在民数记

二十四章17及19节记载了，巴兰对以色列人的祝福。	

“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一位出于

雅各的，必掌大权。”巴兰预言到神的君王会由以色

列人中出来。

在旧约写作的一千年的时期，神的应许，不断地

被先知重述，并且扩充延伸。这位荣耀的大君王将会

有一个永恒的国度。他不只是犹太人的君王，而且是

全世界所有人种的君王。他会带来众人所期望的和

平与幸福。

谁是圣经所预言的大君王呢？他就是在两千年

前的一个春天，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耶稣

荣耀的游行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证明他是以色列人

所等待的君王。

在耶稣出生之前五百年，先知撒加利亚在第九

章 9节，就对这个棕榈主日的进城，这样的预言。	

“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

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

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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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亚说的预言，是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之

一，提醒我们耶稣是神的伟大的先知与祭司，他更是

神的伟大的君王。他在出生时，就被称为王，他在世

上的时候，不断的提到他的国，他在死的时候，被认

为是王。

1.	他出生为王

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他就被称呼为王。虽然

他是出生在马槽里，但是东方的几个博士要来耶

路撒冷敬拜他。马太福音第二章 2节记载，他们问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那里。

2.	他记念他的国

他的一生是过着卑微的生活。但是他不断地

说到他的国度。他的国度就是他常常说到的天国，

或是神的国。他跟施洗的约翰一样的说，天国近

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3节记载，他跟尼哥底母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

的国。”他也跟门徒们以及听他讲道的民众，说到

天国，说到很多天国的比喻。他是不住的说到，不

住的纪念他的国度。

3.	他死时被认为王

另外他在死的时候，被认为是王。在他被钉

死在十字架上之前，罗马派驻在犹太地，管理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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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的巡抚，彼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

么？”耶稣回答他说、“你说的是”（路 23：3）。

然后在他被钉的十字架上，彼拉多放一个牌子，写

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太 27：37）。

彼拉多明白耶稣说了那样的话。你明白不明

白呢？这个混乱，纷争，背叛神的世界的君王，耶

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过。他第一次来的时间是很

短暂的。他当时没有得到他的荣耀尊贵。但是在他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得到他应得的荣耀尊贵。

在他死前一个星期，这个在棕榈主日的民众，

好像是感受到他的荣耀与尊贵，虽然那是很短暂

的。主耶稣在那时，他没有马上就进入那荣耀与尊

贵，却为了我们罪的缘故，要死在十字架上，成为

我们的救主。那你呢？你有没有也弃绝你的自我荣

耀与自我满足，而愿意谦卑下来，接受他要给你的

伟大的救恩呢？

三、神的君王將再來

1.	耶稣的复活

是的，耶稣会再回来，得到他应得的荣耀与尊

贵。但是今天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会再回来。因为

在人类历史中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其实在他的

第一次来临，神的君王的第一次来到所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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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也有一个以前未曾发生过的事，就是他的死

后复活。在耶稣之前，在他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人

死了又复活过来。今天有人写书说，自己死了，看

到天堂，然后又再回到人间。这样复苏的事，也许

会有。但是最后这些人都会真正的死去，被埋葬，

身体在坟墓中腐烂分解。

但是耶稣是完全不同的。耶稣是死了，他被埋

葬了，但是第三天他由死里复活。他的门徒们去坟

墓要膏他的尸体，但是他们看到的是空空的坟墓。

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完全改变，他不会再死

去。在他升天之前，他显现给很多的门徒们看。有

一次他显现给五百多人看。耶稣的死里复活，是有

非常多证据的一个历史事实。如果你愿意读一些护

教卫道学的书籍，有一些认真的学者，用今天研究

历史的方法，证实了主耶稣死里复活这个神迹的真

实性。在耶稣升天之后，马上的，他的门徒们就在

耶路撒冷城开始传他死里复活的事情，说明他是神

的儿子基督，来到世界上将神的救恩显明给我们。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有五次事先就教导他

的门徒们，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他会复活

（见第十三篇信息），他会到天堂去为他们准备地

方，他在末日时还会荣耀的再来。因为门徒们看到

他的复活升天，所以他们在犹太人与罗马帝国的

迫害下，还是非常大胆的到处去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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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上的君王，将来的审判官

甚至连保罗，他原来是带头迫害基督教会的

人。在他看到复活的主耶稣之后，他就完全的改

变，成为不怕困难，不怕死亡的一位宣教士。当他

把福音带进去欧洲的时候，他到了希腊的文化古都

雅典，他在雅典与那些希腊的哲学家谈福音。他知

道哲学家的特长是思想人间的问题。哲学家有兴趣

的问题，是社会罪恶与公平的问题。在使徒行传第

十七章30-32节记载，保罗在雅典跟哲学家先说到，

社会的罪恶，所以罪人必须悔改。“神却吩咐各处

的人都要悔改。”然后，他接着说到，社会的公平，

必须等待将来的审判。保罗说：“因为神已经定了

日子，要借着神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最后，保罗说，他相信这些必定会成就，是因为主

耶稣真的由死里复活了，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主耶稣的复活，保罗说是

神给万人一个确据，神有他的目的与计划。神对世

界最后的目的是，让他的儿子做王，来审判。

在圣经里面，不断地说到那位神的君王会再回

来。在诗篇第二篇7-9节里说到：“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

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

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这里说

到，圣子耶稣基督，必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管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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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所有的国家。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11节，在主

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就对门徒们有那样的保证。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

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

要怎样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2-3节，耶稣亲

口对门徒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

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

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整本新约里

面，有三百处的经文，都与主耶稣再来有关。

你有没有认真的思想过，神的君王将要再来，

对你说来有什么意义呢？在将来有一天，你会面

对面见到你的王。你会站在他的面前。那时他会

是你的救主与你的王呢？还是他会是你的审判官

呢？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警告我们，不管我们喜欢不

喜欢，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在耶稣再来时，神会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

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

归与父神”（腓 2：10-11）。在你这样的敬拜他之

后，你要与耶稣一同享受那天堂的宴席，还是你要

被审判，而永远与他隔离呢？

四、神的君王己經開始掌權

1.	在接受衪为主的人心中作王

最后，我们要了解，神的君王己经开始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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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虽然今天他还不在地上做王，但是他是在那些

接受他为王的人的心中掌权。主耶稣与新约的作

者们，有125次说到神的王国。我们了解他们说的，

有将来要在世界上建立的荣耀的王国。但是他们

说的，也是现在就存在的，眼不能见的属灵无形的

耶稣的王国。

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20，21节，“法利赛人问

主耶稣神的国何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

不是眼所能见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

在你们中间。”耶稣那样回答的意义在那里。他是

说，他的王国已经是开始了，他已经开始掌权了。

他的现在的王国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却是非常真实

的。这个王国里面的子民，是那些接受耶稣做他们

的主、做他们的君王，而愿意遵从他的旨意的人。

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他的王国有不断的增长，

一直到今天充满了整个世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接受他作救主与生命的主，就成为这个眼不能见

的国度的子民。所以保罗在歌罗西书第一章 13节

说，“父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

他爱子的国度里。”

2.在衪王国中的意义

我们被拯救的人是在他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国

度里，那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在这个国度中是完

全被赦免，不会再被定罪，而与神回归和好。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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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度中，代表我们真的已经被圣灵重生，有

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心思意念，新的生命。

我们可以有属天的力量帮助我们过世上的生活。我

们可以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 13节同样的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我们是这个神国的子民，代表我们是这个神

国君王的使者。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必须告诉

别人，来接受这位神国的君王做他们的君王与救

主。我们是这个国度的子民，我们心中有平安。因

为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 38-39节说的，“无论

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

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

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因为神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个国度中，

可以保证我们也会在那将来主耶稣要再来建立的

那个荣耀的国度里。我们会在天堂有个地方，我们

会与神永远同在。

五、結　論

是的，神的君王还要再来，要建立那个在世上荣耀的

国度。但是他也已经来了，他也已经在这世上建立了一个

眼不能见的国度，他已经在那些被他拣选作他子民的心中

掌权。你有没有确定你是在基督的永恒的国度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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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知道，再没有别的国度像这个神的国度。神的

话语如此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

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

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赛	9：7）。

在那第一个在耶路撒冷的棕榈的主日，很多人看到耶

稣，但是没有接受他做他们的王，那是非常可惜可悲的事。

那你今天有没有看到神的君王，而愿意接受他做你的王

呢？我希望你举目注视主耶稣，今天就接受他做你的王！

回应诗歌：举目注视主耶稣（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思想问题：

1.	在棕榈的主日，那些欢迎耶稣的民众的心中，真

的确定知道耶稣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吗？我们有

时得到一些感动，会只是表面的吗？

2.	那些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的人，很自然的会说耶

稣的领导，是完全失败的事。你有没有对耶稣死

里复活的事很认真的去探讨呢？

3.	你在旧约里面，看到先知们做了主耶稣第一次与

第二次来到世界上的预言吗？

4.	荣耀的君王已经开始在他的国度中掌权了。你愿

不愿意让祂在你的心中做王，把你自己交出来给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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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信息：愛的最后的呼求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12：1-12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

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

外国去了。2 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

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3 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

回去。4 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

并且凌辱他。5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

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6 园主

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

必尊敬我的儿子。’7 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

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8 于是拿

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9 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

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10

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11 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

念过吗？”12 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

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

在主耶稣传道生涯的第三年，他最后的一次进入耶路

撒冷。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我讲了耶稣像一位荣耀的君王

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在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第三天，

当耶稣在圣殿中的走廊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

来问耶稣，是谁给耶稣权柄做了咒诅无花果树，与洁净圣

殿的事。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却讲了这个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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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园丁的比喻。在他讲完了比喻之后，犹太人的首领知道

