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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课 耶稣胜过魔鬼与死亡的权能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十三课，主题是耶稣胜过魔

鬼和死亡的权能。本课同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耶稣赶出“群”，记载

在《马可福音》第 5 章 1-20 节。第二部分，睚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记载

在《马可福音》第 5 章 21-41 节。 

所以，现在来看第一部分，耶稣赶出“群”，在《马可福音》第 5 章 1-20

节。在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当耶稣和门徒渡过加利利海时，耶稣平静风浪。

耶稣吩咐祂的门徒去到加利利海另一侧的一个僻静的地方，那里并不真正属

于巴勒斯坦。只见船靠近了海岸，他们到了加大拉或者也称格拉森人之地。

耶稣和祂的门徒接着就下了船，上了岸。那时，突然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

出现，跑向耶稣并拜祂。这人是谁呢？关于他我们知道什么呢？他住在那些

山里的坟墓中已经很多年了，他被鬼附着，被很多鬼附着，这点我们随后就

会看见。 

他被人绑了多次，人们试图让他冷静并抓住他，但他太强大了，以致打

碎了人们用过的所有脚镣和锁链。这样，他就住在坟墓里，喊叫着，并用石

头划伤自己。这个被鬼附之人的光景多么悲惨。但当他看见耶稣到达岸边的

时候，我们知道魔鬼清楚耶稣是谁。这是我们听见的，因为他来到耶稣面前

说：“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祢有什么相干？不要叫我受苦！”这里我们听见

撒旦的告白，牠知道自己要臣服于耶稣，耶稣有权能统治牠。因此，当耶稣

问牠的名字时，牠说：“‘群’，因为我们多。”这样，在这个人身上有不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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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魔鬼，他的光景多么可怜。 

接着，耶稣吩咐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我们再一次看见撒旦如何臣服于

耶稣，因为牠央求道：“不要叫我离开这里，但在那山坡上有许多猪正吃食，

把我打发到它们那里去。”我们不知道当牠这样问的时候，是否有别的目的。

但我们的确看见耶稣让牠离开了，祂允许牠们进入猪群中。但看哪，当“群”，

当众魔鬼进入到猪群里的时候，立刻发生了什么。我们说，那些猪立刻就发

疯了，它们冲过了悬崖，跌入了海中，就淹死了。这是怎样一个神迹，耶稣

有权能掌管万有，我们看见魔鬼从这人身上被赶出去了。 

但放猪的人，当他们看见所发生的事，他们就害怕和惊奇，于是他们跑

进城里，告诉人们他们的猪所发生的事。他们不明白猪为什么会这样做，但

城里的人出来看，只见耶稣和那从前被鬼附的人坐在一起。这个他们无法用

脚镣和铁链绑住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正在与耶稣讲话。

你会想，这些人看见了一定很高兴，这个人得救了，他得医治了。但不，当

他们听见猪所发生的事，耶稣如何赶鬼，以及鬼进入到猪群里，他们就求耶

稣离开。这不希奇吗？他们关心自己的猪，却不关心同伴。这就是一个自然

人的可悲光景。我们深深地被我们的财产捆绑，以致我们不爱我们的邻舍。 

然后耶稣准备离开。当祂动身回到船上时，这个曾被鬼附着的人来到耶

稣面前，问自己能否与耶稣同行。这就是恩典的果子，那时我们就想要跟随

耶稣，我们就想要与耶稣同在。但耶稣说：“不，不行。你必须回到你的同

胞那里，将上帝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这样，他就回去了，我们见到了他向其他人传讲，这样，他们便得以认识耶

稣就是那医治他和一切罪人的大能。人们的确感到希奇，谁知道这在将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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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出怎样的果子呢。 

但我们继续跟随着耶稣来到了本课第二部分，祂再一次渡过加利利海，

回到了加利利。这时，只见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叫睚鲁，是管会堂的。他有

一个十二岁的女儿，病得要死。我们相信，他也知道唯独耶稣有医治和拯救

的大能，因为请听他来到耶稣面前时所说的话。他说：“请来摸我的女儿，

她就必被医治。”因此，他相信耶稣能医治自己的女儿，这样，耶稣就跟他

同去了。这人希望耶稣能及时赶来医治自己的女儿，因为她病得厉害，几乎

要死。 

但耶稣突然停下了。此时有一大群人正围着耶稣，祂突然问道：“谁摸我？”

