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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系列 第四讲 

主题：恐惧文化下的神迹 

大卫‧普莱特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跨文化」系列讲座第四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 

这一讲我们一起来思考「恐惧文化下的神迹」。请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透过一些人的见证，

我们逐渐能了解神是如何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祂在我们身上动工，并要借此成就祂的旨

意。我们不断提到，神不仅做在我们身上，还赐给我们殊荣，让我们能与祂同工。我要先来

说几个小故事，让你明白，神从不限制祂在祂儿女身上的作为，祂用祂自己的话语在各方面

不断激励我们。下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 

 

第一个故事是我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弟兄上周寄给我的，几个礼拜

前，他曾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那次的信息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五章，提到人如何

与神同工。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弟兄的来信。 

 

这位弟兄写道，「我要与你分享一段奇妙的经历，上回我到贵教会参与你们的聚会后，隔天就

飞回所住的城市，登机前，我向神祷告，求神自己拣选一位迫切需要认识上帝的爱的人来坐

在我身旁。登机后有一位绅士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坐着坐着打起瞌睡，睡了将近一个钟头，

当我醒来时，默默在心中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开始跟邻座的这位绅士聊了起来。他在

乡村俱乐部担任厨师，但想找一份新工作。我跟他分享许多过去的经历，突然间，这个人竟

哭了起来，向我诉说他的心事。其实他在多年前已经接受了基督，但总觉得他的心里没有神。

他请我为他祷告，在飞机快抵达目的地之前，我按手在他的肩上，我们流泪祷告，感谢神的

爱深深的摸着我们。」看到了吗？神透过这位弟兄在这里所得着的信息，激励祝福了另一位

弟兄。 

 

接着第二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是「再生时间」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之一布巴(Bubba)在这个礼拜，

将一位听众的信件转寄给我的。信上这样写：「嗨，二位，我要告诉你们我所遇到的事。今天

早上，我在上班途中听你们的节目，听得太专注了，不由自主的加快车速却不自觉，结果，

被警察拦了下来。他问我，「老兄，你晓不晓得我为什么拦你下来？」还用问吗？所以，我回

答说：「我想我大概超速了。」他说：「没错！」问我干嘛开那么快，我傻笑着说，「不好意思

啦，听瑞克和布巴的节目，太入神了，没注意到。」那州警告诉我，他也听你们的节目，但

只要你们一提到上帝，和祂在人们生命中所做的事，他就厌烦。我趁机会问他，怎么会这样，

是曾经发生过什么困扰他的事吗？他告诉我，不管他怎么做，上帝从来不在乎他。我知道这

并不是事实，就开始跟他分享神在我生命中所成就的种种，谈了一会之后，我了解到他的生

命缺乏与基督产生真正的连结，我试着解释给他听，那一小段时间，神让我有机会把他的心

带到基督面前。 

 

接着这位听众又说，「这一天的开始真的非常特别，不只因为我没收到罚单，更特别的是，我

竟然有机会把一个人带到基督面前！」那位听友向布巴感谢，他说：「谢谢你，因为你不以福

音为耻，也激励我把握机会、勇敢去分享。」现在你明白了吗？上帝多么乐意在各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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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下使用我们。 

 

再讲一个我们自己教会的见证。有位弟兄分享：「每天我都有机会服事癌症病人，今天，一位

病人来看诊，他每个月固定来做治疗，已经很多年了。这位先生总是坐着轮椅进来接受化疗，

但今天却是用走的进来，我看了好兴奋，直跟他说，真是神的祝福啊，让他逐渐好转，有很

大的进步。他却告诉我，他一生中做了无数糟透了的事，他不认为上帝曾经爱过他。我跟他

分享，耶稣能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我打算继续跟进，跟这位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希望能让他认识神的爱。这是神差给我的机会，过去，我错失太多良机了，面对多少生命濒

临绝望的人，却没有跟他们分享神的爱，我不想再错过任一次机会了。」 

神把我们放在各种景况中，让我们为彼此的益处而存在，并且蒙恩成为神使命成就的一部份。

在这个跨文化系列中，我们要来谈一谈如何传福音。 

 