耶稣说他们是凶恶的园丁，也听出了这个比喻是描述耶稣

他自己。

耶稣说过很多的比喻，都记载在同观（synoptic）的

福音书，马太、马可、与路加福音书里面。根据学者的研

究，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四十一个比喻。很多都是非常美丽，

令人难忘的比喻，像好撒玛利亚人，像浪子回头，像好牧

人寻找他的羊，像那有钱而愚笨的财主。这些比喻都比不

上，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比喻，因为今天的比喻是主耶稣自

我的画像。

一、神的愛

这里耶稣说到葡萄园的主人，他买了这个园子，

而也种了葡萄树，在周围围上了篱笆，也挖了一个压

酒池，盖了一个楼房，而租给一些看管的园丁。这位

葡萄园的主人，很仔细地做了一切他能够想象到，应

该做的事。耶稣是对旧约非常的熟悉，他说这个比喻

的时候，他心里一定回想到以赛亚书第五章的那个

葡萄园之歌（5：1-2），“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

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

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

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然后，神问这样的问题，

“我为我葡萄园所作之外、还有什么可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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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每个人问我们自己，神为我们已经作的之

外，神还有什么更多可做的呢？也许有人会回答 ,“神

当然可以为我做的更多。看一下我现在的状况。神应

该给我更多的成功，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才能，更多

的收入，更多的这个世界上的好东西。”也许神是可

以给你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眼睛能看到属灵的事物

的时候，神会对我们说，“我不是已经给了你一个美

满的家庭，一个正当的工作。我已经给了你好的父母

亲，他们从小教养你。我也给你好的朋友鼓励你，给

你一些责任来满足你。我已经给了你眼睛可以看那美

丽的日出日落；给你耳朵可以听那美妙的音乐；给了

你手可以去做帮助别人的工作。我已经给了你圣经，

可以使你的灵魂苏醒；给了你祷告的权柄，可以与神

交通；给了你十字架的恩典，可以使你得到那伟大的

基业。你还想要我为你做什么更多的呢？”那是神对

我们说话，跟我们说，他已经那样地爱我们了，他还

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更多的呢？神，我们的创造主与救

赎主，在那里问，“我还能做什么呢？为什么这个葡

萄园的收成这么的不好呢？”如果我们知道神对我们

的大爱，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地回答神说，“神

啊，你已经作了一切了，你所做的已经远超过一切的

了。那不是你的责任，而是我的问题，使我的收成这

么贫乏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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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的忍耐

让我们仔细地看这个比喻，我们会看到神的无

限的忍耐。神是园的主人，他先差遣一个仆人来，而

园丁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然后，他差遣

第二个仆人来，他们用石头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

他。然后，他差遣第三个仆人来，他们就杀了他。然

后，他又差遣了好些仆人来。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

们杀的。虽然是这样，神还是不断地派他的仆人来，

这是耶稣描述的以色列的历史。神不断地差遣先知

来，不断的来求以色列人回转，希望有一天以色列人

会听神的话而悔改。其实这不只是以色列的历史，也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当大卫在神帮助他成功之后，他犯了奸淫与杀

人的罪。如果神没有忍耐的话，神可以说，“我已经

为大卫做了那么多。我使他由一位牧羊人变成为国

王。我认真的帮助他，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而

让他成为合我心意的人。但是现在，看他作出这样大

的罪，使我大大的伤心，我要放弃他算了。”

当彼得与其他的门徒在主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

候，他们互相争在主耶稣的国里，每个人自己的地

位。好像他们没有跟随过主三年的时间，好像他们

没有被主耶稣谦卑的精神所感染。主耶稣可以这样

地说，“你们这些要做我的见证人与我的使者的，在

这三年中，你们连最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学会，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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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们这样的争地位，好像我教的完全失败了。你

们实在是朽木不可雕，我不要你们做我的门徒了。”

假如他们的老师不是基督的话，他们会听到那样的

批评，但是耶稣基督彰显了神的忍耐。

现在让我们思想神对我们有多么的忍耐。他给

我们有数不清的机会，当我们心中有声音对我们说，

你不可以做那样事的时候，我们把那声音压倒。然

后，神又再差遣第二个声音，我们又再压制它。然后，

神打发第三个声音，我们用石头把它打死。神继续不

断地差遣他的声音在我们心中说话。也许今天他在

我们当中的有些人的心中说话，他对我们有忍耐，他

不放弃我们。我们是像先知耶利米（18：4）所说的，

在陶匠手中的器皿。当我们不想成为高贵的器皿，而

自我毁坏，成为破碎的瓦片时，神做陶匠可以把我们

丢到垃圾桶去，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把破裂的碎片

再收集起来，而又重新开始，他说这一次，我要把它

做成一个高贵有用的器皿。当我们一次再一次的来

反抗神，举起我们的手来拒绝他，但是神说，“虽然

你那样，我还是爱你。”神让我们惊奇祂的忍耐，那

样的执着不放弃，使我们害怕。我们对神说，“神啊，

让我走吧，请你把手离开我，不要再塑造我。”诗篇

里（139：7-8）说到，即使我们躲到天涯海角，神也

会在那里找到我们。神那样地爱我们，既使是我们拒

绝他，他的爱还是不断地向我们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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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毫无疑问的知道，就是因为神有那样

的忍耐，我才有今天的我。我的生命的一切，都是神

的爱，神的忍耐所造成的。你有没有觉得他的爱，他

的忍耐，他对你有莫大的恩典呢？

三、人的罪惡

在这个比喻中，我们也看到人的罪恶的扩张。

这些园丁先把主人的第一位仆人打了，然后他们把

第二位仆人用石头打伤了，然后他们把第三位仆人

杀掉了。我们看到罪恶会不断地更加严重，它会增加

成长而加倍。一些普通的罪会变成严重的罪，然后变

成极端的罪恶。

在人类起初的时候，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他

开始先嫉妒他的弟弟亚伯，然后他恨恶他，而最后仇

恨变成杀人。在彼得否认耶稣的时候，他不只否认一

次，他否认三次。在他第一次的否认时，他还心中不

安地说，我不知道他。然后，第二次的否认，他变得

更确定，他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然后第三次，

他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他发咒，是咒诅

耶稣。我们犯罪，会越来越严重，也是在诗篇第一篇

中有描述出来。在那里（第 1节）的描述是对一位义

人的描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

坐亵慢人的座位。”如果我们把不拿掉，这里用的三

个动词，是表示一个人陷在罪恶中，越陷越深：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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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站立，与坐下（英文是Walk,	Stand,	and	Sit）。

首先，一个人只在恶人的计谋中旁观，他对罪恶的事

只是好奇地走过去，他觉得恶人所做的有趣而新鲜，

他看着，希望别人没有注意到他在看。然后他会站了

下来，现在他没有羞耻感，他站在那里，想参与恶人

的道路。最后，他坐了下来，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罪恶，

他与罪恶完全认同了。

这就是罪的特质，它会成长，变本加厉。这是它

的本性，一个罪一定会变大。我们不断地看到，一个

人起先是觉得一些罪是很不对的，他们觉得很难接

受那些罪恶的内容，但是后来，他们说，“这是罪吗？

你怎么能说这是罪呢？我看不出来了那样做有什么

错。”是的 ,罪会成长，变本加厉。开始是一个罪恶

的引诱，然后，我们去思想它，我们会觉得非常喜欢

它，而最后是同意去做。所以不让罪恶成长的方法，

就是在最起初的诱惑来到的时候，我们要用力去消

灭它。最初的诱惑就是你的灵魂的最后的防线。你不

要觉得无所谓，你不要等待，要马上把试探的念头从

你心中消灭。假如你继续让试探在你心中存在的话，

它会成长。它自然会成长，变本加厉。所以那些园丁

把第一位仆人打了，第二位仆人用石头打伤了，第三

位仆人杀死了。

让我们继续的思想这个比喻。这位葡萄园的主

人，他的所有的仆人都被伤害了，而他的所有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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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都被拒绝了。路加福音里写的同样的比喻（20：

9-19），有说，在那样的情形下，园主说，我怎么办

呢？你是否可以想象，神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圣经里

面在别处，也有那样的描述。在旧约何西阿书第六章

4节，在以色列人民背判神去犯罪的时候，神对他们

说，“以法莲哪，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

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

如速散的甘露。”在那里，神也说，我该怎样行呢？

对于他的顽固的子民的反叛背道，而拒绝他的呼求，

神发出这样的感叹。同样的，在这个凶恶的园丁的比

喻中，园主也呼叫说，“我怎么办呢？”

四、神差他的愛子

现在神作了伟大的决定。“我要差遣我的儿子

去，我所爱的独生爱子。他们一定会受感动，他们必

定尊敬我的儿子。”

他们会吗？如果基督今天再回来，全世界会跪在

他的脚前吗？所有的教会会有有史以来的大复兴吗？

每个教会会挤满了人，所有的膝盖将要跪拜，而所有

的声音会高声的赞美我们的王吗？是真的会那样吗？

有一位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说，大概可

能会是这样的，耶稣回来，大家先尊敬他，恭维他，

高抬他，然后请他出去吃饭，最后会很有礼貌的冷落

他。“他们必定尊敬我的儿子”，难道这会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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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想问你，神现在是对着你们看，他是对你这样

的说话，“这里是一个灵魂，他会站在我的一边。那

个灵魂，看见我的儿子基督，就会被彻底地感动，他

愿意将万事看成粪土，而向基督完全的委身。他会放

弃罪的阴影，而愿意站出来，活在神的光明当中。”

