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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耶穌甘願為你做 
 

2017. 12. 10 (週日)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8:1-4) 

1 耶穌下了山，有許多人跟著他。2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

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3 耶穌伸手摸他，

說:“我肯，你潔淨了吧！”他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了。4 耶

穌對他說：你切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獻

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對眾人作證據。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8:3）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  

 

【安靜反思】 

這個真實故事所描述的情境或畫面都是非常清晰的。耶穌在

眾人面前，面對這種患有嚴重傳染病的大麻瘋病人來求醫治

的時候，表現出的動作是伸手摸祂，且說「我肯，你潔淨了

吧」。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圍在耶穌身邊的眾人 (包括門徒)， 

很可能想的是要馬上遠離這個病人，但耶穌的所作所為卻讓

他們為之驚愕。 

         

耶穌，掌管萬有的真神，屈尊降卑為人，來到這世上，居然

徹底醫治了這樣一個人見人棄、微不足道的痲瘋病人！今天

的你我領受了多少次的神「肯」，領受了多少神甘願為我們

做的醫治和恩典？我們有沒有真實地看到、聽到和體會到耶

穌的愛是在我們需要的時候就臨到我們，不管當時我們是愛

祂、跟隨祂，還是悖逆自私、自我中心，只要我們尋求祂，

就必尋見；求告祂，祂就肯給我們祂認為最好的。因祂就是

愛，祂肯定睛在我們身上，肯聽我們的心聲和禱告，肯伸手

幫助、醫治和救贖我們。 

         



3 

 

再反思一下我們自己的言行，我們是否「肯」為自己所愛的配

偶、孩子和家人付上時間的代價，好好聽聽他們的需要？我們

是怎樣回應親人們的需要的？ 我們「肯」為他們做甚麼？特

別是在他們不那麼可愛的時候，我的「肯」又是甚麼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謝謝祢兒子耶穌基督甘願為我們所做的一

切，求祢施憐憫和恩典在我身上，讓我定意學耶穌基督的樣

式，發自內心地甘願為他人的需要而做。奉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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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耶穌甘願醫治你 
 

2017. 12. 11 (週一)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8:5-13） 

5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6 主啊，

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痛苦。7 耶穌說：“我去

醫治他。”8 百夫長回答說：“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

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9 因為我在人的權

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

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做這事！他就去做。”10 耶

穌聽見就希奇，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麼大的

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11 我又告訴你

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一同坐席；12 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

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13 耶穌對百夫長說：“你回去

吧！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時，他的僕人就好了。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8:7） 

耶穌說：“我去醫治他。” 

 

【安靜反思】 

今天的靈修經文，再次打動我。 

        

一個軍官(百夫長)專程來求耶穌：主啊(注意這裡，他稱耶穌

為他的主)，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痛苦(馬太福

音 8:6)。耶穌聽到這話的反應就是：我去醫治他。 

        

讓我吃驚的是， 這個百夫長真的把耶穌當成他的主，他也真

的尊主為大。我相信他被耶穌這句：「我去醫治他」深深感

動，他相信這位有醫治大能的、愛人的主，只要「肯」，就

必能成就。果然，因著這信心，耶穌真的就這樣「遠距離」

醫治了這個癱瘓在床的不被人所看重的僕人。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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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我們所信靠的神是這樣一位甘願醫治你我的主！當

我們信心滿滿的時候，就是我們看見和經歷神奇異恩典的時

候。 

 

耶穌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

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馬可福音 2:17) ；詩人大衛

說「耶和華啊，求你憐恤我，醫治我，因為我得罪了你。」

(詩篇 41:4)； 先知耶利米說：「耶和華啊，求你醫治我，我

便痊癒，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讚美的。」(耶利米

書 17:14) 

 

【連結禱告】 

主啊，今天我也要感謝讚美祢，因祢醫治拯救了我。祢的 

「肯」，是用付上生命來說話的。祢的「去」，是無往而不勝

的！求祢憐憫我、扶持我，讓我的「肯」和「去」都是從祢

而來的，而且帶著祢的愛和能力。謝謝祢！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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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你真的願意跟隨耶穌嗎？ 
 

