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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女婿
迈克尔 · 宾利 · 泰勒博士

他一生都在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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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马百夫长的信心

一位罗马帝国的军官，百夫长1，他在家中豪华的庭院里走来走
去。他没有心思看阳光下加利利海耀眼的浪花，他也没有去欣赏院子
里美丽的花朵，他甚至没有心思去听头顶飞过的海鸥所发出的尖叫
声，他正在发愁。

他偶尔停下脚步，紧紧地盯着山坡上的那一大群人，耶稣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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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人中教训人、医治病人。百夫长正在等着这群人散开，因为这样，
耶稣就能下山回迦百农。

百夫长心里很忧愁，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可怜的仆人就要死
了。虽然，作为罗马的百夫长，没有必要为一个仆人哀痛。可是，我
这位仆人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我真的很难过。

“我是罗马军队的军官，我管理这座城。我有权柄也有权力调遣
我的士兵，我命令他们做什么，他们就要去做。但是，我只能对我的
军队发命令。现在，我的仆人要死了，我却什么办法也没有。不过，
我听说，耶稣就有权柄医治病人。

“我知道，耶稣是犹太人。有人说祂是先知，甚至比先知还大；
有人说祂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是他们的上帝几百年前应许说要来的拯
救者；还有人说祂是全能上帝的儿子。我不管祂到底是谁，现在，对
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耶稣治好过各种病人，什么病也难不倒祂。可
是，我怎么请耶稣来医治我的仆人呢？尽管这城里的犹太长老都是我
的朋友，他们建造会堂的时候，我也给他们帮助，他们都很感激我。
可是，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确定，耶稣会不会答应医治我的仆
人。”

百夫长一边说着，一边抬起头向山坡望去，“哦，人群开始下山
了，那么耶稣很快就要回到迦百农了。我要想办法请祂医治我那病重
的仆人。当然，我是他们说的外邦人，还是罗马帝国的军官，我不可
以直接去请耶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要马上去找犹太人的长老，
让他们帮我去请耶稣医治我的仆人。”

百夫长找到犹太人的长老，对他们说：“我的仆人得了重病，就
快死了。你们赶快帮我去请耶稣医治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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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们就来到耶稣那里，他们切切地恳求耶稣说：“请祢去医治
百夫长的仆人吧！这么做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我们建
造会堂时，他也帮助我们。”

耶稣就和长老们一起向百夫长家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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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还没有走到百夫长的家，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来见耶稣，请
他们向耶稣转达说：“百夫长说：‘主啊，不要麻烦祢亲自来我家，
祢到我的家，我实在不敢当！我也不配去见祢，我相信，只要祢说一
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我是罗马军官，百夫长。在军队里，我的话是有权柄的，我
的士兵都要遵行我的命令。我对这个士兵说：“去！”他就去。我对
那个士兵说：“来！”他就来。我对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
做。这是罗马帝国给我的权柄。而祢有上帝的权柄，只要祢对我仆人
的病说：“离开！”那病就会遵行祢的命令，离开我的仆人，我的仆
人就会得到医治了。’以上就是百夫长要对祢说的话。”

当耶稣听到百夫长的这话，就很稀奇。祂转身对跟随祂的众人
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
过。”

那些传话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时，看见百夫长仆人的病已经好
了。

百夫长对耶稣说的话有很大的信心，百夫长是对的。的确，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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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是大有能力的，这能力超过任何人的话语，因为耶稣是以上帝的
权柄说话！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加福音：7章1-10节

1百夫长在罗马军队一般领导一个百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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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这位罗马军官深受迦百农犹太长老的喜爱？

2 百夫长希望耶稣为他做什么？

3 他为什么不想耶稣来他家？

4 耶稣对百夫长的信仰说了什么？

5 为什么耶稣的话语如此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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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别的葬礼

一位母亲整夜都在不停地哭泣，尽管她心中还抱着一丝奢望，但
她的内心知道，她的儿子一定会离开的。孩子在和疼痛做最后搏斗的
时候，母亲用手抚摸着他发烫的额头。

天还没有亮，孩子躺在床上，死了。

这已经是死亡第二次来到拿因城的这一所小房子了。它第一次来
的时候，带走了这位母亲的丈夫。而这一次，带走了她唯一的儿子，
也是她全部的希望。

一整夜，邻居们都陪着这位母亲。现在，他们能做的，只有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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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伤心的母亲，和帮助她尽可能体面地埋葬她的儿子。

