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權勢的善惡 

 

      當耶穌再來時，問我們是不是 的門徒， 可能會問我們四個問題： 

1. 你如何對待天主所創造的美好地球？ 

2. 你如何對待自 ？ 

他. 你如何對待人？ 

仗. 你是我的門徒嗎？ 

      第一 二的問題，我們响上堂 探討過 今晚的題目 權勢的善惡 ，就是探

討第三條問題：我們如何對待人？ 

      今天的題目是 權勢的善惡 ，我們不妨用 能力 和 智慧 的角度去探討

權勢 ，如果權勢是屬於一種能力，如何表達這種能力，就要看智慧的高低了  

      從信仰的角度去看，我們所擁有的能力，應 是來自天主的，是天主賜予的

恩寵 從另外的一個角度去看，能力也好可能是來是魔鬼的試探，如果我們接受了

試探，這種能力就會成為魔鬼的工具 今堂我們就用這兩角度去探討 善 與 惡

的衡突  

 

谷 他：1-令   安息日治好枯手人 

      會堂是誦讀聖言的地方，是屬於有權威的地方  

      法利塞人與耶穌辯論了幾次， 為耶穌所擊敗，於是對耶穌更加敵視，在各

處布置偵探，窺察耶穌的行動，好去控告 雖然如此，耶穌在安息日還是照例 進

入會堂 這會堂大概是葛法翁或者是苛辣匝因的會堂 當時在會堂中正有一個有一

隻手枯了的人，這人竟成了 們這次衝突的機緣  

      耶穌又再打破安息日規則，在會堂治好一枯手人  

      這是湖邊的地方，人民普遍以打魚為生，若手枯了，便不能捕魚，沒有生計，

表無用，不能在社會立足 耶穌醫好 ，讓 可返回社會，過正常的生活  

      法利塞人與耶穌的衝突──法利塞人的規範大過一 的善  

                              耶穌的善超越一 的規範  

      耶穌對那有一隻手枯了的人說： 起來，站在中間 一句，表示耶穌 看出

們的陰謀暗計，就針對 們鬼鬼崇崇的行動，公 然行了這個奇蹟 路對此明明記

載說： 看透了 們的心思，就對那…… 路 令：8  

      安息日許行善呢，或作惡呢？許救命呢，或害命呢 谷 他：仗 耶穌對法

利塞人所指出的問題，又是依據上段 谷 2：27 所記 安息日是為人立的 原則：

行善，無論何時何地是應行的；作惡，無論何時何地是應禁止的；救命與害命也是

如此  

      這個問題是極簡單易懂的，法利塞人本來不用思索，即可回答，但法利塞人

怕言多有失， 一聲不響，於是全場寂靜無聲 就在這寂靜的氣氛中，耶穌氣忿

忿地環視一週，殊覺 們心硬得可憐 在場的宗徒們，當然也見到了耶穌怒目的神

態，至 伯多祿曾注意了這情景，因而只有 的書記馬爾谷記下了這些細節 代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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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耶穌的忿怒立刻為自的慈心所融化，遂對那枯手人說： 伸出手來！ 那人一

伸，就復了原 代b節  

      耶穌治好枯手人的手，讓 有手去做事  

      罪不一是做得過多，而是應做而不去做才可能會更誤事  

      以前的社會非常 視殘廢的人， 們很難找到工作，以致生活很艱苦  

      我們人類因罪惡變成殘廢，有所缺乏，而不 完整 耶穌醫治我們，恢復我

們人類的 完整 這 完整 是人類不能由自 得到的  

      谷 他：令 Tension 張力越來越大，魔鬼承認耶穌是天主子，而人却要殺死

 