你愿意吗？你要记着，基督是神的最后的呼求。

如果你拒绝基督，你就拒绝了一切。神在差遣他的儿

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在基督里我给了

你一切。当一个人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要怎样来对

待耶稣，”他是面临他生命的最重要的问题。假如神

差他的儿子来，不能使我们改变，没有别的事可以改

变我们。如果基督的爱不能使我们顺服，神也不能做

更多的事。他们必定尊敬我的儿子，你会吗？

在主耶稣讲的比喻中，他们并没有尊敬园主的

儿子。当消息传来，园主又再派一个人来。有一个报

信的人跑进来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呢？我刚刚听

到，他不是普通的仆人，这个是主人的儿子，是主人

的财产的继承人。”他们听了，就说，“这是我们难

得的机会，如果他活着，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园子占为

己有。但是如果他不再活着，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就没有人来管我们了。看哪，他正朝这里走来，我们

要行动，走吧，让我们把他杀死。”就这样，当那位

年轻的主人的儿子到达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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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石头与棍子打他，用刀把他杀死。然后，他们把他

伤痕累累的尸体，丢到葡萄园的外面。

这不只是一个比喻，这是耶稣说他自己的自传。

在他说这比喻三天之后，整个事情真的发生了。在那

里有大祭司该亚法，及亚拿，及其他人，他们是神的

葡萄园的看管的人。而那时也有这样的话语在传开，

“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不是普通的先知，他是比先知

更大，他是神所喜悦的独生爱子。”而那些要害耶稣

的人，也是这样的想，“如果让耶稣活着，这位与神

合而为一的人活着，我们一定不会有平安。他会让我

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当中，没有平安。所以让我们

把他杀了吧，让他不要再活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他

们就那样做了。

其实，今天我们还是继续那样做，要使耶稣不出

声不存在。因为耶稣总是让犯罪的人不平安。因为基

督在那里，你不能在犯罪中，还有安乐。因为基督的

眼睛看着你，你不能在你的罪中觉得自由与快乐。因

为你知道基督在你的旁边，你不能活得为所欲为。而

有时，一个人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变得非常的凶暴，

他把搅扰他的良心杀了。他使良心不再发生作用，最

后他把死的良心丢出去。他对自己说，“现在我的生

命是我自己的了，我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不

会不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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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就像这个比喻最后的

结果。“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除

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太 21：40-41；

路 20：16）。这里告诉我们，任何人想要反抗背叛神，

是一定会失败的。

大祭司亚拿，该亚法与其他的人，在耶稣被钉

十字架时，也许彼此庆贺说，“我们把他处理了，从

今以后，不会再听到耶稣了。他被挂在那里，死在十

字架上了。他是彻底的结束了。”难道耶稣真的是结

束了吗？他们实在是彻底的错误了，因为所有一切关

于耶稣的正是刚刚开始。他的生命，他的影响，他的

工作，他的王国，正要由他的教会开始。

假如大祭司与法利赛人与各各他，不能消除耶

稣，那没有别的方法能够。你也许要使你心中的声音

死去，不再搅扰你。但是有一天，那声音会像号角一

样的响起。你也许要把那搅扰的基督从你心中排除，

你不祷告，你忽视他，但是有一天基督在你的灵魂

中会复活起来。你绝对不可能消灭基督。天地都要

毁灭，但是基督的话语会永远存在。“来吧！让我们

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没有那样的结果，他们杀

了他，但是基督由死里复活了。即使他们杀了他一百

次，而他也会复活一百次。而他今天还是活着，他活

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以为你可以消除基督，那你是

头脑不清楚愚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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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用一个快乐的情景来结束。让我们

再来看这个葡萄园。同样的园丁还在那里，还是那些

自我中心，那些不完全良善的园丁们。这一次，一个

人由外面，朝着葡萄园走来。而现在这些园丁们，我

们是在这些园丁中，大家听到那个人会来，而也知道

他是谁。他是神国的继承人，他是神的儿子。现在园

丁们在葡萄园的门口等候他，而你与我也在其中。而

大家都在想，“他的儿子来了，他的独生爱子来了。

为什么他来？假如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我们让他的

葡萄园没有好的收成，他还是这样的眷顾我们，认为

我们配得他的儿子，那他一定是多么的爱我们。假如

他是那样地爱我们，我们也要认真的爱他。我们要有

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全心全意全人的

完全的奉献。”

现在那个人越走越近了。当他到达了葡萄园的

门口的时候，大家同声地欢唱，震动了天地，“这是

承受产业的，来，让我们欢迎他。让我们颂赞他，这

个葡萄园的主人的儿子。这是重新开始的时刻，耶

稣，请听我们向你许的愿。只要这个葡萄园存在的一

天，只要我们活在世上的一天，只要各各他的爱还被

纪念的一天，只要神的声音一直提醒我们的日子，我

们一定不会忘记我们与你的婚约。让我们来高声颂

赞你，神的儿子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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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诗歌：快来拥戴为王（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思想问题：

1.	你可以分享说明神已经为你做了什么吗？

2.	你有没有觉得你是比别人好的基督徒，你知不知

道耶稣基督对你有多大的忍耐吗？

3.	你如何可以胜过罪恶的诱惑呢？

4.	你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是如何呢？神差祂的独生爱

子来，我们要如何对待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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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信息：忠心的仆人的比喻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13：32-37

32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33 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34 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

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各人当做的工，

又吩咐看门的警醒。35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

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
36 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37 我对你们所说的

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今天我们要看的比喻，与上一篇信息凶恶园丁的比

喻是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在星期二所说的比喻。

在那一天主耶稣说了八个比喻（太 21：20—26：17；可

11：20—14：11；路 20：1—22：6）。这两篇信息是第

二与第五个比喻。在这两个比喻之间，主耶稣讲了很多

关于世界末日的教导，然后他说这个有关于他的第二次

再来的比喻。

一、在地上的教會是基督的家

在 34节，我们读到“一个人离开本家。”这里

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快要离开地上的教会，地上的教

会是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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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知道，基督是他的家他的教会的房角

石。在以弗所书，这一本讲教会真理的保罗书信，第

二章 20-21节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

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

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在彼得前书二章 6节，彼

得也这样地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

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主耶

稣是教会的宝贵的房角石，教会一定会坚固稳定的。

其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建造他的家的匠人。

在彼得前书二章 5节说，我们信徒“来到主面前，也

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主耶稣拣选了我们每

一个人，做建造教会的宝贵的活石。他寻找我们，找

到之后，又用宝血洗净我们，而把我们一个个放在他

自己的房角石上。这样基督很仔细地把他的家，造成

一个灵宫。

第三，我们知道，他的家他的教会有他的亲人朋

友们。我们就是他的亲人朋友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十二章 49，50节，伸手指着他的门徒们说，“看哪！

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

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主耶稣说我们是与他的肉身的

亲人一样，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教会是他的家，我们就

是他的亲人朋友们。所以基督一定会纪念，不会忘记

他的家他的教会，他会思念我们，非常愿意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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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是家主离家遠行

在第 34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很快就会离

开他们了。起先，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彼得承

认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就三番四次地跟他们说，他

会被弃绝，被杀，三天之后，会复活。现在他们已经

在受难周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地用比喻跟他们说，他

会离开他们。耶稣所说的，在复活之后，就完全地实

现了。他复活升天，他的身体离开了他的门徒们，离

开了他的家，就是他的教会。

他离开了我们，并不是说，他就不眷顾我们了。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2-3节，他跟我们说，“在我父的

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耶稣就像一个家庭里面的大哥哥，他先到一个地方

去，然后他把弟弟妹妹一个一个的接过去。我们当中

有弟兄姐妹们，你们来美国主要是因为你有哥哥或姐

姐先来了，他们在美国安定了下来，然后才鼓励你也

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样，他先离开了这个世界，

到天堂去为我们准备地方。他告诉我们，死亡是不可

怕的。我们死后，就去天堂。他已经先去了，为我们

准备好了住处。所以，我们不要忧虑，如果我们离开

世界，我们是去他那里。在天堂那里，是好得无比的。

另外，在我们离开世界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

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我们在世界上需要上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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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上面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过我们地上的

生活。我们时常犯罪，需要神的不断的赦免。耶稣

升到高天上，在父神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

在世上也经历试探与苦难，他现在在父神面前不断

地为我们祈求，要拯救我们被试探的人。所以主耶

稣离开地上他的家，他的教会，而到天上去，是为

我们准备地方去，也为我们在父神面前代求。使我

们得拯救，得恩典，得力量，在地上过一个荣神益

人的生活。

三、所有屬基督的都是仆人，各有當做的工

在今天读的第 34节说到，他“把权柄交给仆人，

分派各人当作的工。”第一，在他的家中，教会中，

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仆人，他交给我们每一个人，我

们每个人应当做的工作。

首先，我们会想到传道人，他们负责讲道，他们

必须好好的做传讲神的话语的工作。就像保罗在提

摩太后书勉励提摩太一样，“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传道人要用神的

话语好好喂养神的家里的人。这是一个多么蒙福的

工作，要喂养神的教会，那是基督耶稣用宝血所买赎

来的。他必须给刚信主的人，纯净的灵奶。也要给那

些成熟的信徒，比较不容易消化的饭与肉。让我们为

教会的传道人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按时分配那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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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粮食。在这个比喻中，耶稣特别的提到另外一种仆