2017. 12. 12 (週二)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8:18-22) 

18 耶穌見許多人圍著他，就吩咐渡到那邊去。19 有一個文士

來，對他說：“夫子，你無論往哪裡去，我要跟從你。”20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

地方。”21 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啊，容我先回去埋

葬我的父親。”22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

跟從我吧！”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8:22）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 

 

【安靜反思】 

馬太記載這段故事，是在耶穌醫治了大麻瘋病人，又治好了

百夫長癱瘓在床的僕人，使彼得的岳母退燒，趕鬼並且治好

了一切有病的人(8:16)之後發生的。  

          

當人們看見和聽見耶穌在他們當中行了這麼多的神蹟奇事，

自然會有很多人圍著祂。有一個專門從事抄寫神話語、理論

上認識神的人(文士)，對耶穌說:“老師，無論你往哪裡去，

我都要跟從你。”耶穌卻回答他:“狐狸有洞、飛鳥有窩，我

耶穌卻沒有枕頭的地方。”意思是，跟從我是要付代價的，

你真的願意嗎？ 你是動真的嗎？  

         

在這個對話之後，又有一個門徒(注意: 這個人是門徒)對耶穌

說:“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這裡要解釋一下:依

據猶太人的習俗，埋葬死了的親人是神聖的責任，也是愛的

表現。如果這人的父親已經死了，他當然應該去埋葬他的父

親，而猶太人的殮葬習俗是當日就要下葬。顯然這人的父親

尚未死亡，他是要求耶穌讓他奉養他的父親，等到父親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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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來跟隨耶穌。換句話說，這個已經是門徒的人在選擇退

回到原有的生活，先回去埋葬父親的理由只是個藉口。 

         

所以耶穌回答他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

吧！”(意思是: 就讓靈性死亡的人去埋葬肉身死亡的人吧，至

於靈性活著的人應以天國的事工為重)。 中心思想就是「神

國」比「父親」重要，不要用各樣的藉口來銷毀自己的生命。 

        

這讓我想到，甚麼叫跟從耶穌？簡單的說，就是跟隨遵從

祂，從一而終。 若是跟從耶穌，是不是就不能孝敬父母了？ 

錯！  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長壽， 這是十誡中的第五誡，是神讓

我們每個做兒女的都當做的。 因此，孝敬父母是我們跟從耶

穌應有生活的一部分。 

        

約翰福音 13:17 節說:“你們既知道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

在實際生活中「遵行」真理，就是了解真理的途徑。我們往往

以為上課學習、查考聖經、參加聚會，就可以讓我們曉得真

理。這些固然重要不可少，但這節經文提醒我們，學以致用，

才是真「知道」。 

        

今天的靈修經文，耶穌在對我說甚麼呢？我的跟從是「文士」

那種的？ 還是「門徒」那種的？ 神喜悅的又是哪一種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 求祢幫助我， 讓我成為一個聽、看、行整全

合一的基督徒。把聽「道」、看「道」、讀「道」的，都

「吃到」我生命中，消化吸收後，好好「行」出來，成為一

個真正跟隨祢的門徒。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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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我也是一個小信的人嗎？ 
 

2017. 12. 13 (週三)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8:23-27） 

23 耶穌上了船，門徒跟著他。24 海裡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

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了。25 門徒來叫醒了他，說：“主

啊，救我們，我們喪命啦！”26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

哪，為甚麼膽怯呢？”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

大的平靜了。27 眾人希奇，說：“這是怎樣的人？連風和海

也聽從他了？”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8:26）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膽怯呢？”於是起

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 

 

【安靜反思】 

 這段經文所描述的內容是我們很熟悉的故事，耶穌真的很厲

害，連風和海都聽他的命令。整幅畫面十分清晰：暴風掀起

了巨浪，小船在被波浪所掩蓋，時隱時現；門徒慌亂了，耶

穌卻睡著了。  

         