      法利塞人不但見到自 的惡計又告失敗，而且也見到了耶穌的怒目而視，

們便老羞成怒，憤憤地退出會堂，立即去同黑落德黨人商議，怎樣除掉耶穌 令節

按黑落德黨人在政治上是擁護黑落德政策的，亦即擁護羅馬大帝國，在宗教方面，

是屬於撒杜塞黨 本來法利塞黨人原是仇視黑落德黨人的，以 們為叛教賣國的惡

徒，不屑與 們有任何往來 但為了雪恥洩恨，便不顧一 ，與 們同流合污，藉

們政治上的勢力，來對付耶穌，設法除滅  

 

路 11：1仗-2他 谷 他：22-他0 瑪 12：2仗-他1  

      新約中，尤其在三對觀福音裡，多次提到一些附魔的人 這些人即是為魔鬼

所佔有的人，所謂 佔有 即是說一個，或者多個魔鬼佔據人身，通常連人身各肢

體的能力與自主之權也給侵奪了去  

      聖史們雖然有時將附魔的人與純粹患病的 別的清清楚楚 瑪 仗：2仗 8：1令，

谷 1：他仗，路 令：18 ，但屢次有許多附魔的人患有其 不同的病症，如：聾啞 瑪

9：他2』他他，路 11：1仗 聾啞眼瞎 瑪 12：22 ，癲癎 瑪 17：1仗』20 瘋狂與各

種苦痛等等 瑪 8：28-他仗 及其相對處 像這類的病症，通常魔鬼被趕走後，也就

隨即痊癒了 但是在谷 9：1仗-2仗 附魔兒童和其 相對之處 載了一個複雜的實例

對這實例，極難斷定是出於舊病，還是出於惡魔的纏繞 有時附魔的人在外表上好

像沒有患什麼病症 谷 1：2他-28，路 仗：他他-他7，瑪 1代：21-28 = 谷 7：2仗-他0 ，雖

然有時惡魔糾纏的很厲害 如瑪利亞瑪達肋納身上曾附過七個魔鬼 ，但在外表上卻

沒有什麼病症 見路 8：2，谷 1令：9  

      這種纏繞人身的魔鬼，在新約中，2他 次稱為 邪魔 或 不潔之魔 瑪 10：

1，谷 1：2他，路 仗：他他』他令，宗 代：1令 等 ，有時稱為 惡魔 路 7：21，宗 19：12

等 所謂 惡 與 不潔 ，是就道德方面而言，因惡魔常強使人違犯天主的法 ，

作惡犯罪  

      或問：為什麼耶穌時 有這麼多附魔的事，而舊約時 竟沒有這種現象呢？

因為在基督降世以前，撒殫橫行天下，猶如極權的主宰，居於自 的陣地，無人與

之為敵 瑪 12：2代-29 ；但基督一來，魔鬼明知將因 而勢必慘敗，就竭盡心力，

設法挽救自 的主權免於崩潰滅亡 可是事實上魔鬼的主權終於被基督的死亡所粉

碎 若 12：他1，希 2：1仗  

      因此，教父們常說：因基督的死亡，撒彈 被絪住， 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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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的事遂逐漸希 耶穌的宗徒和門徒，在耶穌傳教的時候， 由耶穌領受了驅

