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驅魔的奇蹟



瑪17:14-21

概述

•主醫治的每一種疾病和軟弱，

都代表靈魂的不同症狀

•如果有全備的信心，就沒有做不到的事

•人如果有完全的信心，不再不相信，而像
亞巴郎的信心，信心就會像一粒芥菜種



•門徒曾經憑著信心領受權柄，使人復活

•要趕走別人裡面的鬼時要禱告。如果要趕
走自己裡面那隻些鬼，更加要禱告

•主每逢談到將來總會說那災難與救贖的喜
樂。這樣，門徒就不會驚惶，因為他們已
經預先想過。他的受難帶來拯救



17:14-15 主啊，憐憫我的兒子

•救主醫治人群裡患了種種疾病、

有種種軟弱的人

•靈魂代表不同的症狀

（奧力振）



1.癱子像徵靈魂的癱瘓，把靈魂禁錮在身
體裏，讓靈魂躺著，讓靈魂癱瘓

2. 瞎子像徵看不見而只有

靈魂才看得見的事物

3.聾子聽不見救恩的



4.癲癇病人，這病隔一段長時間就會發作

一次；沒發作時跟健康的人沒有任何分

別，在這段時期裏沒有影響他，他們在

貞潔方面或其他美德方面有類似癲癇的

症狀。好像從自己穩固的基礎上掉了下

來，被騙術和其他慾望捉拿了



17.16 門徒不能醫治他

•信心不夠，聖經說明了這個人的信心很弱。

基督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a.那人說：「我的信心不夠，求你幫助我！」

b. 那人又對耶穌說：「你若能做甚麼」

（金口聖若望）



耶穌為甚麼要怪責門徒？

耶穌表明，儘管沒有人用信心把病人帶來，

門徒其實也應該時常可以治好病人。

帶病人來，如果有信心，縱使牧者能力不

大，信心也往往足以使病人得醫治



17.17 又不信又腐敗

•邪惡藉著腐敗進入我們裏面，邪惡與我們
的本性相違，使我們變得腐敗

•人類都很邪惡，所以他厭倦

•另一件事也顯示了這個人很不為人著想，
說他門徒的不是，說：「我帶他到你門徒
那裡，他們卻不能醫治你。」



•耶穌為了不想那人難堪，所以不是只對他
說，而是對所有猶太人說。他說出他多麼
願意死去

•耶穌問那人：「他得這病，有多少日子
呢？」他這樣做，既是為了替門徒辯護，
也為了給那人更好的盼望



•當群眾聚攏過來，耶穌就斥責那鬼。

這不是為了給人看，而是為了那父親

•就算別的方法不能使那父親相信即要

發生的神蹟，至少這件事也能使他相

信
（奧力振）



17.18孩子立刻痊癒了

•接受斥責的是那鬼，另一種可能

是：鬼壓制這男孩是因為他的罪，

所以耶穌間接斥責那個男孩

（聖熱羅尼莫）



17.19門徒暗中問耶穌

•門徒不能驅走那鬼，覺得很奇怪

•沒有信心的人，將會失去他們本來有

的法律

（聖依拉利．波阿帖）



•假如有這信心，能夠藉著道的功效而拋開這罪

的重擔和他們的不信；信不信就像是他們沉重

的擔子，把山移到海，把天主話語的功效移到

他們與外邦人和世俗的交往的生活中去



•「因為你們的信心小，所以不能趕出這鬼。」
敦促我們要禱告，若不禱告，他就不出來。
要趕走別人裏面的鬼時，尚且要禱告。

•要趕走自己的貪婪，更加應該要禱告嗎？

•要趕走自己酗酒的惡習，不是更應該禱告嗎？



•要趕走自己放縱情慾的惡習，不是更應該
禱告嗎？

•要趕走自己的不潔，不是更應該禱告嗎？

人裏面的罪惡真大！罪惡如果繼續存在

人裏面，就會阻礙人進天國



17.20因為你們的信心小

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種，那些山

是指那些敵對的勢力。存在於

巨大的邪惡裏面，像是滔滔洪

水。這些勢力可以說是霸佔了

不同人的心靈
（奧力振）



人如果有完全的信心，

不再不相信聖經裏的話，

有像亞巴郎的信心，

信心就會像一粒芥菜種



這樣的人就可以對這座山說「從這裏移到那

裏」（現在我說「山」，是指那個說是有癲

癇症的男孩裏面的聾啞鬼）。那鬼會離開那

個病人，移到深淵裏去。「若我有全備的信，

叫我能夠移山」全備的信心，就不單能夠移

一座山，還能移更多的山



有這麼多信心的人，沒有做不到的事。

如果要醫治患了這種病的人，我們就不應

發命令、提問題，或是把那些污靈（惡神）

當作能聽見人說話那樣對牠說話。必須專

心祈禱和禁食，才能趕走那鬼



•門徒害怕自己失去了天主交給他們的

恩典（恩寵），所以憂慮。故此，他

們暗中找耶穌。他們暗中找他，不是

因為羞於讓人知道。他們現在已經無

需要羞於承認自己的不濟



•基督怎麼說？「那是因為你們的信心小。
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
說：「你從這邊移到那邊，也必移去。
他們甚麼時候移過山？」