邻居们来帮助安排葬礼。在那个时代，他们当然不可能打电话给
殡仪馆。不过那时，每个城镇里都有专门负责丧葬的人，他们会来到
死者家里，帮助这个家庭处理死者的遗体和身后事。

按照惯例，安葬必须要在一天内举行。所以，早晨太阳一升起
来，一个邻居就去城里找负责安葬的人，另一个邻居去雇来哀哭的妇
女和吹奏笛子的送葬人。

这时，邻居们在这位心碎的母亲家里安慰她。负责安葬的人先清
洗好她儿子的身体，修剪好头髮和指甲，用油和香料膏他的身体，再
用亚麻布把他的身体缠裹好，放在一个用柳条作的担架上。准备好
了，就要抬去安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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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殡的队伍从家里出发的时候，雇来哀哭的妇女大声地哀哭，她
的哭声刺透人心。吹笛子的人奏出哀痛的旋律，更增添了悲哀的气
氛。孩子的母亲和邻居们都在哀悼的队伍里大声哀哭。送殡的队伍经
过，城里很多人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加入到送殡的队伍里。因为死的
是个青年人，又是独子，而他的母亲又是寡妇，城里的人都表达出他
们的爱和同情。

去世孩子的母亲在送殡的队伍中大声地哀哭，她知道，到了墓
地，儿子的尸体就会放在父亲旁边的一块石板上，然后，她就会独自
一人回到家里。她失去了丈夫，现在独子又死了，她赖以维生的最后
一线希望也失去了，她将会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虽然，朋友
们会陪着她一起回家，也会陪伴她，安慰她，但他们终究还是会一个
一个地离开。想到这里，作母亲的浑身都颤抖起来，泪水不停地从她
的脸上滑落。

在每个城里，都有一位夫子在葬礼上讲话。他会收集死者生前的
好行为和他所做的，在送葬途中休息的时候讲给大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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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送葬的队伍停下来了，应该让这位夫子来讲讲话了。但是
这位年轻人没有做过什么重要的工作，也没有什么伟大贡献。除了对
他妈妈很重要以外，他和其他的人也没有多大的关系。这位夫子只有
这么说：“他是个善良的年轻人，还没成年就离开了。尽管很难理
解，但全能者的旨意是不会错的。”

送殡的队伍又开始向前走去。当送殡的队伍就快走到城门口的时
候，有另一队人正朝城门口走来。两队人就相遇了。

在送殡的队伍中，有一个人喊着，“看呐，耶稣！”原来那一队
的人是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很多同行的人。

耶稣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耶稣对寡妇说：“不要哭了！”

于是，耶稣走到担架前，按住担架，抬担架的人就站住了。耶稣
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孩子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
就把他交给他母亲。

15



除了那位母亲惊喜得说不出话，心中充满了对耶稣的感激以外，
众人也非常惊奇。他们亲眼看到耶稣让死去的人复活，就不停地发出
赞叹。

人们就归荣耀给上帝。

“赞美主！赞美上帝！”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上帝眷顾了祂的百姓！”

有关耶稣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大和周围的地方。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加福音：7章11–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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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你参加过葬礼了吗？耶稣时代的葬礼习俗与你的社会习俗有什
么不同？

2 当耶稣看到哀悼者和担架上的男孩时，祂说了什么？

3 耶稣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后，人群做了什么？

4 当人们看见了这个神迹之后，他们相信耶稣是谁？

5 耶稣比什么敌人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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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来自地牢的疑问

施洗约翰在马开如斯境内，山上城堡的地牢里，自言自语地
说：“希律王休了他的妻子，又娶了他弟弟的妻子，所以我斥责了希
律王。我这样做并没有错，因为希律王这是在违背上帝的律法。但是
因为我这样做，希律王就把我关进监牢。我做的是对的，这一点我绝
不怀疑。不过，说到怀疑，我对耶稣却有些疑问，是对祂现在做的那
些事。”

“约翰老师！约翰老师！”

“啊，有人在监狱门外在叫我了。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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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老师，我们是你的两个门徒。是你叫我们来见你的，是
吗？”

“是的，是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听说，耶稣做的一些事，就是
祂施恩，怜悯人，但是却没有审判、刑罚那些做恶的人。我期待着弥
赛亚来惩罚那些做恶的人，但是耶稣没有惩罚任何人。所以，我现在
怀疑耶稣是不是弥赛亚，我必须要找出真相。你们去看看耶稣所做
的，再把我的口信带给祂，回来告诉我祂怎么说。”