基本上，传福音就是跟他人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再加入不同文化的考量。福音要传

到地极，势必要跨越各种不同的文化。创世记第三章提到，人类始祖犯罪后产生三种主要结

果－ 内疚、恐惧和羞愧。在福音书中对这三点都有仔细的教导。上回我们谈的是「内疚、罪

恶感」，我们谈到罪所产生的这三种内疚、恐惧和羞愧的结果，普遍存在所有的文化中，并造

成不同的影响。我们也谈到在西方文化里，我们常陷入判断对、错，与有罪、无罪的纠葛之

间。做对了会让我们觉得坦然自在，没有人想要犯错，每个人都不喜欢被抓到错误，我们就

住在这种有罪和无罪的惯例里。但我们知道这世上还有一部份的人，想法是截然不同的，特

别是，当福音书明确的指明何为有罪和无罪时，就更使这世上大多数的人依循这个令人怯畏

又带有能力的界线来生活。 

 

下面我要举二、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些例子，都是由各国的宣教士所提供的一手资料。有一

位写道：「当我们的车行近一个特别的村落时，阵阵的鼓声迎面而来，我们越走越近，看到当

地人正随着鼓声起舞，还不时蜷缩到地上。一个人向我们跑了过来，警告我们不得再往前半

步。这个村落正在举行一种祈福的祭典，希望能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为居民带来更多的生

意。所以，我们被送走，未能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但随后我们就听说，当天有人在祭典上

被当成祭牲献给他们所拜的神灵。」 

 

另一位宣教士也提到类似的情况。 「我们到了一个部落，当地人正要展开一场求雨仪式，也

准许我们参观仪式的进行过程。他们把一头黑公牛带到部落外围，面对着大雨来临的方向，

公牛的喉咙被砍了下来，啪的一声朝左侧倒卧在地，这对村民来说是可喜可贺之事，表示他

们的献祭已经被接受了，他们的祈求会得到应许。他们接着宰杀公牛，把它拿去煮了，煮的

同时，有位老人家开始大声求雨，不一会，所有人都加入了。肉被吃完后，原本求雨的呐喊

声转而成跳舞的形式，村民跳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大雨滂沱而下。雨又大又急，几乎所有的

下人都逃进了屋檐避雨。真的是祭典奏效了吗？他们的神显灵了吗？对当地人来说，这是很

显然的，我们根本无从用别的方式来说服他们。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事听来就像讲古一样，应该是古早以前的事吧！现今哪还会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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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呢！事实上，相较于我们的文化，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

洲，类似的场景仍不时上演，这些地方的文化至今仍充满超自然的崇拜。他们并未像我们在

理性主义的教化下，认为超自然现象不可能存在；相反的，他们视所有的神灵，甚至祖先、

鬼魂都可能发生作用，这些灵界的东西会透过人们来施展各样的法力。任何无生命的物体都

可以被他们当作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一旦有什么动静，全都当作是神明显灵了，即便是谷物

欠收，也会被理所当然的认定是神明不满、生气了。如果某个人碰上倒楣事，总是运气不佳，

一定是他做了什么坏事；如果某人病了，就要赶紧作法事或祭祀来讨好、安抚神明，免得它

更发怒。所以，这世代仍有许多这样的文化，我也曾亲眼目睹，在这些地区，每年都需要在

特定的时日举行祭拜来取悦神明，等人们有需要时也才能求它帮助。 

 

我们可以把这些都当作是迷信，是盲目崇拜，然而这些却真真实实的存在许多文化中，结果，

只要跟神明沾上边的人，在这些文化中也往往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特殊

文化的社会中，那些所谓的祭司、僧人或巫医，都可以非常牢固的掌控人们，因为他们似乎

有从神明来的支配力量，可以带来平安和能力。 

 

这种情况确实发生在印尼和我所去过的部份亚洲地区，还有非洲及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是一

样。因此，在这种光景下，福音要如何传，不只是向人指出罪来？它要如何向人们的恐惧说

话？或许，先了解福音书如何教导我们面对恐惧，是向这些地区的人们传福音更好的切入点。 

 

所以，恐惧不仅存在那些特殊文化区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存在着恐惧感，那是犯下过