门徒们看着这一大群人，便说道：“这是什么问题？这么多人围着你，当然

会有人碰到你。”但这并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知道有能力从祂身上出去，

因此，祂知道有人摸了祂。祂径直地看着那个摸了祂的妇人。她是谁呢？她

是一个患有血漏症的妇人。她已经患漏症十二年了，看医生花光了所有钱财。

圣经说她“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正坐在那里，听见有一大

群人经过，听见他们正在跟随耶稣。接着，她被赐予了信心来相信，如果她

能够仅仅摸一下祂的衣裳繸子，她就必得医治。 

她起身，从人群中挤了过去。我们要注意，她其实是不被允许待在那里

的，因为她患有血漏症，所以她是不洁净的。她不被允许摸其他人。然而，

她必须来到耶稣面前，她必须摸祂的衣裳繸子。因此，她挤了进去，摸到了

耶稣的衣裳繸子。她的病立刻就痊愈了。她感觉到自己完全健康了。这就是

为何耶稣现在要停下来。因为这个妇人，当我们将她看作一个归信的例子时，

我们看见她在自己的疾病和愁苦中，她生病不得医治，几乎要死。但当她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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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祂的衣裳繸子时，她就得拯救了，不是因为她自己里面有什么，而是全都

因为恩典。现在，归信的第三部分就是感恩，这就是为何耶稣此时要停下，

因为这个妇人现在必须要告诉耶稣和周围的所有人所发生的事。接着，她表

达了自己的感恩，然后耶稣对这个妇人说：“女儿，平平安安地去吧，你的

信救了你。”她的信心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放在她心里的，这信心

将她带到了耶稣面前。这才是使她痊愈的。 

但现在，我们必须回到睚鲁。你可以想象，睚鲁一定很着急，因为这件

事花了这么长时间。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啊。接着，他看见有报信的人来了，

这些人带着一个信息，他们对睚鲁说：“不要劳动先生了，你的女儿已经死

了。”你的女儿死了，多么让人伤心。耶稣一定是太迟了，然而没有太迟。

请听耶稣对睚鲁说的，祂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样，耶稣继续朝睚鲁家

里走去，当祂到达家中时，那里正有人乱嚷，有很多哀哭的妇人。因为当有

人死了，犹太人常常会雇佣一些哀哭的妇人，让她们在家外哀哭，这样人们

就会知道，这里有人死了。耶稣便对这些人说：“为什么乱嚷呢？为什么哭

泣呢？她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你会说：“但耶稣啊，难道你不觉得这些

人在报信的人去告诉睚鲁之前就已经知道她死了吗？”但耶稣说她没有死，

而是睡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她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百姓。他们

的身体虽然会死，但他们却永不会死。相反，他们是在耶稣里睡了，到时他

们得以进入永远的荣耀。这就是为何耶稣说她是深深地沉睡了。对她而言，

死亡不是折磨。对她而言，死亡不是仇敌，而是深深地沉睡。 

我们接着来注意耶稣做了什么，祂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只带着孩子的

父亲、母亲和三个门徒，即彼得、雅各和约翰进了房间。然后祂摸了那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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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拉着她的手，对她说：“闺女，起来。”她立刻就起来行走了。随后，耶稣

吩咐他们给她吃的，好证明这不是一个灵魂，而是她确实从死里复活了。最

后，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说是奇怪的命令。耶稣对孩子的父母说：“不要

将这事告诉人。”我们以为耶稣会吩咐他们去告诉每个人，耶稣医治了他们

的女儿。但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当他们的闺女明早走到街上时，果子必会

显明出来，人们必会希奇，并询问所发生的事。她会说：“耶稣让我从死里

复活。”那时，人们就不会因她而希奇，而是因耶稣而希奇。他们会为耶稣

所行的神迹而尊崇祂。这就是耶稣这样吩咐他们的原因。但祂也将这吩咐给

了我们，当耶稣行奇事时，不要仅仅谈论它，而是要藉着果子让人知道，这

一切都是出于耶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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