魔的權柄 瑪 10：1-8 ，且也使用了這權柄 谷 令：1他，路 10：17-18 耶穌在自

復活以後，又重新加強了這種權柄，把這權柄交給了聖教會 谷 1令：17 ，由此

聖教會從來不斷執行這種權柄 宗 代：1令 8：7 1令：18 19：12  

      聖教會由最初特立了一級神品，專為驅魔 即今之三品 今日聖教會的主教

神父 有這種神權，於必要時執行驅魔，因為撒殫的主權澈底毀滅，還有待於世界

末日 默 20：1-10  

      由於耶穌治好一個啞巴的附魔人，為 驅逐了魔鬼，使 能夠說話，法利塞

人就諫言耶穌藉著魔鬼的力量驅魔 谷雖沒有記載這個奇蹟，但由法學士毀謗耶穌

的話上，可知耶穌顯了驅魔的奇蹟 谷 他：22 路瑪二聖史的記載卻非常清楚，而

且路在法利塞人的誣謗之後，順便地又加記了一些人要求耶穌顯一個徵兆的事 1令

節 路此處只記載治好了啞巴的附魔人，按瑪這附魔的是一個又盲又啞的人 民眾

對這個奇蹟 驚愕不止  

      其中有人 瑪作法利塞人 和從耶路撒冷下來的經師們 谷 他：22 ，見了民

眾驚訝，聽了民眾讚揚耶穌的話 瑪 12：2他 ，便彼此說： 是 賴魔王貝耳則步

驅魔 谷並記載：經師們說耶穌有貝耳則步附著，因魔王驅魔 這話或者單單訕

毀耶穌藉魔鬼的力量驅魔，或者更惡意地誣謗耶穌施行魔術驅魔，對耶穌 是一種

侮辱 耶穌原是降生救世的真天主，竟受到 們這樣的詬罵，可見經師等人居心不

正了  

      耶穌知道 們心懷惡意，就決意當面指斥 們 耶穌用了兩個證據來駁斥

們：一是直接證據，二是用 們的話為證據 耶穌藉這兩證據指明自 有控制魔鬼

的超然能力，同時也說明自 是默西亞  

1  直接證據 17』18 兩節 ：凡是一國自相紛爭，必不能存立，如果撒殫

自相紛爭，這說明魔鬼的國是由兩個相反勢力所統治 沒有人相信魔

鬼謀圖自身的滅亡 所以法利塞人的訕毀犯了判斷上的錯誤  

2  以 們的話為證據 19 節 ： 如果我 賴貝耳則步驅魔，你們的子弟

們是 賴誰驅魔呢？ 按當時法利塞人中也有驅魔的人， 們藉著咒

語，舞蹈和一些祝文驅魔 參閱谷 9：他8，路 9：仗9，宗 19：1他 像

這樣的誣謗正傷害了你們和你們的子弟 你們不詆毀你們的子弟，而

偏偏詛咒我，這是什麼道理？不是太欠公平了嗎？ 

      20 節耶穌遂作結論說：如果我真不是藉魔鬼的力量驅魔，那末，你們就 知

道我是 賴天主的手指 瑪作天主的神 驅魔了 天主的手指 或 天主的神 ，

這種語法在舊約中是常見的，參閱出 8：1代 他1：18，申 9：10，詠 8：仗 手指

在此表示天主的能力  

      隨後耶穌就肯定說： 那末，天主的國 來到你們中間了 這個天主的國

是我以言以行所宣講的國，而我就是這國的建立者，我決不會擴大撒殫的權勢

雖然天主的國沒有完全出現，但是天國的力量正在進行工作著，勝利是必然的 撒

殫也定要銷聲歛跡，敗退下去  

      耶穌接著用了一個淺近有趣的壯士比喻，描寫 自 和撒殫爭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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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他 節 這個壯士比喻，按谷記載，是耶穌用來駁斥敵人說 附有貝耳則步