“约翰老师，你要带什么口信？”

“你们就问耶稣说：‘祢是弥赛亚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
呢？’”

“约翰老师，耶稣现在在迦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我们现
在是在马开如斯，是在加利利海南边的死海边，相隔超过一百六十公
里呢！我们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不过，我们会尽快赶回来。我
们这就出发，再见啦！”

两个门徒带着约翰给耶稣的口信，踏上了遥远的路程，到加利利
去找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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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只剩下施洗约翰一个人，孤单地坐在牢房里，没有人和
他说话。本来在他身上穿的骆驼毛的衣服和腰间的皮带、脚上穿的
鞋，都被拿走了，这些东西曾经是他传道时穿的。现在，他只剩下了
仅仅能遮盖身体的衣服。一天又一天，施洗约翰孤单地坐在牢房里，
心里充满了疑问和对过去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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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个祭司，我母亲是祭司的女儿。他们知道，上帝应许
说要差派弥赛亚来。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是在他们年纪老迈，在我
母亲不能生育的晚年生的，那实在是个神迹！在我出生之前，上帝就
告诉我的父亲，撒迦利亚祭司，我将要成为一个先知，使以色列人回
转归向上帝，为弥赛亚的到来预备百姓的心。

“我长大以后，没有像我父亲一样成为祭司。我没有去耶路撒冷
的圣殿，而是住在约旦河边的犹大旷野。旷野里没有牛羊的叫声，那
是个安静的地方，我就在那里祷告和思想。

“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有一天，上帝对我说话。上帝呼召我作祂
的先知，就是替祂向人说话。上帝给了我要讲的信息：‘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应当离开罪恶，归向上帝！应当受洗来表明你们归向
上帝。’

“我就沿着约旦河两边，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一个城镇接着
一个城镇地传道。我把上帝给我的信息大声地向人们传讲，说：‘天
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应当离开罪恶，归向上帝！应当受洗来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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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归向上帝，上帝就能赦免你们的罪。’

“百姓们从耶路撒冷直到犹太全地，来到了约旦河，听我传讲的
信息，并且接受我为他们施洗，他们要逃避就快从上帝而来的审判。
我那时说，弥赛亚就要来了，祂来不是要祝福百姓，而是要来审判、
刑罚他们。

“我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督该人也来受洗，我就对他们
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要来的刑罚呢？’

“人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农民们每年都会把枯草烧掉，好让
地里的嫩草长出来，当火烧起来的时候，人们就看见藏在草丛里的蛇
逃跑了。

“我还宣讲另一个审判的情形，我说：‘弥赛亚手里拿着斧子，
祂要砍下一切不接果子的树，把他们扔进火里！’

“当百姓们问我，‘我们受洗后，要怎么生活？’我就回答他们
说：‘你们每天都要用正直诚实来对待人，并将你有的分给穷人，来
表明你回转归向上帝。’

“百姓们都来听，其中很多人归向了上帝，并且接受了洗礼。

“这一切都很好，直到有一天夜里，希律的士兵带着铁链和脚镣
来到我在旷野的家，就是我的山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我带到希
律在马开如斯境内，山上的城堡里，就是我现在所待的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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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希律王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而我，上帝的先知，仍然
呆在监狱里，这就是我的疑问，经上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祂会审
判和刑法作恶的人。那么，如果耶稣不刑罚恶人，祂怎么可能是弥赛
亚呢？我想要知道耶稣会怎么回答我的问题。”

约翰的两个门徒在迦利利找到了耶稣。他们看见耶稣施恩，叫好
些瞎子能看见，又把有疾病的、受灾患的、和被恶鬼附着的人都治好
了。

约翰的门徒就走上前来，问耶稣说：“施洗约翰老师让我们来问
祢：‘祢是弥赛亚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其他的人？’”

23



耶稣回答说：“回去告诉约翰你们所看见的和所听到的，就是瞎
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
福音传给他们。”

当约翰所差来的这两个门徒正要走的时候，耶稣又对他们
说：“再告诉约翰一件事，上帝祝福那些对我和我所做的毫不怀疑的
人。”

耶稣是在用先知以赛亚的话1提醒约翰，弥赛亚会把百姓从他们的
苦难中解救出来，并且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和谦卑的人。这些就是耶
稣当时正在做的事情，所以，祂就是弥赛亚。

