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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课 

耶稣胜过魔鬼与死亡的权能 

 

尽管撒旦知道耶稣是谁，并且恐惧战兢，然而，牠仍然在找办法击败耶稣。 

当耶稣要赶出“群”的时候，牠们求进入猪群中，以为自己可以逃跑。但耶稣显

明了自己拥有一切的能力。 

当管会堂的睚鲁的女儿病得要死之时，睚鲁叫耶稣来医治自己的女儿。当

耶稣在路上的时候，一个长期患病的妇人藉着信心来摸祂的衣裳繸子，从而得

了医治。这时，传来了睚鲁女儿死亡的消息。耶稣再一次显明了自己胜过死亡

的能力。 

 

 

A. 赶出“群” – 阅读《马可福音》5:1-20 

 

判断题 

判断以下陈述句的对错，并将错误的改正过来。 

____ 1. 耶稣和门徒穿过了加利利海，来到了格拉森人的地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2. 这个疯癫的人住在坟墓里，总是喊叫，用石头砍自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3. 污鬼知道耶稣是谁，便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耶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4. 污鬼的名字叫“群”，因为牠统治那片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5. 当耶稣吩咐污鬼从这人身上出来时，牠们求把牠们打发到猪群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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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6. 猪群狂暴地在格拉森人之地奔跑，吓得人们四处逃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7. 当格拉森人看见这被鬼附的人神志清醒地与耶稣坐在一起时，他们就求耶稣留

下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8. 这个被医治的人想要与耶稣同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9. 这个从前被鬼附的人，开始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睚鲁的女儿复活 – 阅读《马可福音》5:21 -43 

 

勾选出正确答案 

1. 耶稣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返回了迦百农。 

a) 加大拉，祂在那里医治了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 

b) 耶路撒冷，在过完逾越节之后 

c) 撒玛利亚，祂在那里赐给一个妇人活水 

 

2. 睚鲁是 

a) 罗马百夫长 

b) 会堂管理者 

c) 法利赛人的领袖 

 

3. 睚鲁求耶稣做什么？ 

a) 说一句话，他的女儿就必得医治 

b) 打发祂的门徒来医治他的女儿 

c) 来按手在他女儿身上，使她得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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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患漏症的妇人来见耶稣是在 

a) 她看过了许多医生，并花光了一切积蓄之后 

b) 她的朋友召呼她之时，因为耶稣正从这里经过 

c) 她强烈怀疑这是否有帮助之时 

 

5. 以下那句话可以证明这妇人的信心 

a) 她等候耶稣从她家门口经过，并叫住了祂 

b) 她打发了一些朋友叫耶稣来 

c) 她说：“我只摸祂的衣裳，就必痊愈。” 

 

6. 耶稣为何要问谁摸了祂？ 

a) 因为祂不知道谁摸了祂，祂很好奇。 

b) 祂知道有能力从祂身上出去，祂想要这个妇人承认 

c) 祂对人们拥挤祂感到很生气 

 

7. 当人们对睚鲁说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之时，耶稣对睚鲁说了什么？ 

a) 不要怕，只要信 

b) 如果你觉得我能帮上忙，我仍愿意去 

c) 回家吧，为时太晚了，我已无能为力。 

 

8. 哪些人同耶稣一起进了房间？ 

a) 只有睚鲁和他妻子 

b) 所有的门徒 

c) 彼得、雅各和约翰 

 

9. 当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话是什么意思？ 

a) 孩子仅仅是看起来死了，其实是睡得很深 

b) 因为上帝百姓的死仅仅是沉睡而已，他们仍与主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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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她实际上还没死，因为她还能听见耶稣叫她 

 

10. 我们如何知道孩子是从死里复活了？ 

a) 她拿过食物来吃了 

b) 她起来行走 

c) 以上二者都是 

 

问题思考 

1. 在医治了被鬼附之人后，为什么加大拉之地的人要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我们会

这么做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罪人的归信包含三部分。请从患漏症的妇人的经历中找出这三部分。 

a) 罪责或愁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恩典或拯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感恩或感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