人，是看门的。他要看门的警醒。这些为神的家看门

的仆人，可以说是那些传福音的人，他们到处开布道

会，邀请罪人悔改进入神的家。他替罪人打开门，让

他们进来。这些仆人各有各的恩赐，就像保罗在以弗

所书里面，说到神的恩赐时，他就提到“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

督的身体”（弗 4：12）。所以仆人们各有恩赐，依

照他们的恩赐事奉神。

在耶稣的比喻中，那些仆人也包括了所有教会

里面的信徒。这里说，他分派各人当做的工。在神的

家中，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做。所以首先，让我们每个

人都是做工的基督徒。在雅各书一章 22节说，“只

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如

果我们只是听道，而没有去行，那我们没有得到神要

给我们的恩典。神要我们的生活生命建立在稳固的

根基上。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而没有去做的话，那

我们就像主耶稣讲的另外的比喻一样，把房子建筑

在沙土上（太 7：24-27）。那我们面临生活上的困难，

我们就会遭受很大的亏损。所以听道一定要行道，行

道不只是在自己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也要在教会的

生活中行出来。很可惜的，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中不

想做一个有用的基督徒，没有作主耶稣分派个人当作

的工。主耶稣的大使命是要每一个基督徒去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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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人朋友传福音，把这最好的爱的信息与人分享。

但是很多基督徒，都像一个自私的小孩子，把好吃

的东西自己躲起来把它吃掉，而不与别人分享。很多

的基督徒，自己得到基督里的一切的好处，得到赦罪

平安，却是自己单独享受。你也许说，我需要接受训

练，才能做工。我相信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意，如果

我们有心去做，圣灵会帮助我们。会在我们做工的时

候，教导我们。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跟我们说，“去

吧，在我的葡萄园，我的家中工作。”你听讲道所了

解的，都要在你的生活中行出来。弟兄姐妹们，你知

道不知道你必须在神的家中做工呢？你不只是要来

主日崇拜听道，在成人主日学学习圣经，你们也要在

教会的工作上尽你一份的力量。我们常听到人家说，

教会里面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做教会百分之八十的工

作。我希望那些百分之八十的人，你能不能多做一些

神的家的工作呢？

第二，神是要我们每人做我们当作的工。每个

人都有我们的恩赐，我们特别的工作。我们都像在基

督的肢体里面各个部分，有人是做手的工作，有人是

做脚的工作，每个人有神分派的工作。每个人在自己

的工作上要忠心。每个人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要

羡慕别人的工作。每个人要把神分配的工作做好，虽

然开始的时候，那会是简单容易的工作。神要看到我

们在小事上忠心，才会给我们更大的责任。神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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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地做自己的工作，没有要我们去批评别人的工

作。每个人做事的方式会不一样，也许不同的方式来

做，结果也会差不多。如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

如何做，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做法。神是看重一个人服

事的心意，即使是方法不是最好的，圣灵会把我们的

缺陷补足起来，而让我们的工作有美好的结果。所以

让我们每个人专心做神分派给我们的工作，而不要

去批评别人做的工作。

四、我們不知道什么時間基督會再來

在第 35，36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

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

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们每年在春天都庆祝主耶稣的复活节，主耶

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复活之后就升天去。

他升天到今天，已经是将近两千年了。他离开他地

上的家，离开地上的教会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但是他告诉我们他一定会再回来。在主耶稣给了他

的门徒们大使命之后，他就被提升天，有一朵云彩

把他接了去，使门徒们再看不见他了。当他们定睛

望天的时候，有两位天使，身穿白衣，对他们说，“加

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

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

样来”（徒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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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回来的时候，会是突然

的回来。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34节，耶稣说，“那

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另外在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6节耶稣说到，“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

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五章 2 节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

样。”然后，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 10节也说，“主

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在这个马可福音的比喻

中，耶稣说，“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在

这里主耶稣说，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回来。

虽然在 1994年之前有人在收音机广播中说，主耶稣

再来，信徒被提是在那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但是圣

经里面，主耶稣明白地说，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

候来。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会很突然地回来。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44节，主耶稣说，“你们想不

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今天我们读的比喻中，

“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

或鸡叫、或早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信心

是不完全的，如果你没有活在主随时突然会回来的

盼望中。

五、要警醒

在第 37节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

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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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要神的家，教会里所有的人要警醒。首

先，传道人与传福音的，要警醒。传道人自己要常常

定睛看基督，常常要思想主耶稣的钉死，复活，升天，

与再来，这样他才能警醒。不只是为自己警醒，也要

为他的羊群警醒。传道人要定睛看耶稣，而不是看会

众。这样他不会因为他们的不长进，而灰心丧气，也

不会因为他们活在罪中，而伤心烦恼。所以弟兄姐妹

们，为你的传道人祷告，让我们可以警醒。

第二，信徒们必须要警醒。大家都要辛勤地作

主分派的工作，要警醒。免得耶稣来的时候，看到我

们游手好闲，不只是手不做事，而且嘴在那里批评，

背后在批评。我们要警醒，不要在主来的时候，看到

我们是在罪恶当中。有些基督徒，很可惜是在罪恶中

睡觉。他们跟不信的人没有两样，追求物质的享受，

贪心嫉妒别人有的洋房汽车，也喜欢一些没有益处

的娱乐，而主日不到教会敬拜神。我们必须要警醒，

免得主耶稣突然来到的时候，看到我们失败与跌倒。

第三，对于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主

耶稣是很快的，突然的会再来。而我们也不知道，我

们在世上的时间的长短，会有多少。你也许会没有时

间，没有机会，悔改信主。我向你呼求，抓住机会，

现在就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他接纳你，求他用他的宝

血遮盖你一切的罪，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这样他再回

来的时候，你可以与所有的信徒，一起来欢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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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诗歌：主必快来	（He’s	Coming	Soon）

思想问题：

1.	如果地上的教会是主耶稣的家，我们对教会的态

度与作法应该如何？

2.	如果所有的信徒都是主耶稣家里的仆人，你知道

主要你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3.	神是给我们每一位信徒有属灵的恩赐。你知道你

的恩赐在哪里吗？

4.	你要如何警醒，准备主耶稣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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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信息：思想主餐的意義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14：22-25

22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

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23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24 耶稣说：“这是我立

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25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

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今天我们刚刚领受过主餐，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

日守圣餐，你知道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呢？假如你有朋友，

或者你的家人孩子问你圣餐是做什么用？圣餐有什么意

义？我们领圣餐，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你能不能给他们一

个好的回答呢？我们必须了解圣餐的意义，我们才能好好

地有意义的来领受圣餐，与回答别人的问题。现在我要从

圣餐的四个名称来说明圣餐的意义。

一、它是主的晚餐

首先，第一个名称是主的晚餐（Lord’s	Supper）。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关于

聚会的时候一些规矩，在第 20到 22节他说，“你

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

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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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

那没有的羞愧呢？”保罗责备他们领圣餐时的做法

与态度。在当时领圣餐与教会的爱宴是在一起。在

教会的历史中，我们知道后来把圣餐与爱宴分开来，

使圣餐可以隆重简单。在保罗的教导中，我们知道

这是主的晚餐，是主设立的一个圣礼。那是在耶稣

被卖的那个晚上，那也是他们吃逾越节的宴席的晚

上（太 26：26-30；路 22：14-20）。逾越节是犹太

人三千五百年来一直过的纪念日，纪念神拯救了他

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在最先的第一个逾越节，他

们必须杀一只羊羔，因为羊羔的血，他们得到拯救。

现在在将近两千年前的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知道

他是神的羔羊，要拯救世人，除去他们的罪孽。他

就拿起饼来，也拿起杯来，他说，“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要纪念我”（林前 11：24）。这个主的晚餐，

代表主耶稣像那第一个逾越节的羊羔一样，他的死

可以拯救我们。主耶稣也吩咐我们要如此行，来纪

念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赎罪祭。这个圣礼，不是教会

自己发明出来的，这个圣礼是主耶稣设立的，而所

有奉主名聚会的教会必需时常举行的。这是主的晚

餐，他邀请我们来参与。

主的晚餐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

要我们时常纪念他为我们成就的，这样我们可以时常

思想，而回报他对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人是常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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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神的恩典。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很

多的事是由一些反对神，不认识神的人所操纵的。我

们常常在我们自由的时间，我们休息的时间，去看或

者作这些没有益处的事。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我们

就会逐渐地离开神。这是为什么，我们做神的儿女，

不能够忘记聚会（来 10：25），每个主日要来教会

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大家可以彼此勉励，一起亲近

神。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设立这个主的晚餐，让我

们来纪念他。他告诉我们，我们所吃的饼，代表他的

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擘开，我们所喝的杯，代表了

他的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来。当我们吃这个饼，

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到他在十字架上所

成就的工作。这也会帮助我们思想神是那样地爱我

们，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放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而

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这样的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这样的救恩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有的，这样的永恒的

盼望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他死在十字架上，要给

我们那么多的恩典与好处。

当我们思想圣餐的意义时，我们要记得主耶稣

虽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也胜过死亡。在三天之

后，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也会很快突然地回来。

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提到圣餐的事

的时候，在 26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154 馬可福音講道集

所以在主的晚餐的名称之下，我们知道这是耶

稣基督所设立的，要我们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

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二、它是感恩餐

主餐的第二个名称是感恩餐（Eucharist），在希

腊原文中是感谢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24节，

祝谢的希腊原文就是 εὐχαριστήσας。这是在第一世

纪末了教会开始对主餐的第二个称呼。当我们领受

主餐的时候，是表示我们感谢神，感谢他为我们所成

就的事。

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

心中应该充满感谢。我们本来是与神隔离，我们的罪

性使我们犯罪，得罪了神，也得罪别的人。但是三位

一体的真神在创造世界之先，三位就同意了要给人类

这样救恩的方法。圣父就要圣子来到世上走这个十

字架的道路，然后让得救的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这

些被神拣选得救的人，一定会相信耶稣，而重生，而

称义。这一切的救恩都是神的预备，神要我们被他的

恩典改变，而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与他不再有隔离，

而有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与他隔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生没有