施洗约翰并不知道这些，他以为，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就是世界
末日，就是审判的日子。的确，当审判的日子到来，每个人都要为自
己所做的受到审判。但是，那是要等到耶稣第二次来，完成上帝的救
赎和审判的工作。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成为童真女玛丽亚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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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生在伯利恒。祂的降生，是来帮助我们，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
架上。

因为耶稣的死，我们得赦免。

我们能够回到永恒的天堂，完全是要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
的宝血。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就会
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

现在，世界上的确还有像希律王这样的恶人。不过，有一天，上
帝会刑罚一切做恶的人，和一切没有归向上帝、接受上帝赦罪的人。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作我们的救主，
也要做当时耶稣所做的，就是在困难中帮助人，并且把好消息告诉他
们。这好消息就是，上帝给每一个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赦罪恩
典和永恒的生命。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11章2-19节；路加福音：7章18–35节

1以赛亚书：35章5，6节；61章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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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给施洗约翰向人传讲的信息是什么？

2 施洗约翰期望弥赛亚做什么？

3 约翰的信使看见耶稣行了什么神迹？耶稣给约翰的信息是什
么？

4 耶稣时代的神迹是如何帮助人对祂有信心？

5 今天是否有人即使看见神迹也仍然不相信？神迹会帮助人相信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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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激的妇女

因为耶稣在拿因城外救活了一个已经去世的年轻人，法利赛人西
门就对自己说：“我要认识耶稣这个人，我要请祂来吃饭。”法利赛
人西门就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

法利赛人西门有一所豪华的大房子，可以招待很多人。

耶稣来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法利赛人西门很有礼貌地欢迎耶
稣，但是不像对待尊贵的客人那样。西门没有亲耶稣的脸颊，也没有
用油抹耶稣的头，他没有让仆人为耶稣拖鞋洗脚。这些都是当时对待
尊贵客人的礼节，可见，法利赛人西门并没有把耶稣当作自己的尊贵
客人。

法利赛人西门还请了一些朋友一同来赴宴，这些朋友也都是法利
赛人。宴席从祷告开始，西门切下一块面包，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祷
告，客人们都一起说“阿门”。随后，西门又举起一杯葡萄酒，这葡
萄酒是由三份的水和一份酒调合的，西门也向上帝献上感谢之后，客
人们也一起说“阿门”。然后，食物就端上来了，有鱼、有肉、还有
蔬菜和水果。客人们一边吃一边交谈。

当时，有钱人举办正式的宴席，城里的人是可以作为观众，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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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人家宽敞的餐厅，靠着墙站着或坐在垫子上。他们可以来听听这些
客人在宴席上的对话，特别是在有拉比参加的宴席上，拉比就是犹太
人讲解圣经的老师。因为耶稣是这次宴席的客人之一，一位妇人就来
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 

这个妇人过着一个罪恶的生活，但是她听到耶稣讲的上帝赦罪的
事。

耶稣所讲的赦罪和法利赛人所讲的不同。法利赛人说：“当上帝
审判的那一天来到，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想被上帝赦
免，进入天堂，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活出好的生活样式，好行为
要多过坏行为。每个人都要用好行为来赚取赦罪。”

所以，按照法利赛人说的，上帝是不可能赦免像她这样的坏女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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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耶稣讲的赦罪是免费的，是上帝给那些离开罪恶，回转并
且寻求上帝怜悯的人的礼物。耶稣对人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到我这里来，我就赦免你们，使你们得安息。”这妇人把耶稣的每一
个字都听进去了。赦罪是上帝的礼物，这实在是个令她兴奋的消息。
当妇人听到耶稣对她说：“你的罪被涂抹了，被赦免了。”妇人的心
里感受到被洁净和被接纳的喜悦，她心中充满了上帝赦罪的喜乐，她
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了。

妇人心中也充满了对主耶稣的感激和爱，但是，她要怎么样感谢
耶稣赐给她的赦罪的喜乐呢？在以色列，人们对救了自己性命或给了
自己巨大恩惠的人，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示感谢。

有个犹太人的故事这么说：一个以色列人被控杀死了另一个人，
如果法官宣布这人有罪，那么他就会被处死。被告的律师向法官证明
他的当事人是清白的，于是法官最后就宣判这个人无罪。被告就会走
到他的律师面前，趴在地上亲律师的脚，说：“律师，太感谢你了！
你救了我的命。”