門徒叫醒耶穌：“主啊，救我們，我們要喪命了！”耶穌的

回答是：“你們這小信的人哪， 為甚麼膽怯呢？” 

         

哇！我們這些被人稱為或自稱為主的門徒的人，是不是跟這

裡面的門徒一樣，常常在主耶穌的小考中表現不佳呢？  

         

主與我們同在，在我們信徒的生命之船上！我真的知道這意

味著甚麼嗎？意味著這位主將引領我，保護我，做我「腳前

的燈，路上的光」，讓我可以直達天庭，進入神永恆的家

中。 我真的相信耶穌會這樣愛我嗎？當生活中的各種困難來

到時， 我真的相信這位可以平靜風浪的主耶穌，祂一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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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我安然渡過我的人生風浪和困難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在我人生之旅的小船上。祢的安然入

睡，反照出我是多麼小信的一個門徒。我對祢的認識有限， 

信靠更有限！求祢饒恕我，塑造我的靈命，讓我更深地認識

祢，經歷祢，全然信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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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耶穌有赦罪救人的權柄 
 

2017. 12. 14 (週四)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9:1-8） 

1 耶穌上了船，渡過海，來到自己的城裡。2 有人用褥子抬著

一個癱子到耶穌跟前來。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3 有幾個文士心裡說：“這

個人說僭妄的話了。”4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就說：“你們

為甚麼心裡懷著惡念呢？”5 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

“你起來行走，哪一樣容易呢？6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

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

去吧。”7 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8 眾人看見都驚奇，就歸

榮耀與神，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9:2）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放心吧！你的罪

赦了。” 

  

【安靜反思】 

主啊， 當我默想這節經文的時候， 我真的看見有根紅繩子將 

「信心」跟「罪得赦免」跟「病得醫治」連在一起。  

 

主啊，祢的愛是如此的細膩如髮絲，這根紅繩子是祢揀選我，

送到我手中的；告訴我祢是我的主，我的神。 讓我對祢有信

心，也是祢藉各種環境向我說話，教導我，讓我明白的；祢讓

我因信心與祢建立親密的關係，當我選擇與祢親近，尋求祢的

幫助，呼求祢名的時候，祢就順著這根紅繩子將那醫治和赦罪

的恩典白白賜給了我，就像祢看見這個癱子和抬他之人的信

心，祢就醫治和赦罪一樣。 

 

我發現之前的大麻瘋病人得醫治是因他相信：「若祢肯，」

他就得醫治，結果是「祢肯」；百夫長的僕人得醫治，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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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祢看到百夫長的信心是大的，所以祢按照他的信心成就了； 

昨天的靈修，祢對我們這些門徒說，我們面對風浪的信心太

小，所以總是心裡有恐懼。今天，祢用這根紅繩子帶我進入

祢的裡面更深地認識祢：祢對信靠祢的人，不但可以醫治有

病的，還可以赦罪，釋放那長久被綑綁的心靈。這是何等大

的恩典啊！ 

 

主啊，這繩子讓我和祢有親密的關係，一頭是我，一頭是祢。 

我感謝祢。是的，我蒙恩得救是因著信，但連這信都是祢給

的。我當怎樣行才能回應祢的愛？主，祢要如何用我呢？過

去，我就是那個癱子，被人帶到祢面前得赦罪和救贖的；現在

是讓我裝備自己成為可以抬癱子的人嗎？我該怎麼做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何等感恩，祢揀選了我、赦免了我的罪，給了我

無數的恩典，讓我的路徑上滴滿了脂油。祢不離不棄的愛是

我不配得的，但祢就是愛。我感謝祢、讚美祢！求祢指教我

當行的路，幫助我成為明白並遵從祢心意的孩子。禱告是奉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12 

 

靈修：耶穌拯救罪人 
 

2017. 12. 15 (週五)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9:10-13） 

10 耶穌在屋裡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與耶穌和

他的門徒一同坐席。11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

“你們的先生為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12 耶穌聽

見，就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13

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且

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9:13） 

耶穌說：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安靜反思】 

9:1-8 節經文所敘述的故事中，是文士 (信神之人，甚至是服

事主的人，是受人敬重的人) 在心裡指責耶穌說，這人 (耶穌) 

竟敢說祂 (自己) 擁有唯有神才有的 (赦罪) 權柄？! 