希望，我们沮丧，我们烦恼，我们对自己失望，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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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空虚。不管我们做什么，要填补我们内心的空

虚，我们都不可能。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就造了那

样的空虚在我们的心中，只有他自己可以填满。当他

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看清楚了，神借着十字架

为我们准备的救恩，我们就会悔改接受主。神可以接

受我们，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神的公义

的要求。这样我们与神恢复关系，成为他的儿女。我

们心中的空虚，有他来填满。我们不再与神隔离。我

们都在神的家里，成为他领养的儿女。这是基督在十

字架上成就的恩典。使我们不再与神隔离，使我们不

再与人隔阂。使我们回到神的家中，这样我们的一生

充满希望，我们也知道在今生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去

天堂与神永远在一起。

如果我们思想到圣餐所象征的神的恩典，我们

自然地就会感谢赞美神。所以当我们参与圣餐的时

候，这是一个感恩餐。我们感谢神，用这十字架的方

法，使我们被他拣选的人，知罪悔改，而愿意接受耶

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与生命的主。这实在是多么值得

感谢的事，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餐。

三、它是与主相交

主餐的第三个名称，是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

章 16节说的，“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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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同领代表我们与主相交，彼此相交。主餐的第三个名

称，是与主相交（Communion）。我们用相交的字代

表我们可以有很亲密的关系。相交这个字，可以用在

一些特别的朋友，表示我们与这些朋友有非常深厚

的感情。相交这个字，也可以用在夫妇的关系上，表

示夫妇可以有非常深厚的关系，不只是肉体的合一，

也是精神与灵里面的合一。相交这个字，也用在与

神的关系。几年前亨利布莱克比（Henry	Blackaby）	

写了一本大家都很喜欢的书，名叫《每日经历神》

（Experiencing God，1999），就说到基督徒与神相

交的关系。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去中国宣教的戴德

生，也写了一本解释雅歌，所罗门之歌的书，书名就

是《联合与相交》（Union and Communion），也说

到我们与神相交的关系。在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

们也是经历与基督相交通的时刻。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说：

“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当我们在领受圣餐

的时候，耶稣就是在我们中间。当我们领受他的身体

与他的血的时候，他是在我们当中，与我们相交。当

我们向他认罪悔改之后，我们手洁心清地来到他的

桌前，他是与我们相交。他借着他的肉与他的血与我

们相交。他在我们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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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

耶稣是在我们的当中。他在我们当中伸出他的双手，

要给我们他的爱与恩典。当我们在圣餐中与基督相

交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基督是与我们全部领圣餐

的人相交。我们全部的弟兄姐妹们，也经由基督，我

们大家彼此相交。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记

住主耶稣要我们像弟兄姐妹一般地彼此相爱。因为

基督借着圣餐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四、它是宣誓

主餐的第四个名称是圣礼（Sacrament）。在古

罗马帝国这个字原来是宣誓的意思。这个字原来是

用在罗马的军人，当他们参加军队的时候必须作的宣

誓。他宣誓说，他要服从罗马皇帝，甚至到死亡。而

在他们的军队的生涯中，他们常常的要重复这样的宣

誓，提醒他们必须效忠皇帝。其他相类似，在一个学

生要进入医学院学习作医生的时候，他们也都要宣

誓一个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说他们

不能用医术来帮助一个人死亡；他们要知之为知之，

在不知道的情形下，他们不能伤害病人；他们要鼓励

病人认真预防疾病的发生。这些医学生们的宣誓，也

是他们做医生时需要常常地提醒他们自己。

在这个主餐的圣礼中，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基督

对我们的宣誓。他在创世之前，就与圣父，决定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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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他向圣父宣誓说，他要做

一切他能够做的，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解决人与神

隔离的问题。他也向我们宣誓，因为他的爱，他要拯

救我们。他也守了他的誓言，他为我们死了，也为我

们复活了，今天在天上还是一直为我们代求。

当我们思想基督对我们宣誓的时候，让我们也

重新的再一次重复我们对他的誓言。当我们成为基

督徒的时候，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与生命

的主。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命令，跟随他，而事奉他。

但是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忘记了我们对他的

誓言。我们没有照他的命令去做，他的命令是在他的

话语圣经里面。他说不要在主日停止聚会，我们却是

在星期天做自己的事情，不到教会敬拜神。你必须在

主日到教会敬拜神。如果你旅行不能来自己的教会，

你也必须去别的主的教会敬拜神。他的话语跟我们

说，你如果觉得有别的信徒对不起你，你必须当面去

跟他说，而不是在背后批评。但是我们却是在背后批

评，或者是说一些意见也不敢具名。如果我们的做法

没有照圣经，那主耶稣就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你愿

不愿意重新向主耶稣来宣誓说，他是你的生命的主

人呢？我们在一起领圣餐，就是要让我们重新来向主

耶稣宣誓。在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要

打开我们的心，让他进来与我们相交，而结果应该是

我们要重复我们信主时向他的宣誓。再一次地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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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身，向他表示忠诚。我们要做我们在信主时，向他

说的，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事奉主。

有些教会有举行一个重温婚约的典礼。大家年

轻时如果是在基督教的仪式之下结婚，在婚礼的时

候，都彼此宣誓过。但是常常这些宣誓，或彼此的应

许在几年或几十年之后，都忘记了。所以有些教会举

行一个重温婚约的仪式。大家到教会礼堂来，重新走

过那红色的地毯，重新再彼此对说誓言，再一次彼此

应许说要相爱到死才分离。我相信神看重我们的彼

此的承诺宣誓，神保守那些特别做过那样重温婚约

的夫妇们，让他们仍然彼此相爱。同样，当我们来领

受主餐的时候，那也是我们向主耶稣重复地述说，我

们信主时向他的起誓。我们重复的来向他委身，重复

的燃烧我们向他的爱。

五、結　論

所以主餐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主耶稣邀请我们

来领受主的晚餐，来纪念他为我们做的牺牲，他的身

体为我们擘开，他的血为我们流。我们来领受这个感

恩餐，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恩典，拯救了我们。我们

来与主相交，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房，认主借着他的身

体与血，与我们同在相交。我们来庆祝这个宣誓，我

们要重复我们向主的誓言，我们要亲近他，要跟随他，

要服事他，因为他已经向我们宣誓说，要爱我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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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餐告诉我们神的福音，神的爱。我们每个月领

圣餐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到神的爱，我们看到那饼

与杯，我们尝到那饼与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与血，

我们看到尝到神的爱。让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的向主说，我要爱你更深。我希望我们每

个人都可以爱主更深，因为我们不可能爱他爱得太

多。让我们每次领圣餐时，重新向主起誓说，我要全

心全意全力的爱你，服从你的话语，做你的仆人。

回应诗歌：尊主恩言（According	to	Thy	Gracious	Word）

思想问题：

1.	在教会的历史中，要领受圣餐的人必须是受过洗

礼的人。为什么呢？

2.	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有否纪念主为我们

成就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感恩呢？

3.	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是在与

主相交，与弟兄姐妹们相交呢？

4.	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是与主

重新宣誓要遵行我們与祂的约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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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信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15：22-41

22他们带耶稣到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出来就是“髑

髅地”），23 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24 于是

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25

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时候。26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

的是：“犹太人的王。”27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

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29 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

他，摇着头说：“咳！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30 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31 祭司长和文士也

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32

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

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33从午正到申初，

遍地都黑暗了。34 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

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

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35 旁边站着的人，有的

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36 有一个人跑去，

把海绒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

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37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38 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39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

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40

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又有小

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并有撒罗米，41 就是耶稣在加

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

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



162 馬可福音講道集

常常我们把人分类：有钱人或穷人，有教育的或没有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但是耶稣把人类分成两

类，没有重生的或者有重生的。别的分类都不重要，只有

耶稣的分类是真正重要的分类。这个分类是由耶稣基督与

他的十字架所产生的，基督的十字架有永恒的影响。

我们每年都庆祝复活节。在复活节之前的星期五，我

们纪念受难节，就是要纪念主耶稣在二千年前在十字架为

我们成就的工作。今天我们要从四方面来思想十字架：十

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地方，十字架上的基督，十字架的

目地。

一、十字架的道路

首先，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

看到在主耶稣世上的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犹太教

的领袖反对耶稣。他们用耶稣鼓励民众造反，想要推

翻罗马统治的假罪名，逼使罗马巡抚彼拉多判决耶稣

死刑，而将耶稣钉十字架。

在犹太教的领袖审问他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十四

章 65节记载，“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

的脸，用拳头打他。”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67节记

载，“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

手掌打他的。”

接着，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6-41 节（太

27：11-56；路 23：1-49；约 18：28—19：30）读到



第十二篇信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163

关于主耶稣被彼拉多审问与钉十字架的细节。在第

15节记载，“彼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

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在彼拉多作了这样的判决之后，兵丁们就把耶

稣看成普通的罪犯。在那时罗马帝国把不是罗马公民

的人，用钉十字架的方式处死。钉十字架是一个很

残忍的方式让一个人死亡。在 1986年，美国医学学

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里

面，有一篇文章，就是讨论描述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

上，他的心理生理及各部的器官受到的破坏与痛苦	

（WD	Edwards,	et	al.	“On	the	Physical	Death	of	Jesus	

Christ,”JAMA	1986；255（11）：1455-1463）。 在

钉十字架之前，兵丁们也做了一些鞭打侮辱的行

为。在第 15节说到，他们把耶稣鞭打。如果我们看

过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拍的“基督的受难”

（The	Passion	of	Christ）电影，我们知道当时对死

刑犯的鞭打所用的鞭子是特别的皮鞭子，上面绑着

有山羊骨头的切片，所以鞭打下来一个人的背部会

伤痕累累。

接着，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16 到 20 节（太

27：27-31）有这样的记载，“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

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

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

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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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