犯的结果。我曾就我们的文化背景，对不同的恐惧做了小小的研究，发现我们所可能面对的

恐惧还真是千奇百怪，其中有些你可能很熟悉、也容易了解，但你知道有种「蜘蛛恐惧症」

吗？就是看到蜘蛛会产生莫名恐慌的反应？另外还有「高空恐惧症」；「幽闭恐惧症」，对受限

或狭隘的空间会有强烈的压迫感，甚至觉得快窒息。还有「牙科恐惧症」你听过吗？ 「教会

恐惧症」，害怕上教会；「公开演讲恐惧症」；甚至有「搔痒恐惧症」，你可能会说，「唔，那正

是我！」；甚至有种「后妈恐惧症」，有听众知道哪是什么东西吗？就是对岳母或婆婆的畏惧，

甚至怕到休克。有人听到这里，大概会忽然醒悟过来大叫，「哎呀！原来如此，我就是有这种

症状。」 

 

或许你原本认为自己从未怕过什么，但在我们谈了这么多状况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也有恐

惧的事。在我们的文化里，恐惧可以说是无所不在，那圣经如何来教我们处理恐惧呢？福音

书里都说了什么？我们要来看一处经文，然后进一步把我们带入四段故事里。在深入探讨「跨

文化宣教」的这个系列，我们不但会提到许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更要透过主的故事来教导我

们如何面对罪恶感的文化、恐惧的文化和羞愧的文化。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学会跨越文化差

异，让神国的福音顺利在各地传扬。请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听听约翰对「恐惧」有什么教导。 16

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

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

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

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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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特别注意 18 节，这里已经简洁的表达该如何处理恐惧了。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

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从整段经节，我们

看到二种恐惧，一种是好的、健康的，是对上帝的敬畏；但另一种则是坏的、担心害怕的恐

惧，也就是保罗所指的，即约翰在这里所要谈的恐惧。事实上，在新约圣经的原文里，「恐惧」

这个字是摆在经文的开头，字面上的意思即「恐惧不在爱里」。约翰是指许多公开承认跟随耶

稣基督的信徒，也常在恐惧里挣扎。他指明二件事，第一、爱与恐惧是不相容的，这二者是

无法共存的，心中如果有爱，恐惧就无立足之地。他们是互不相容的。第二、真正的爱是不

会被恐惧所征服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无论何时，当你心中有爱，就无所畏惧。 

 

爱一出现，恐惧就退去。当我们讲到「恐惧」，常会有人说，「我不怕啊，我不会担心害怕神。

或许，我会怕某人，或怕遇到某些状况，或担心自己会发生什么始料未及的事。」听起来，

恐惧似乎没有对大多数的人造成太大的困扰，但是，我要请大家慎重的想一想，面对恐惧和

神的爱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连结，既然我们确信，宇宙的大主宰上帝是如此深爱我们，那

我们就没理由怕这个人、怕那件事，或惶恐什么灾祸临到。究竟，恐惧和神的爱有什么样的

连结呢？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请大家来看马可福音的说明。请翻到马可福音，从

第四章一直到第八章，我们会一连提到四个故事和十个神迹。 

  

从马可福音四章 35 节到五章 43 节，总共记载了四个神迹，读这些故事的同时，我要请你特

别注意到主耶稣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祂的权能；然后再从中观察基督的性格和态度。透过

祂的能力和性格，我们才能了解主的爱足以挪去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惧怕。请从第四章 35 节开

始读。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

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

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

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

从他了。」 

 

想像一下当时的情境，耶稣带着门徒，他们跟着祂，跟进了暴风雨里，注意，门徒不是顺从

跟随耶稣吗？耶稣怎么会领他们进到狂风暴雨里呢？ 37 节说道，「忽然起了暴风」，加利利海

常见的暴风雨，惊涛骇浪袭卷他们的船，狂风向他们怒吼，大雨从天倾倒而下，而领他们的

造物主，倒是枕着枕头安稳的睡着了。 

 

那场面想起来有点好笑，想想看，在福音书里唯一记载耶稣睡着了，竟是在狂风暴雨中睡着

的，当下那些门徒一定快抓狂，「都什么情况了，我们的夫子还睡得着！」这个最关心他们、

常常教导他们，不时与他们同在的人，在这种紧要关头竟然呼呼大睡了起来。门徒们可受不

了了，赶紧上前摇醒祂，「夫子啊！我们快没命了，你都不管吗？」「我们快被淹死了，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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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鼾！」于是，耶稣醒来，大声斥责风，对着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唉呀，风竟然就