          

9:9 節經文告訴我們，當時的稅吏馬太 (讓人討厭的人) 聽到

耶穌對他說「你跟從我來」時，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這

是一個罪人的回應。 

       

 9:10-13 節經文，就是我們今天要領受的內容，這裡提到的

是法利賽人 (自以為敬虔一族) ，他們跳出來質問說：「你們

的先生為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 」 

         

耶穌真是智慧之子，祂用他們聽得懂的，心裡也接受的舊約

的話點撥他們， 讓他們去「揣摩」。 

        

細嚼這話，再看耶穌這段最後一句說：「我來本不是召義

人，乃是召罪人。」我看到那亮光：耶穌與罪人同坐，為要



13 

 

救罪人；罪人活在罪中，必定不健康； 不健康的人，就是有

病的人；有病的人需要醫生的救治。結論是，耶穌主動來找

罪人、醫治病人、拯救生命。罪人與病人密不可分。 

         

可悲的是，很多自以為「義」的人，滿眼看盡全是別人有

罪， 病的很重；甚至還指責耶穌說的不對，做的也不對。耶

穌直白地點出要害，我(耶穌)來，就是來拯救那些(蒙我恩

召，承認自己是) 罪人的人。 

         

法利賽人、文士、甚至還有祭司和長老(新約中多處提及他們

試圖逼迫和陷害耶穌)不要再窩裡斗了，這正中了魔鬼撒但的

詭計，此刻的法利賽人(我們)都需要主耶穌的拯救，因我們

就是罪人。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啊，謝謝祢使用祢赦罪的權柄，拯救醫治了我

的全人，讓我在祢的真光中，看見自己的污穢和有限，領受

祢的憐憫和恩典， 一點一點的成長。 沒有祢，就沒有我這個

蒙恩罪人的今天。感恩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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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為甚麼要禁食？ 
 

2017. 12. 16 (週六)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9:14-17） 

14 那時，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

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甚麼呢？”15 耶穌對他們

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

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16 沒

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17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

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

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9:15）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

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

食。 

 

【安靜反思】 

根據聖經， 禁食的目的有三： 

       

一是認罪自卑(表示為罪難過，沒有心情去享受肉體所需要的

食物)(參詩篇 35:13)。 

        

二是為患難或傷心的事在神面前表示悲傷。(為重大困難的事

專心禱告)(參馬太福音 6:16-18)；  

        

三是尋求神的引導和幫助(專心禱告求問神)(參馬太福音

17:20-21)。 

       

這段經文中，當法利賽人問耶穌，為何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

人常常禁食，而耶穌的門徒卻不禁食？耶穌回答說：“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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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將

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了。”從這話看

出，耶穌在的時候，我們當歡喜快樂地跟隨祂，不需要禁

食；當耶穌再來之前，就是我們等候時期，需要禁食。而且

無緣無故的禁食是沒有意思的。聖經絕不贊成沒有目的和內

容的禁食。 

       

禁食祈禱和其他一切基督教的禮儀都是為對準神，與神相

交，討神喜悅，所以一切的意義都在於神。 

       

回想一下我自己信主以來，有過很多次地禁食操練的經歷。

有時想靜卻靜不下來；有時親密相交非常喜樂；那種被神接

納、被神親自安慰和被神引導的美好無以倫比。 

        

主啊，在祢再來之前，是我們要禁食的時候。 我現在該為甚

麼禁食？甚麼時候禁食？怎樣禁食禱告？又怎樣經歷祢的同

在和大能？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需要學習禁食。 請幫助我明白現在我

該在甚麼事上禁食？拓展我的眼目和疆界，讓我按祢的心意

而行，討祢的喜悅。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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