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所以不只是身体上的受鞭打，精神上耶稣也受

到侮辱嘲笑，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在被钉十

字架之前，就已经是“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

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

这样的结果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

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 53：4-5）

二、十字架的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十字架的地方。在鞭打与侮辱嘲

笑之后，兵丁们把耶稣带去要钉十字架的地方。马可

福音十五章 22节（太 27：33）说，“他们带耶稣到

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出来就是’髑髅地’），”

他们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各各他亚兰文的意思就

是充满髑髅的地方。被罗马巡抚判钉十字架的人都

处死在那山坡上，英文叫做加略山（Calvary）。这

个字的来源是拉丁文，原来的意思也是髑髅地。

这个山坡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印证了在旧约里

面的利未记第十六章 20-21节的记载，在赎罪日献赎

罪祭的做法。那里记载说，“祭司亚伦要把那只活着

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

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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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同样的，

耶稣也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城外面，像旷野之地，他成

了我们最后及永远的赎罪祭。

在这各各他的山坡上，他们将耶稣的两手及两

脚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耶稣被弃绝，被讥笑。被酷

刑之后，被钉死。在这里人类犯了最丑恶的罪，他们

将没有罪的耶稣，钉了十字架。

三、十字架上的基督

现在让我们来看十字架上的基督。为什么耶稣

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几天前进入耶路撒冷城，他像

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为什么现在他在被迫害之下，安

静无声？谁是耶稣，他可以接受这样残酷的死刑。他

是完全无罪的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第三章17节（可1：

11）记载，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神由天

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在十八世纪瑞士的诗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他跟法国哲学家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这样说过，“苏格拉底的死是

正直的人的死。但是耶稣的死是像神死去一般。”别

的人被钉十字架，会记恨那些判他死刑，钉他手脚的

人。但是耶稣却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

做的，他们不知道”（路 23：34）。



166 馬可福音講道集

人类的始祖第一位亚当，是被神尊贵的造出来。

神要他像王一样的管理伊甸乐园。神按照神的样式

造了他。但是可惜的他选择了违背神。他的尊贵变成

了羞耻，他的冠冕变成了荆棘，他必须终生劳苦，才

得饱足。

耶稣是最后的亚当（林前 15：45）。他让荆棘

变成了他的冠冕。他自愿的接受羞耻与被讥笑，为解

救失落的人类死在十字架上。那完全爱他的父神，也

掩面不看他。让他在十字架上呼叫（太 27：46；可

15：34），“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主耶稣为什么说出来这一句

话。在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全地黑暗了三个小时。为

什么有那样的黑暗的神迹呢？

1.	黑暗的奥秘

这样的黑暗的神迹是有奥秘性的。那时从中

午一直到下午三点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这个黑

暗是超自然的现象。这不是因为是大风沙，使能见

度降低。这也不是完全的日蚀，遮蔽了太阳。这是

父神行出来的一个神迹，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为什

么神要使遍地都黑暗呢？

我们可以想象，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同情

的黑暗。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

纯真无罪的，他是启示录第二十二章说的明亮的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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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他的受苦与钉死好像是天上的太阳进入日蚀，

谷中的百合花被污染，沙仑的玫瑰凋谢了。这个完

全的人与完全的神，正在十字架上死亡，遍地黑暗

表示整个宇宙对他的同情。

第二、这是沉重的黑暗。一位正义的替不义的

人死。一位无罪的神的羔羊替有罪的人类死亡。在

出埃及记里面，也记载了一个大黑暗，那是神降在

埃及人身上的第九灾的三天的黑暗。后来接下去

就是最后的第十灾，所有的头生的埃及男孩都死去

了。在神严重地审判埃及人之前，有三天的大黑暗。

同样的，在第一个受难节的时候，有那三个小

时的黑暗。这是神告诉人类，审判的时候快到了。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31，32节说，“现在这世

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

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们的主耶稣在

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一个非常沉重、严肃的事。告

诉我们审判将要来到，所以这是一个沉重的黑暗。

第三、这是一个神秘的黑暗。在那黑暗的三个

小时当中，主耶稣完成了一个只有祂可以做的工作。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那三小时的黑暗中，

他完成了他来到世上的工作。他在被卖的那个晚上，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4节。他作了这样的祷告，

“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

已成全了。”这是怎样的事呢？就是救赎的事，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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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可以完成的事。他在黑暗中，安静了三个小时，

完成了一件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大事。在十字

架上三个小时的黑暗，是同情的黑暗，是沉重的黑

暗，也是神秘的黑暗，这些是黑暗所代表的奥秘。

2.	孤独的奥秘

但是在主耶稣说的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有更大的奥秘，那就是十字架上

孤独的奥秘。主耶稣在世上最后的几个小时，他愈

来愈孤独。首先，他与十二位门徒上去楼房，吃最

后的晚餐的时候，犹大离开了他。然后，他与十一

位门徒去客西马尼园，彼得雅各与约翰三个门徒

与他进去内园祷告，但是他们不能与他一起儆醒

祷告，却睡觉起来。接着，在耶稣被抓起来，送去

大祭司的家里的时候，彼得与约翰也去了大祭司

的院子里，彼得在那里否认了耶稣三次。最后在他

被钉了十字架时，他们也都离弃耶稣逃跑了。耶稣

越来越孤独，最后只有耶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

人们都离弃他，但是父神是与他同在。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八章 29节这样说，“那差我来的，是

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

他所喜悦的事。”在约翰福音十六章 32节，他说，

“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

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但是现在在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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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他哭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

我。”父神也离弃了他。这是一个最大的奥秘。

为什么他会那样的孤独呢？为什么他被父神

离弃了呢？原因是，在那时刻，圣子担负了世上所

有人类的罪。这是罪的后果，罪会使人孤独、使人

分离。罪使人与人隔离。罪使人与自己隔离。罪使

人与神分离。罪甚至使圣子与圣父分离。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

么离弃我”的时候，他真的是被父神离弃。为什么

呢？为什么呢？他被父神离弃，是要使我们永远不会

被父神离弃。如果你相信而且接受，耶稣在十字架

上为你完成的工作，那神就不会离弃你。你也许心

里觉得神不看顾你了，但是神不会离弃你。只因为

耶稣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经过那样的黑暗，

使你可以在光明中。他为你经过这样的孤独与分离，

如果你不接受他完成的救恩的工作，你会去地狱，

在那里你会有永远的孤独，永远地与神分离。

这样的圣父与圣子分离的奥秘，这样神圣分离

的奥秘，就是福音的核心。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了你的罪，你可以成为神

的儿女。我希望你可以了解这个福音，你可以在信

心中看到为你死的神的羔羊。假如你还没有接受主

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是你的机会。你可以在

你心里面这样说，主耶稣基督，我接受你在十字架



170 馬可福音講道集

上为我成就的救恩。假如你曾经决志接受他，但是

你现在与耶稣的关系冷淡。今天你也可以在你的心

里说，主耶稣，我要回来你的怀抱中。亲爱的弟兄

姊妹们啊！让这个荣耀的福音的真光在你心中发亮

起来，也让它照亮在你周围的亲人朋友吧！

四、十字架的目地

最后，让我们特别再来看十字架的目地。我们要知道

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发生呢？神是要我们看清楚，罪的问

题的严重。罪是违背神的旨意，违反神的律法。神恨恶罪，

神必须要对付罪。

圣经里面罗马书六章 23节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

死。也就是说，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在以西结书十八章 20

节也说到，“一个人犯罪，他必死亡。”罪是那样的严重，

神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十字架的目的在哪里呢？马可福音十五章 31节（太

27：42）记载，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

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样的讥笑却是真实的，完全

的真实。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救别人。

神是完全的公义，他不会要我们重复地还清我们的罪

债。约翰福音十九章 30节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

了”。什么是他完成了的呢？在他三年的传道生涯里，他

几次的提到，他会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说“成

了”，就是说他来到世上的工作及目的已经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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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里面的献祭的要求，在耶稣钉十字架上完全的满

足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新约时期，我们不需要再用

牛羊献祭。我们有永远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流血，我们已经得到完全的救恩。

在美国的历史，我们读到建筑东西横贯铁路的事情。

当初是一个私人的铁路公司筹款来建造一个从太平洋通到

大西洋的铁路线。在建造中，困难重重，资金缺乏。工作

停止了一段时间。后来公司再辛苦筹款，才能继续开工。

最后，在 1869年的五月十日，东西铁路要在当时的犹他

特区（今天的犹他州）连结起来。公司准备一个特别的庆

典，来庆祝完成这个横贯美洲的铁路。他们特别的去加州

定做一个月桂树的木条（laurel	tie），以及一个合金的大

钉子（golden	spike）。当时铁路公司的总裁史丹福（Leland	

Stanford,	1824-1893）来主持这个完成的典礼（他是后来史

丹福大学的创校人）。他用那个合金的钉子，把铁轨钉在

那个月桂树的木条上。这样他们就完成了横贯美洲铁路连

接的典礼。让铁路由太平洋岸直通到大西洋岸。当史丹福

将合金的钉子打入木条的时候，所有旁观的人大声欢呼，

电报就送出去传遍世界。这是一个无比的成就。

但是当四个铁钉被钉入耶稣的两手两脚的那一天，那

是更伟大的一天。这些钉子不是合金的，却是铁的。他们

不是钉入木条中，却是钉在耶稣的手脚上。当时不只是在

场的兵丁，门徒，及犹太人在旁边看着，天上及地上，灵

界的天使万军一同观看。当钉子钉进去的时候，宇宙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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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欢呼，消息传遍天上地下。那由地上通到天上的神的救