真的止住了，海面上归回平静。耶稣有掌管自然的大能，这从马可福音四章 35-41 节看得很

清楚，祂命令风和浪，他们就乖乖平息了。接着 40 节，耶稣回头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风暴来袭的当下，他们实在惊慌，怕得要死！ 「胆怯」这个字败原文

的意思是「懦弱的、胆小的」，几乎紧张到抓狂了，但以人性看，当时的反应似乎情有可原。 

 

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思考。透过经文，让我们认识的，不仅仅是耶稣有掌管自然的大

能力。当祂行完神迹后，看看门徒的反应，41 节说道，「他们就大大地惧怕」，这里所用的「惧

怕」，是一种正面的敬畏。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我要请你仔细看到这里，在这里基督的神格显露出来，基督正在他们当中！当他们张大眼睛，

亲眼目睹主以声音来斥责平静风和海时，他们顿时就明白了，只是难以相信。你若尝试用犹

太人的认知来体会，应该不难理解他们当下的冲击。犹太人从旧约圣经所得到的教导，知道

唯有一位至高权能者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那就是耶和华！唯有神能这样做！所以，他们实

在难以置信，惊讶得彼此对看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他们惊觉此时站在

他们面前的，与他们同在船上的这位，竟是宇宙的全能神，活生生的显现！他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活生生、站在他们面前的神啊！ 

 

若我们设身处地在门徒们的经历中，这整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几乎吞噬人的大

风暴，真正叫他们颤抖的，是他们惊觉全能者上帝竟站在他们眼前！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信

心功课，因为他们开始了解，不管风暴有多大，不管情况多么危急，上帝就在他们当中，而

且祂截然不同，安稳的面对危难，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许许多多提到这个神迹的讲道，总是告诉会众，「有基督在，你的生活就不用面对风暴，只要

相信祂，你的风暴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千万小心，这不是这段经文所要教导我们的，

这不是马可要给当时人们的信息。 

 

信徒常因坚持信仰而受到威胁迫害，在迫害中总令他们疑惑，神是否与他们同在，神似乎对

他们所遇到的争战很冷淡。马可却提醒他们，无论所面对的困难有多沉重，威胁迫害有多大，

掌管宇宙的神绝不会弃他们于不顾，祂正与你同在，祂乐意向你彰显祂的作为。马可正教导

他们信心的功课，千万别忽略这一点。信心不是确信坏事都不会发生，也不是相信风暴一下

子就会消失不见，而是坚信，无论遇到怎样的大风大浪，神必与我同在，祂亲自陪我面对风

暴。因此，你明白了吗？这就是「爱能把惧怕除去」！耶稣有权能掌管自然，祂与门徒们同

在，祂不仅向门徒们保证，也向所有愿意跟随祂的人保证，「你不孤单，你绝不是独自一人。」

千万别忘记主所说的！ 

 

所以，根据这段经文，我不能向你保证，你既然信靠耶稣，就不会遇到试验和患难；我也不

能向你保证，你正面对的难处在瞬间将一扫而空。但是，我能向你保证，你今天所倚靠的基

督，正是与命令加利利海、使风和浪归于平息的同一位；你今天所倚靠的上帝，正是同一位

万有的掌权者，是那位替日月星辰命名的，是那位在基督里向我们保证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的上帝。所以，一定要确实明了，神的权能不是给我们一个保护套，把所有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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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雨都隔绝在外，但却是与我们伫立在风雨中，与我们同行的主。若你还不太明白，我要

请你想想十字架，想想耶稣基督忍受十字架极大的苦楚，极大的羞辱，是为了让你、我得着

救恩。并且，祂告诉我们，我们所承受的每一件事祂都不陌生，祂自己经历过，祂深深知道

我们的感受，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深刻完全。当你行过幽谷时，主正与你同在，你并不孤单。

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经历生命中的苦难，要知道神正与你同在，祂绝不会扔下你孤伶伶的

去面对一切。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故事，请读马可福音五章 1 节到 20 节。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

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

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

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伏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

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就再三地求耶

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

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二千。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

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

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

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

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

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

等大的事，众人就都希奇。 」 

 

你是否认为这故事听起来有点虚构，这种事真的发生过吗？我们曾经提到世界上有太多特殊

的文化，在那些地区，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是真实存在的。同时，我们从马可五章 1-20 节的经