的謬論的 谷 他：22 這比喻指出基督制勝了撒殫 路瑪二聖史沒有記載敵人說的

那句諫言，那末，這個比喻便成了耶穌用來駁斥敵人說 賴魔王驅魔 的比喻：

基督不但不是撒殫的偏祖者，而且耶穌還要制勝 ，把 從世界上趕出去  

      耶穌一面糾正 們的錯誤思想，另一方面簡單地指明自 的默西亞 首先耶

穌設喻教訓 們說： 凡一國自相紛爭，必成廢墟；凡一城…… 對這譬喻猶太人是

知之甚 的，因為 們的經師常說： 一座房屋如有 縫，勢必倒塌；一個會堂如有

，勢必離 ；兩個受過同一師傅教育的學生，在同一城裡充當法官，若彼此決

，勢難並存 現在耶穌以 們所熟知的原則，來反駁 們對自 所懷的惡意  

      耶穌的意思是：你們既然說：我驅魔是因魔王貝耳則步，那便是以魔制魔，

也就是撒殫逐撒殫了 如果撒殫驅逐撒殫，是自相紛爭，那麼 的國如何能存立

呢？ 所以你們所推想的和你們自 的原則不符  

      耶穌更進一步追問 們說： 如果我 賴貝耳則步驅魔，你們的子弟 賴誰驅

魔？ 按原文作 你們的兒子 ，不過根據希伯來文的語風， 你們的兒子 意即 你

們的子弟 按猶太人在耶穌時 ， 有 們的驅魔者 們為驅魔，通常所念的祝

文，即那端著名的 協瑪 歧hema 晨禱，有時也守 加行其 的禮節 耶穌特別

將 們子弟的驅魔一事提出來，言外是說：如果我因魔王驅魔，那麼你們的子弟驅

魔，當然也是以魔驅魔了  

      這種說法法利塞人自然是不接受的 所以耶穌說： 為此， 們──即 你們

的子弟 ──將是你們的 判者 換句話說：連你們的子弟也決不贊成你們這樣

侮辱我的話 如今再反過來說： 如果我因魔王驅魔，那麼，天主的國 來到你們中

間了 此處所說的 天主的神 ，是泛指天主的德能，不必是指天主第三位聖神

天主的國 就是默西亞所要建立的國 耶穌多次辯論時，不明言自 就是默西亞，

也不明明以默西亞的名號自稱，卻特意將一些只有默西亞所能作事歸於自 ，即在

本節仍是如此 所以耶穌的結論是 那麼，天主的國 來到你們中間了  

 

瑪 仗：他-10 魔鬼的試探 在生活中，同耶穌一樣，我們每一天 要作出選擇  

      試探者 ，即魔鬼或撒殫，大概藉人形來到耶穌前說： 你若是天主子……

對耶穌真是天主子，魔鬼並沒有懷疑，至 沒有表示過 的懷疑 因為 你若是天

主子 一句，按希臘原文可能與 既然你是天主子 的說法相同，並且此處大概是

這種說法，即是說：既然你是天主子， 就命這些石頭變成餅罷！ 最狡猾的魔鬼乘

耶穌餓的時候，來引誘 以奇蹟變石為餅，以便充饑 若問：這是否是貪食的試探？

決不是，因為四十天後，吃餅充饑決不是貪食，並且是很需要的，所以魔鬼的引誘

必有另一種動機：即是要叫耶穌施展自 天主的權柄來充機 所以魔鬼的目的是叫

耶穌抛棄天主願意默西亞謙遜忍耐的計劃 耶穌日後傳教時曾顯過增餅的奇蹟 瑪

1仗：19 1代：他令 ，但這並不是為自 的利益，而是為了憐憫群眾 耶穌為退魔鬼這

個引誘，引了聖經上的話： 

         磨難了你，使你感到饑餓，卻以仔和你祖先所不認識的 瑪納 ， 

          養育了你，叫你知道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發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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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生活  