亲一个人的脚，是在表达超乎寻常的感激，用贵重的香膏膏一个
人是另一种表达方式。

这个被赦免的妇人，听到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吃饭，她就
去了。她溜进餐厅，和其他人一起靠墙站着。

在那个时代，犹太人吃宴席，不是坐着吃，而是围着一个马蹄形
的桌子，半躺在矮小卧榻上用餐。通常他们会用左手支撑着头或者身
体，而用右手拿着食物，脚就向后，伸展在后面。

那位被赦免的妇人手里拿着一小瓶香膏，走到耶稣的背后。她跪
在耶稣的脚边，不停地哭泣，泪水打湿了耶稣的脚，她就低下头用她
的长发发擦干。她又用嘴连连地亲耶稣的脚，把香膏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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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没有拒绝她这样做，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妇人在做什么，她是
向耶稣说：“主耶稣，谢谢祢，祢赦免了我很多罪。”耶稣接受了她
的感谢和爱。

法利赛人西门看见了，就很不高兴，他心里想：“如果耶稣是先
知的话，耶稣应该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是个坏女人，是个
罪人，耶稣就应该让这女人出去。看来，这个耶稣不是先知。”

耶稣当然也知道法利赛人西门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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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就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

西门回答说：“夫子，请说。”

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欠了五十两银
子，一个欠了五百两银子。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
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

法利赛人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赦免的人。”

耶稣说：“你说的不错。”

然后，耶稣转向跪在祂脚边的女人，对法利赛人西门说：“你看
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
洗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
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
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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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在跟我们说什么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
罪，我们都有很多的罪。圣经上说，我们每个人都犯了很多罪。但当
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上帝就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就可以来到
上帝的身边，有一天就会进到天堂。我们要怎么表达我们的感激呢？
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圣经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
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

的。1”

圣经还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
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

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2”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加福音：7章36–50节

1罗马书：12章1节
2希伯来书：13章15，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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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那个过着有罪生活的女人想去这个宴席？

2 这个女人如何比西门更敬畏耶稣？她做了什么？

3 耶稣说女人的爱证明了什么？

4 耶稣的教导与法利赛人的有何不同？为什么这使这个女人不同
了？

5 这个女人明白恩典是白白的，而不是赚取的。我们有时表现得
好像向上帝赚取宽恕吗？是怎么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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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鬼附的人

一天，耶稣在离迦百农不远的加利利湖边教训人，有许多人来到
祂那里。于是，耶稣只有上船坐下。船在湖里，众人都靠近湖，站在
岸上。

耶稣教训完了，已经是晚上了。耶稣就向祂的门徒招手，让他们
上船。门徒就趟着水走过去，上了船。

耶稣指着湖的另一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
吧。”

门徒就向湖中央划去。耶稣累了，就在船尾枕着枕头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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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从北面山谷中吹来一阵大风，在水面上掀起了巨浪。波浪
打到船里，船几乎都要灌满水了。

门徒都吓坏了，他们叫醒耶稣，说：“夫子，我们要丧命啦，你
难道不管吗？”

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湖水说：“住了吧！静了吧！”

风就止住，湖面也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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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门徒就大大地惧怕，他们彼此说：“这到底是什么人？连风和浪
都听从他的命令。”

湖面现在平静了，船来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

耶稣和门徒一上岸， 有一个赤身裸体的人迎面而来。他的手腕上
还带着挣断的铁链，脚上也带着挣断的脚镣。因为这是一个被鬼附的
人。为了不让他伤害人，人们用铁链和脚镣把他捆住，可是他把铁链
和脚镣都挣断了。

这个人非常凶猛，没有人能制服他，也没有人能从那条路经过。
他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地里。昼夜在坟地里和山里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看见耶稣上岸，就跑过去拜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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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就对附在他身上的鬼说：“污鬼，从这人身上出来！”

那人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
指着神恳求祢，不要叫我们受苦！”

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鬼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山坡上，有一大
群猪在吃食，鬼就求耶稣说：“求你让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

耶稣准许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了。于是，那群猪就
闯下山崖，投在水里，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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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猪的吓得逃跑了，他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就说一大群猪莫
名其妙地冲进湖里都淹死了。

人们就都来，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
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附着的人，他穿上衣服，坐在那
里，心里明白过来。这些迷信的、拜偶像的外邦人就害怕起来，他们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些看见了耶稣对这个被鬼附的人和那群猪所做的，他们就把
一切都讲给格拉森人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很害怕，都求耶稣离开
他们的地方。他们对耶稣说：“离开我们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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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就上船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耶稣说：“求求你，让我和
祢一起去！”