恩是完成了，彰显神无比的荣耀。

今天这条由地上到天上的道路是在你面前打开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罪，让耶稣钉了十字架。虽然表

面上看来，耶稣的门徒犹大出卖耶稣，大祭司该亚法将耶稣

交给彼拉多审判，彼拉多将耶稣钉十字架，但是在犹大，该

亚法，彼拉多后面的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罪让耶稣钉上十

字架。朋友们啊，你没有看到你在神面前是有罪的呢？你有

没有听到那位钉死，复活，现在为我们代求的救主耶稣的邀

请呢？我请你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成就的救恩，请你相信那

位十字架上的基督，那你就会是一位重生的人，那你会有神

给的新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而会永远与神在一起。

回应诗歌：怎能如此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思想问题：

1.	我们基督徒的正统信仰是说，神是三位一体，祂

们完全同质，完全合一。但是在十字架上，圣父

与圣子隔离，为什么呢？神可以不合一吗？

2.	为了拯救人类，所以有这样我们想不通的事情发

生。这是否表现出来，神对人的看重，与人的罪

的严重性？

3.	如果你知道，圣子为拯救你，而付上的代价，你

要如何回报这样的恩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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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信息：耶穌基督復活的證據

主要经节：马可福音	15：42 ─ 16：8

42 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43 有

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议士，也是等候神国的。

他放胆进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44 彼拉多诧异耶稣

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45 既从

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46 约瑟买了

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

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47 抹大拉的

马利亚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1 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并撒

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2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出太阳的时候，她们来到坟墓那里，3 彼此说：“谁给我

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4 那石头原来很大，她们抬头

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5 她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

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6 那少年人对她

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7 你们可

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8 她

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

诉人，因为她们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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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每年都很高兴的庆祝复活节。耶

稣的复活有重要的意义。假如我们可以证明耶稣真的是由

死里复活，那他是一位特别的人物。我们说他复活，不是

说他精神不死，也不是说他暂时活过来，然后再死去。而

是说他胜过死亡，他肉体复活，升到天上，将来还会再来。

我们没有听过任何别人有同样的死里复活。佛教的始祖释

迦摩尼死去，伊斯兰教的始祖穆罕默德死去，孔教道教的

始祖孔子老子都死去，只有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他是由死

里复活。

我们虽然不能说，他死里复活证实了他是神道成肉身，

降到世界上来。但是如果他真的是神，他能够死里复活是

理所当然的。圣经上说到耶稣是由童贞女从圣灵怀孕，而

出生。他的奇妙出生与死里复活与他的神性完全符合。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被钉死以前，有五次预言他的死后

复活。首先，在他传道的第三年，在彼得做那伟大的告白，

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在马太福音 16章 21节说，“从

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

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可 8：

31；路 9：22）。

然后在主耶稣在变形山变形之后，他又第二与第三次

的预言他的受难与复活。在马太福音 17章 9节说，“下

山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

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在马太福音 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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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节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

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

要复活。’门徒就大大地忧愁”	（可 9：9,30-31；路 9：

44）。

然后在第三年的后半期，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他第四次的预言他的受难与复活。在马太福音 20章 18，

19节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

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

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可 10：32-34；

路 18：31-34）。

最后，在耶路撒冷的受难周的星期四晚上，在最后的

晚餐时，主耶稣第五次的说到他的受难与复活。在马太福

音 26章 32节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

利去”（可 14：28）。

耶稣死后复活的证据在哪里呢？我们必须在四本福音

书里找证据。四本福音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记载了关于埋

葬及复活的事（太 27：57—28：20；可 15：42—16：8；路

23：50—24：53	；与约 19：38—21：25）。现在让我们从

四方面来看耶稣死后复活的证据。

一、他的墳墓是空的

首先，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人找不到他的尸体。

在圣经里面说到，在复活节的早晨有两位马利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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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妇人，到耶稣的坟墓去。她们惊奇地发现到坟

墓是空的。几天以后，门徒们就开始传耶稣复活的信

息。耶稣复活是他们的信息的主要内容。如果信息不

是真的话，人们可以去坟墓找到耶稣的身体。有很多

人想要解释为什么坟墓是空的。

有人说，这些妇人去了错误的坟墓。但是，她们

不是天黑的时候去的。马太福音说到天快亮的时候，

路加福音说到黎明的时候，马可福音说到七日的第一

日的清晨，出太阳的时候。而且马太福音说到她们在

两天以前对着坟墓坐着。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说到

她们看见耶稣的身体被安放的地方。她们去坟墓的

原因在于她们要用香料来膏耶稣的身体。她们不会因

为心里悲伤，找错了坟墓。即使她们找错了坟墓，彼

得跟约翰也跑到坟墓去，他们不可能也找错了坟墓。

有人说，耶稣不是真的死去，他只是晕倒而已。他

没有在十字架上死去，他只是晕了过去而已。后来他在

坟墓里面清醒起来，他就离开了坟墓。但是在马可福音

里面告诉我们说，罗马巡抚彼拉多奇怪耶稣已经死了，

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

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百夫长是有经验，他

可以辨别一个人是否真的死去。所以约瑟与尼哥底母

才将耶稣的身体由十字架上拿下来。用寿衣包裹起来，

放在约瑟买的坟墓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在钉十字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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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经过了几次的审判、讥笑、残酷的打骂，及最后钉上

了十字架，难道他可以在坟墓中由星期五到星期天，没

有食物，饥寒交迫之下，复苏过来。而且他有力气把封

住坟墓的石头移开来，又没有惊动看守坟墓的罗马兵

丁。难道他可以在受伤、饥饿的情况下，显现给他的门

徒们看到，让他们以为他是胜过死亡。难道他可以在

某一个地方住了四十天，然后再远离他乡，而没有人看

到他死亡，也没有人医治他，给他食物及居住的地方。

所以他晕倒复苏的说法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也许耶稣的尸体被偷走了。但是我们

找不到任何理由这些偷尸体的人可以躲过罗马看守

的兵丁。我们也不知道为何他们偷了尸体，却让寿衣

留在那里。

有人说，一定是门徒们，他们偷了耶稣的尸体。

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是要预

防这样的事发生，所以他们要求彼拉多把坟墓用大

石头封住，而且派一位兵丁在外面看守（太 27：62-

66）。马太福音接着记载，虽然他们这样预防，但是

耶稣复活了，离开了坟墓。当兵丁去报告大祭司的时

候，大祭司要兵丁跟人说，当我们不小心睡觉的时

候，门徒们来偷了耶稣的尸体。马太最后说，兵丁接

受大祭司的贿赂，就照着说。这样的说法，一直在犹

太人当中流传着（太 2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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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罗马的兵丁会不执行

任务，在看守时睡觉。也很难想象，门徒们移开大石

头的时候，没有声音，可以不惊醒守卫的兵丁。但更

难以相信的是，门徒们在后来传福音的最重要的内

容，就是耶稣死而复活。难道他们会不断的说慌，而

且为了自己造出来的谎言，被犹太人逼迫、责打、下

监狱，甚至被处死刑。这实在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在福音书及使徒行传中看到，这些门徒们相信

他们所传的是真的。他们是非常的诚恳，不是说谎言

的。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们相信的是假的，但是我们

看得出来，他们不是作假的。作假的人不会为自己的

谎言去做殉道的烈士。

最后，还有一个解释是耶稣的尸体被罗马的兵丁

或者犹太教的领袖移走了。这个说法也是不合理。因

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门徒们就开始到处传福音，传

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的运动，影响到一般老

百姓原来对犹太教的信仰，这样的影响可能会造成治

安的不稳定。在这样的危险的情势之下，罗马的官员

或犹太教的领袖，他们只要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让大

家看，那这个福音的运动就会马上瓦解。但是他们没

有这样做，而是采取暴力压制的做法。他们抓住耶稣

的使徒们，威吓他们，杖打他们，责骂他们，监禁他

们，甚至杀害他们。这都是证明他们没有耶稣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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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面说到的几种说法，来解释为什么耶稣

的坟墓是空的。有人说这些妇人去了错误的坟墓，有

人说耶稣没有死去，而是晕倒再苏醒，有人说耶稣的

尸体被人偷走了，有人说门徒们他们偷了耶稣的尸体，

有人说耶稣的尸体被罗马的兵丁或犹太教的领袖移走

了，这些说法都有问题，都不合理。如果不能接受这

些说法，那我们就应该接受圣经的解释。耶稣的尸体

不是被人移走或偷走了，而是神使他由死里复活。

二、耶穌的細麻布的壽衣還在那裡

第二方面的证据是，耶稣的细麻布做的寿衣还

在那里。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与彼得在复活的主日跑

到耶稣的坟墓去。约翰说他先跑到坟墓，低头往里面

看，就看见细麻布的寿衣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

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在一处卷着。

这样他看了，就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了。为什么约翰

看了就相信了呢？我们猜想一定是细麻布的寿衣与

裹头巾在地上的情形。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 38到 42节记载，耶稣的门

徒约瑟，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就来求彼拉多把

耶稣的身体给他领去。彼拉多答应他，他就把耶稣的

身体领了去。另外尼哥底母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

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的规矩，把耶稣的身

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另外他们一定用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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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布做耶稣包头的头巾。他们分别包裹了耶稣的

身体及他的头，让他的脸跟颈部露了出来。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耶稣复活发生了，那会