文里还看到，耶稣跟污鬼是面对面的对话，污鬼还向祂告饶。所以，你看到了吗？耶稣不但

有权柄掌管自然，也胜过魔鬼！在祂将鬼赶走之前，它们还央求祂。你看到这群污鬼所做的，

他们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这一大群鬼、成千的鬼，住在一个人的身上，见耶稣来

了，它们驱使所附的这个人快跑到耶稣前面，又马上跪下来拜祂。我们知道，撒旦和它的喽

啰们厌恶耶稣的一切，但当耶稣出现在它们面前时，它们什么也不能做。它们完全束手无策，

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这个贯穿整本旧约圣经的专有名词，上帝专属的称谓常

被非犹太人拿来使用，万国都归于伟大的全能神，以色列的上帝。污鬼知道耶稣是谁，然后

就开始恳求祂，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他求耶稣做这个、做那个，而自己却什么也不能做。

请注意到当中的一句话吗？ 「耶稣准了他们进入猪里去。」他们什么都不能做，除非得到耶

稣的允许，耶稣的大能胜过魔鬼。从刚才第一个故事，我们看到神迹之外，更彰显耶稣同在

的爱；而这一个故事，将让你看到基督带来平安的大能。第 3 节和第 4 节经文中，不断重复，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没有人能帮助这个被鬼附的人，周遭的人甚至拿铁链捆住他，但一点

也不能制伏他，没有人有能力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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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去体会这个人当时的处境，他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和亲人朋友亲密生活的盼望，完全不

能和他喜所爱的人往来，他几乎丧尽了尊严。他赤身露体的住在坟墓里，又完全无法控制自

己，他用石头砍自己，不断的伤害自己。他好比行尸走肉，没有盼望，没有平安，周遭的人

想帮也无从帮起。后来，他遇见了耶稣，耶稣有胜过魔鬼的大能， 15 节说「他们来到耶稣

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

们就害怕。」这个被鬼附身的人，整个生命都被翻转了，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所有的一切

都改变了！这和我们在第一个故事里所看的一样，耶稣醒来，祂站起来斥责风和浪，祂用命

令使一切归于平静。在这里，耶稣在这人的身上同样行了大事，这个人里面的怒吼哀嚎完全

除去，生命重新被基督的平安所掌管。 

 

我希望你能从这里得到耶稣的应许，「爱能除去一切的恐惧」。你听见耶稣对你说话吗？ 「你，

不仅不是孤单一人，并且在我里面有平安！」跟我说一次，「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平安并

非指你可以免除一切争战，并非你保证不会遇到恶事；但平安却要因着基督的应许，叫仇敌

无法对信靠基督的人有任何的作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太抬举撒旦了，「撒旦做这个」、「撒旦又

做那个」，别忘了，撒旦必受审判，虽然圣经说它是世界的王，但它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耶稣的权柄胜过仇敌，祂向祂的儿女们保证，撒旦绝无法掠夺我们的身、心、灵。 「在我里

面，你拥有完全的平安，永远的平安。」 

 

有些听众或许会问，「大卫牧师，你讲得会不会有点太形而上，有点离谱，太不可思议了？你

没听过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吗？所谓超自然的事，都是人们自己杜撰捏造的。」但请听听圣

经怎么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但好消息是，耶稣的权柄超过这一切，在祂里面有平安。基督

的平安充满在这个人身上，挪去祂生命中一切的恐惧。 

 

接下来再从 21 节看起。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

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睚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

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

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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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

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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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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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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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

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

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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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哀号，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

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

着孩子的手，对她说：「大利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

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地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

道这事，又吩咐给她东西吃。 

这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非常痛苦。她曾听见耶稣的事，就挤在群众当中。那是一幅

很美的景象，经文上说，她不断告诉自己，「我只要摸祂的衣裳，就必痊愈。」「只要摸到祂

的衣裳！我一定要摸到耶稣的衣裳！」她想尽办法要挤入人群，挨近耶稣，伸手摸了祂的衣

裳，然后赶紧退到一旁。她推挤在簇拥的群众中，内心却清楚感觉自己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她知道自己得医治了，痊愈了！ 

 