所引的話出於申 8：他 這話本意原是梅瑟說天主養活在曠野的以民，不必只拿餅來，

因為天主為達到這個目的給 們降下了瑪納 耶穌引證這話可能有兩個意義： 

1  物質的意義：天主不缺 方法使我充饑 我完全依靠天主，天主只要願意，

一定給我做  

2  超性的的義：人除了需要物質的食品外，還需要別的一種食品，即超性的，

就是經上說的： 而是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 言語 ，就是說人必須遵守天主

的誡命  

耶穌引用這話的用意，大概是指的超性的意義 若 仗：他仗  

      第二次試探的地點，不是再在曠野中，而是在耶路撒冷 聖城 厄下 11：1

耶穌怎樣到了那裡，聖史說： 魔鬼引 到了聖城，把 立在殿頂上 大概耶穌情

願讓魔鬼領自 往聖城並上到殿頂上 所說殿頂大概是聖殿整個建築最高的部 不

是聖所的頂 ，是在克德龍溪上一個最高的塔上，這塔到山溪底大約有四十公尺，位

於聖殿的東南角，靠近 王廊 有的學者以為魔鬼實在攜帶耶穌到了那裡 你若

是天主子，就跳下去…… 魔鬼又提議，叫耶穌行冒險而 人看了喝彩的事 魔鬼

由於第一次的經驗更加狡猾了，為鞏固自 的引誘，擅 徵引聖經，並曲解了聖經

的本意，所徵引的聖經是詠 91：11』12  

          因為 必為你委派自 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條道路上保護你  

           們把你托在自 的手掌，不使你的脚在石頭上碰傷  

這本不是一首默西亞聖詠，而是指任何義人說的 為你吩咐了自 的天使……

一語，並不是說天主把護佑許給那冒然闖入危險的人，而是許給那不是因自 的過

失而陷入危險的人 若按魔鬼向耶穌所暗示的去行，一定算是恣意妄行，是明顯地

試探天主 出 17：2』7 ， 

          因此百姓與梅瑟爭吵說： 給我們水喝罷！ 梅瑟回答 們 

           說： 你們為什麼與我爭吵，為什麼試探天主？  

           稱那地方為瑪撒和默黎巴，因為以色列子民那裏爭吵過， 

           並試探過上主說： 上主是否在我們中間？  

也是與天主願意默西亞謙遜而不顯虛榮的措施相背 因此耶穌拒絕魔鬼的引誘也引

證聖經說： 你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 申 令：1令 耶穌引證的卻是聖經的本意  

      耶穌第三次受試探與所獲的勝利 此次試探的地方是在 一座極高的山上 ，

也許是耶穌初次受試探的卡郎塔耳山 有些學者以為是約但河東的乃波山，或大博

爾山 17：1 ，或約但河發源地赫爾孟山 魔鬼雖二次打敗，仍是恬不無恥，願孤

注一擲，作最後的嘗試 遂以幻影術的方法，把世間一 國度和其光榮的情形表

現出來 或在空中，或在耶穌的想像中 ，叫耶穌看那些榮華富貴，歌舞 樂，並所

有的美麗城池以及耀 揚威的軍隊等，且自誇為這一 榮華的主宰 因為全交給我

了，我願意把 給誰，就給誰 路 仗：令，參閱若 12：他1 1仗：他0 ，並說： 你

若俯伏朝拜我，我必將這一 交給你 的確，按詠 2：8 你向我請求，我必將萬民

賜你作產業，我必將八極賜你作領地 及詠 72：8-11 經預許給默西亞一個王國，魔

鬼就向耶穌建議一個得國最簡單的方法： 僅向耶穌要一個敬禮邪神，朝拜撒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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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但是這條件與天主要耶穌應當受苦釘死然後進入光榮 路 2仗：2令 的條件完

全相反 耶穌不但對魔鬼這荒誕邪僻的建議加以呵責，而且也把魔鬼叱退，引證以

民唯一神論的最大原理說： 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事奉 ！ 申 令：1他 耶

穌絕對要走天父所計劃的路線，進入自 的國內，再說： 的國不是屬於這世界的

若 18：他令  

 

魔鬼承認耶穌的權力是來自天主  

人却說耶穌的權力是來自魔王  

屬於天主的權勢──以大我為中心，只謀求公益 公平 公正 公義 

屬於人的權勢  ──以小我為中心，為了謀取私利，不惜歪曲真理 

我們應如何善用自 所擁有的能力？ 

同甘共苦，同舟共濟，共謀對策──互相指責，互相排斥，不斷破壞 

 

 

創 仗令：1他-2令 

出 7-1仗 章 

以若瑟做宰相的權勢，與埃及法郎 梅瑟 的權勢作一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