耶稣回答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把神为你做了何等
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遍整个低迦波利，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
事。后来，当耶稣又回到那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没有再把耶稣
赶走。他们都来聚集听耶稣的教训，还把他们的病人带来，让耶稣医
治。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可福音：4章35节–5章20节

39



问题

1 当门徒在风暴中划船时，耶稣在做什么？

2 耶稣对风和海浪说了什么？

3 耶稣如何帮助这个里面有许多魔鬼的野人？

4 这人回到自己的家乡，耶稣要他做什么？人们相信他吗？

5 你能告诉其他人耶稣为你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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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女儿，起来吧！”

“离开我们这里吧！”格拉森的人这样对耶稣说，耶稣就离开
了。耶稣上了船，回到迦利利湖对岸的迦百农。耶稣回到迦百农的时
候，一大群人来迎接祂。耶稣就又在岸边教训众人。耶稣正在湖边上
的时候，有一个人挤过人群，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个人名叫睚鲁，
是一个管会堂的人。

睚鲁有一个独生女儿，大约十二岁，病得快要死了。睚鲁看见女
儿就快死了，就马上来找耶稣，恳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就要死
了，请到我家里去，按手在她身上，把她救活。”

耶稣和睚鲁去的时候，众人跟随着耶稣，拥挤着祂。

人群当中，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没有人能治好
她。她在医生那里受了很多苦，也用光了她所有的钱。她的病不但没
有好，而且越来越糟。

这个女人听过耶稣医治病人的事，她就来到耶稣背后，偷偷摸了
耶稣的衣裳角，她心中对自己说：“我只要摸祂的衣裳，我就一定会
得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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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她的血漏立刻停止了，她知道她的病得到了医治。

也就在那个时候，耶稣感到有能力从祂身上出去，就转过身来，
问：“谁摸了我的衣裳？”

门徒们就对耶稣说：“夫子，祢看，这么多人挤着祢、挨着祢，
祢还问，‘谁摸我的衣裳？’”

但是，耶稣继续看着周围的人，要见那个摸了祂衣裳的人。

那个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因为
犹太人认为得血漏病的人是不洁净的。不但这样，凡她所接触过的人
和东西，也都成为不洁净的了。所以，她不应该挤进人群里，更不能
接触到人。她摸了耶稣的衣服，耶稣就可能会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人。

于是，她就俯伏在耶稣脚前，恳求耶稣的怜悯，她当着众人的面
这样说：“是我摸了祢的衣裳，我得了血漏病十二年了。我到处求
医，我所有的钱在医生那里花光了，可是病情越来越糟。我听到祢能
医治各样的疾病，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我能摸耶稣的衣裳，我就能
好。’于是，我就摸了祢的衣裳。我一摸祢的衣裳，我的病就马上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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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没有生气，他对这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相信
我的能力能够医治你。因为你的信心，医治的能力就从我身上流出，
医治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已经从痛苦中释放得自由了！”

耶稣还在和那女人讲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睚鲁的家里来，
说：“你的女儿死了，不用再劳烦夫子了。”

耶稣听见，就对管会堂的睚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
就必得救。”

耶稣到了睚鲁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孩的父母，耶稣
不许别人和祂一起进去。

人们都在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人们都知道那个女孩已经死了，就嘲笑耶稣，但耶稣不理会他
们。

耶稣走到床前，弯下腰，拉着女儿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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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立刻睁开眼睛，站起来走路。女孩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
咐女孩的父母，不要把祂所做的事情告诉别人，耶稣又对女孩的父母
亲说：“你们的女儿饿了，给她东西吃。” 

耶稣正在教训众人的时候，祂却停下来去医治一个十二岁的女
孩。要知道，在很多地方，女孩是很不受重视的。但是，耶稣却很重
视她，耶稣爱每一个年轻人，也爱每一个人。祂关心我们的生命中大
大小小的一切事，所以，我们可以为每件事情向耶稣祷告，求祂帮
助。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可福音：5章21–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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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谁相信只要碰了耶稣的衣服，她就可以得到医治？

2 耶稣说她被治愈的原因是什么？这是魔法吗？

3 睚鲁的女儿几岁？耶稣对死去的女孩说了什么？

4 耶稣的神迹表明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

5 上帝是否只关心我们生活中的大问题，还是也关心我们的小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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