是怎样的情形呢？是否耶稣会开始动了起来，然后深

呼吸，再坐了起来吗？我们相信不是这样的。他是复

活了，而不是苏醒过来。他的复活使他的身体变成了

灵体，是一个完全不相同的状态。如果我们看到他的

复活，他的身体会突然的在我们眼前消失。他的身体

可以由包裹的细麻布的寿衣中，蒸发离开，就像他的

身体后来可以由关闭的房间中突然出现与消失一般。

在他的身体离开之后，那包裹的细麻布因为有一百

斤的香料在上面，一定会因重量陷了下来，变成扁平

的躺在那里。另外裹头巾也是在原地不动。

如果我们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他跑进去坟墓

后，看到了就是这样的情形。二十章 5，6节里说到，

就看见耶稣的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希腊原文的意思

是，细麻布陷塌在那里。而且第 7节说到看见耶稣的

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在另外一处卷

着。这里卷着的原文的意思是，回转的卷着，也就是

原来包头的样子。

约翰跟彼得看到这样的情景，难怪他们看见就

信了。他们看到的好像是蛹，而蝴蝶已经从那里飞

出去了。在马太福音及马可福音记载，天使对找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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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的妇人说，耶稣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

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天使要妇人来看细麻布

及裹头巾躺在原处的情形。这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第二方面的证据。

三、很多人看到復活的主耶穌基督

第三方面证据是，很多人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基

督。四本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次，耶稣显现在他的门

徒们面前。第一次，他显现在抹大拉的马利亚面前

（约 20：11-18，可 16：9-11）。第二次，在一群到

坟墓去的妇人面前（太 28：1-10）。第三次，他显现

给彼得看（路 24：34，林前 15：5）。第四次，在两

位前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面前（路 24：13-35，可

16：12-13）。第五次，在十位门徒面前（约 20：19-

23）。第六次，是在十一位门徒面前，包括多马（约

20：24-29，可 16：14；路 24：36-43）。第七次，是

在五百多的门徒之前（太 28：17；林前 15：6）。第

八次，是在雅各面前（林前 15：7）。第九次，是在

一群门徒之前，包括彼得、多马、拿但业、雅各和约

翰，是在加利利的海边（约 21：1-14）。第十次，是

在一群人面前，是在耶稣升天的时候，在靠近伯大尼

的橄榄山地方（路 24：50-52，徒 1：6-12）。另外，

保罗也说他自己看到复活的耶稣（林前 15：8），就

是指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事情。路加在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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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3节这样说，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们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

讲说神国的事。所以很可能有别的显现的事情，圣经

没有记载下来。

对于这些显现的记载，可能有三种解释。第一

个解释是，它们是福音书的作者，凭空创造出来，其

实没有那些事。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些描述的时候，我

们可以感觉到作者们不虚伪，而是真实的，他们的记

载必须是亲眼看到的人才能描述的那么的切实。假

如是凭空创造出来，他们应该不要描述门徒们的怀疑

与惧怕。他们也可以加油添醋的讲耶稣复活的过程。

但是他们没有那样记载，因为没有人见到那个过程。

他们记载耶稣显现之后，最先给抹大拉的马利亚看

到。假如是伪造的事，他们可以写耶稣先显现给最大

的使徒彼得看到。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知道这些故事

不是凭空虚造出来。而且最有力的反驳是那些使徒

们跟早期教会的领袖，他们完全的相信耶稣是由死

里复活了。而且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作者都

确信复活的真实，而且深信福音的大能。

对于显现的记载，第二个的解释是，看到的人是

错觉或幻觉。幻觉的定义是一个人感觉到一件东西，

而那件东西并不存在。常常神经或者精神有疾病，或

有问题的人，会产生幻觉。我们也许有认识的人，他

们曾有幻觉。但是我们很难说，这些门徒都是神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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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人。也许抹大拉的马利亚，因为情感的冲动，

会有幻觉。但是我们很难想象积极的彼得，以及有科

学精神的多马，他们会有幻觉。

在心理学上的研究，我们知道幻觉的发生，通

常有两个条件。第一，幻觉的人常常希望有某些事发

生，在长期的盼望之下，就产生了幻觉。第二，幻觉

发生的时候与地方，跟人的心情，都是特别容易让幻

觉发生。当我们用这些心理学的了解来看四本福音

书里面的记载，我们发觉他们看到显现的耶稣，不会

是幻觉。

首先，门徒们并没有期望耶稣的复活。他们看到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被放在坟墓当中。当他们在

星期天的早上去看坟墓，看到坟墓是空的时候，他们

从坟墓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

为他们害怕（可 16：8）。当抹大拉的马利亚跟别的门

徒们说，耶稣是复活了，他们却是不信（可 16：11）。

他们认为这些妇女是胡说八道（路 24：11）。所以当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却惊慌害怕，以

为所看见的是魂（路 24：3，7）。所以耶稣责备他们

不信，心里刚硬（可 16：14）。多马这样说，我非看

到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

的肋旁，我总不信（约 20：24-25）。而且后来当十一

位门徒跟其他的人，到加利利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

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太 2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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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看到门徒们并没有期望耶稣的复活，

他们不是很容易就受骗，很天真的接受幻像。他们却

是非常小心，而且充满怀疑。难怪耶稣说他们，无知

的人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路 24：25）。他

们是经由不相信，然后才开始有信心。幻觉不能增加

他们的信心，只有在他们亲眼看到，切身的经验中，

才让他们坚信主耶稣的复活。

另外，他们看到耶稣时的客观的环境也不是可

以帮助他们有幻象。耶稣显现不是限于一个特别神

圣的地方，而是在各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也

不是只跟某些特定的人显现，却是跟不同的人，在他

们不同的心理状况下，对他们显现。他显现的地方，

在坟墓附近的树园里面，在由坟墓进城的路上，在一

个楼房里面，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在加利利的山

上，在加利利的海边，在伯大尼的橄榄山上。他显现

的时候，抹大拉马利亚在哭泣，一群妇人是惧怕及惊

讶。彼得是在伤心后悔，多马是充满怀疑。在这样的

怀疑跟恐惧的心情下，主向他们显现。他让他们由不

信变成相信。我们知道耶稣的显现不是一群神经有

问题的人的幻觉。我们只有一个最后的解释，复活显

现是完全真实的事实。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三方面的证据。第一、他的

坟墓是空的。第二、耶稣的细麻布的寿衣与裹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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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那里。第三、很多人看到耶稣复活后的显现。现

在让我们来看第四个证据。

四、門徒們的改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证据，那就是门徒们的改

变。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以

后，这些人非常的灰心、丧胆。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

记载，他们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为了传耶稣基

督的福音，不怕丧失他们的生命（徒 15：26），而

且甚至搅扰天下（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徒 17：

6）。什么事使他们改变了呢？什么事使他们有信心、

有权柄、有喜乐、有爱心。除了耶稣真的死里复活，

我们找不到别的原因。只有耶稣的复活在他们身上

产生了道德与属灵的力量。

我们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西门彼得。他是耶稣

的最大的门徒，在受难周的记载当中，在耶稣被抓去

审问的时候，彼得三次不承认耶稣跟他有关系。当人

家问他的时候，他发咒起誓说，他不认得耶稣。当鸡

叫第二遍的时候，他想到耶稣先前说，他会不认主的

事，他就出去外面在暗处痛哭起来。在耶稣钉死之

后，他与别的门徒一同躲在一个楼上的房间，他们惧

怕犹太人，所以把门关了（约 20：19）。这时他真

的是灰心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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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看到

彼得大胆的站在那里，在圣殿他们聚集的地方，他

传讲耶稣是死里复活，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的

福音。他强而有力的信息使很多人接受了他的信息。

在那一天，有三千人领受他的话，就受了洗（徒 2：

41）。然后在下面接下去的记载，我们看到彼得在犹

太人最高的公会面前接受审问。这个犹太人的公会

在两个月前刚刚将耶稣害死。彼得毫不惧怕的跟他们

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把彼得抓起来，恐吓他，

责打他。但是这些门徒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他

们可以为耶稣的名受辱。彼得真的是一位新的人了，

他真的变成了与他的名字相似，是一块磐石。什么事

使他改变了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雅各，后来是早期耶路

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是耶稣的弟弟，马利亚是他们的

相同的母亲。在起初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约翰福

音第七章第 5节说，连他的弟兄都不相信他。但是在

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在耶稣升天之后，一群人在那

间楼房祷告，这一群人就包括了耶稣的弟弟雅各。雅

各这时是相信耶稣了。什么事使他改变了呢？主耶稣

在他复活之后，有特别显现给雅各。我相信当他看到

了复活的主，他就相信了，他就改变了。

就是因为看到复活的主，使彼得由惧怕变成大

胆，使雅各由不信变成坚信。同样也是复活的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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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扫罗，变成了使徒保罗，使他由迫害基督徒

的人，变成了被迫害的基督徒。

上面我们谈到了耶稣复活四方面的证据。他的

坟墓是空的，他的细麻布的寿衣与裹头巾的情形，他

显现给很多人看，以及很多门徒都有完全的大改变。

对这些事实，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唯一的解释是“主

耶稣真的复活了”。

在我讲完了这些证据之后，我希望你可以接受

主耶稣作你个人的救主，就像多马，原来怀疑不信，

但是当耶稣对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

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的时候。

多马的回答是，我的主、我的神。我希望你可以像多

马一样，接受耶稣给你的救恩，可以接受耶稣作你的

主、作你的神。



188 馬可福音講道集

回应诗歌：主复活	（Christ	Arose）

思想问题：

1.	主耶稣由死里复活的神迹，有什么特别呢？

2.	主耶稣的复活的身体，与祂的原来的身体有什么

不同的地方呢？

3.	主耶稣今天还有祂的复活的身体吗？

4.	我们基督徒将来会被改变，取得与主耶稣一样的

复活荣耀的身体吗？

5.	主耶稣的死里复活，对早期教会的信徒有什么影

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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