看到这里，我希望你能领会，耶稣不仅有能力掌管自然，胜过魔鬼，祂的能力也同时能战胜

疾病！我们不能讲到这里就结束，我们若只讲到耶稣有医治的大能就结束，恐怕会失去更重

要的教导。这段信息并没有讲到妇人得医治后就结束，我们必须再往下看耶稣又做了什么？

耶稣停下来，在众人中间转了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却对他说：这么多人推挤，

怎么会有人故意摸祢呢？耶稣却坚定的说：「不，我很清楚有人摸了我！有人得了医治，因有

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祂看看四周，要见做这件事的妇人，那妇人颤抖的走出来俯伏在耶

稣跟前。先前我们看到基督的同在带来平安，而从这段经文里，我希望你不仅在妇人身上看

到基督医治的能力，更能看到比争脱身体苦难还要深的恩惠。这个妇人跟血漏搏斗了 12 年，

这么长的人生里，她遍寻名医，吃尽各种的苦头，却一点改善也没有，医生什么忙都帮不上。 

 

她只好来找耶稣，但她不是只有身体上的问题，根据旧约律例，如果她被困在这个景况里长

达 12 年，那表示，这个疾病让她被视为是不洁的，因此，她会被禁止参加敬拜，禁止参与犹

太人的各种宗教生活，也不能上圣殿去，甚至不能和其他人往来，因为她是不洁的，会使跟

她接触的人也成为不洁，换句话说，她会沾污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在

生活上完全被宗教和社会所排斥的妇人，她冒着被唾弃怒骂的可能，来找耶稣。她走入人群，

推挤在人潮之中，然后，放胆的摸了耶稣的衣裳，这位她所听过行过无数的神迹奇事的夫子，

触摸祂就能得医治，尽管可能要付上沾污祂的极大罪名。 

 

她心想，只要让我摸耶稣一下，我就赶紧离开。没想到，主会忽然停下来，转过身问，「谁摸

我吗？」她只好硬着头皮走出来，耶稣看着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医治，不仅是

单纯的病得痊愈而已，更确实的是，如新约圣经里多处记载的，我们不仅得救了，也得着释

放。这才是整段经文要叫我们明白的，我们往下读耶稣接续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了。耶稣又

对妇人说：「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平安在旧约圣经里指的是我们和神恢复完全的、对的关系，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整段经文不是只关系着妇人病得医治，更

告诉我们，她的生命完全更新了。这如同上周我们提到的另一件事，耶稣对瘫子说：「小子你

的罪赦了，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耶稣赦罪之恩是整段经文要传递的重

点，妇人经历了比病愈更完全的医治，因为爱能除去一切的惧怕！因着爱，道成肉身的耶稣，

走入人群，施行奇妙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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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女儿，我所钟爱的，我关心妳。」基督在群众中停了下来，转身向一个被社会鄙弃

的人，使她的生命得以完全。所以，我要提醒你，虽然收音机前有无数的听众，但创造宇宙

的上帝祂关心你，祂愿意为你伫足，祂愿意全神贯注在你身上，赐下祂的怜悯、能力、恩典

和慈爱。 

 

明白吗？不是你旁边的人，不是你前后左右的人，而是你，祂在乎你，并乐意使你得以完全，

祂愿将平安赐给你，为你带来同样的医治。这医治是身体的医治吗？或许是，或许不是，但

身体的医治绝对含括其中，绝对带来完全的救恩，将我们从各种病的辖制中脱离出来。因为

祂在乎你，使你能从各种痛苦患难中得自由。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在回到同一段经文，当中

还叙述着另一段故事。耶稣此趟原本是要和另一个人同去，这个人心急如焚，因为他的女儿

病危了，他是一个管里犹太会堂的人。在当时无论是管会堂的人、法利赛人、文士或其他在

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愿意来找耶稣，可是件稀罕的事，在他们眼中，耶稣是个坏蛋，但这

管会堂的人竟然来找耶稣，还对祂说：「我需要祢帮忙，请帮帮我。」耶稣就和祂同去。 

 

祂进到管会堂的家里，对他们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一旁的人都嗤笑耶稣，女孩

分明是死了，耶稣也没做医疗诊断，竟认为她只是睡着了。耶稣走进去，对她说：「大利大，

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女孩立刻起来行走。 

 

耶稣有能力掌管自然，胜过魔鬼，有能力征服疾病，更有胜过死亡的权柄。我希望你在此看

到的不仅是基督的同在，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医治，我还希望你能看到基督带来的盼望。看

到耶稣和情急不已的睚鲁之间的互动，赶回家的途中，被患血漏的妇人耽搁了，所以他们一

到达，就有人从他们家走出来，说：「很遗憾啊，睚鲁，你的女儿死了，一切都太迟了，何必

还劳驾先生呢？」但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却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换句话说，不要放

弃啊！要坚信到底！相信事情会成就！耶稣明白那种伤痛，睚鲁听闻女儿死讯时的绝望，就

如同约翰福音十一章马利亚和马大面对拉撒路死了时的悲恸。约翰福音十一章 35 节说，耶稣

同他们哭了。 

 

祂知道他们的眼泪，祂知道你的眼泪，祂知道那种痛，那种无法面对的绝望，祂都知道。但

在彻底绝望的同时，祂却给了完全的盼望。这种盼望不是告诉睚鲁一切会一帆风顺，祂的服

事团队一定获胜，问题也都会按部就班的被解决。他所期盼的，他冀望的，都能如愿以偿，

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盼望，圣经上的盼望是，「对未见之事有信心」。 

 

「不要怕，只要信！持续相信！」他们走进屋内，耶稣使他的女儿复活。耶稣说，「孩子不是

死了，是睡着了。她只是暂时死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51 节讲到相同的话，「我们不是

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

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死的毒钩就是罪…。但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胜。」这里，再一次向我们见证，爱能除去一切的惧怕。耶稣对所有信靠祂的人说，「你不

但不孤单，并且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关心你、在乎你。」同时，祂在约翰福音十一章 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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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所有信靠祂的人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我最喜欢的布道家之一慕迪，几百年前，他走遍美国和欧洲各地传福音，看到成千上万的人

归向基督，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曾被邀请要在一场追思礼拜上讲道，他翻遍福音书，想找到耶

稣对葬礼教导的信息，却发现耶稣破坏了所有葬礼，因为祂使死人一一复活。死亡一听见祂

的声音，都赶紧活了过来，这是不是很令人兴奋呀？每次耶稣要主持葬礼，过世的人就从死

里复活，葬礼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各位，你期待耶稣在你的追思礼拜上讲道吗？你虽然死了，

但因信靠基督而得以复活。因此，如果耶稣可以征服死亡，如果耶稣可以挪去死亡的恐惧，

那我们还怕什么？人可以拿我们怎样呢？环境可以拿我们怎样呢？仇敌可以拿我们怎样呢？

疾病可以拿我们怎样呢？死亡已被征服了！不管世界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我们没有理由

再恐惧。 

 

有太多时候，死亡突然临到，毫无理由的，莫名其妙的闯入，令人悲痛不已，神不会给我们

太多的解释，祂从没应许要这么做。对我自己来说，父亲节总是令我兴奋无比的一个日子，

就像庆祝生日一样；但相对的，也是令人感伤的一天，让我更想念自己的父亲，他因心脏病

骤逝，毫无预警的！我生活中的一切原都是那么美好，直到那一刻前。所以，我要提醒你，

心脏病不会留下支字片语的，说走就走，癌症也是，还有爱滋病、老人痴呆症、帕金森症，

还有海啸、地震、车祸、龙卷风和飓风，都不让人有机会留下最后话语的。但那一位有掌管

自然，胜过魔鬼，战胜疾病，征服死亡的权柄的主，祂为信靠祂的人留下话语说，「你绝不孤

单，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在乎你，信我的就永远不死，让我用爱除去你一切的恐惧。」恐惧

不是从上头来的，你不需要再害怕，它与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是不能共存的。 

 

最后，请低下头来，跟我一起祷告。神啊，我们赞美祢，因祢从恐惧中释放我们，又叫我们

得着能力。神啊，我求告祢，愿祢的福音，祢所成就的一切，祢的大能，这些基督的神性和

应许，都又真又活的显在我们的生命中，愿这些真理向我们的心说话，领我们脱离一切惧怕。

我要特别为那些从未来到祢面前求罪得赦免的人祷告，祢是唯一能胜过罪，征服死亡的那一

位，此刻，我祈求真理能彰显在这些初信者的生命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