•他們做過許多偉大的事，

無數死人復活。叫山移開，

與叫死亡離開一具屍身



瑪 9:27-34 兩個瞎子和一個啞巴

9:27兩個瞎子求憐憫

那兩個瞎子看見東西，

是因為他們相信；

不是因為看見才相信

（聖依拉利．波阿帖）



•律法好像帕子（手巾）一樣蒙蔽著他們，所

以他們瞎了，活在黑暗之中；當表達對天主

聖子的信心時，視力就恢復了

•眼睛原本損毀了，他們只靠聽覺而領受信仰。

但諷刺的是，現在得到視力，主命令他們不

要說出來



•那個不能用舌頭為自己說話，所以有人把

他帶到耶穌那裡。鬼捆鎖著舌頭和靈魂

•重見光明，舌頭也得到醫治



•次序：主先把鬼趕出，身體的其他機能就
接著復原

•人如果認識了天主，藉此驅逐了所有迷信
和愚昧的想法，就會得回視力和聽覺

•主向他們指出，人不應該等得到了健康才
相信；其實人有了信心才可以期望有健康



•看見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們不是因為看見才
相信。由此，我們祈求時必須有信心

•囑咐信徒保持緘默，因為傳道的任務只屬於
使(門)徒

•另一種解釋說：兩個瞎子看為猶太民族和外
邦人。他們未得到光照之前，沒可能宣稱基
督是達味的子孫



•這兩個瞎子的確從法律

和先知書得知基督是達

味的子孫。兩人失明都

是因為他們沒有信心



•他們未得到信仰的光，律法又好像帕子

一樣蒙蔽了他們，所以他們瞎了，活在

黑暗之中，如蒙福的使徒所說的一樣：

「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梅瑟書的時候，

帕子還在他們心上。



9.31 他們傳揚他的名

•沒有聽從，反而立刻當起傳道人

9.32有人把一個被鬼附的人帶到耶穌跟前來

•病情不是出於自然，所以他需要別人帶他到耶
穌那裡。因為他不能說話，所以不能自己說出
請求。鬼捆綁了他的舌頭，還用鐐銬鎖著他的
靈魂 （金口聖若望）



•「以色列中，從來沒見過這樣的
事。」這句話特別使法利塞人惱
怒，因為群眾把耶穌抬高到所有
人之上

•耶柔米，希臘語kophos，是指聾，
不是啞，聖經是指聾或啞，沒有
分辨兩者



•屬靈（靈性）的角度，兩個瞎子

得見光明，啞巴的舌頭也鬆動了，

使他可以說話；雖然他從前拒絕

天主，但是現在他可以歸榮耀給衪



9.33在以色列中，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又聾又啞，代表外邦人需要整全的醫治

•把鬼趕出去，身體其他機能就接著復原

•律法幫不了這人，而道的大能卻治好了他

•基督的大能和臨在照亮了所有城市和鄉村

（聖依拉利．波阿帖）



9.34靠著鬼王趕鬼？

•醫治使法利塞人特別惱怒。人們把耶穌抬

高到所有人之上，覺得他不僅比現在活著

的人高超

（金口聖若望）



•他治癒無數病人，也治

好人不能醫治的病症。

法利塞人繼續批評他所

做的事；他們說話自相

矛盾，非常無恥



•還有更荒謬的話嗎？

•第一，鬼不能趕鬼，鬼看見同類，
只會拍手歡呼，而不會阻止

•第二，主不但趕鬼，還潔淨

長大痳瘋的人，使死人復活，

平息海上的風浪，塗抹人的

罪，宣告國度的來臨



瑪12:22-32

•人既不能看見東西，又不能說
話，他既認不出創造他的主，也
不感謝。

醫治之後，藉著信心

讚美天主



•法利塞人雖然知道真相，卻誣衊基督，想
使人們放棄信仰，用心很邪惡。聲稱制服
鬼魔的能力來自鬼王別西卜（貝耳則步）。
他們聲言耶穌是撒旦，這指控站不住腳

•自相紛爭的家庭可以理解為耶路撒冷；

屬律法的人反對基督成就律法



•魔鬼的角度假如自相紛爭，就站不住腳。

不能分裂的國度，就是天國、永恆的國度，

就是屬靈的耶路撒冷城；真正屬於天主的

殿。假如「我靠著天主的能力趕鬼」，要

間接指出，天主的兒子已經顯現了



•魔鬼用邪惡的手段叫人服從牠的權，魔鬼
「很強」，牠殘暴地統治我們；因為我們
自己的怠惰

•要搶奪眾鬼魔的東西，就必須先擊敗魔鬼，
基督就使魔鬼的邪術變得無用

•一個人如果不幫助基督一同建造，就不是
基督的同道



•人否認基督，無可寬恕；人否認基督，就
是唾棄聖父的靈的本性，而聖父的靈住在
基督裡面，所以侮辱基督的任何話語都等
於侮辱天主

•如果不斷堅持拒絕悔改，甚至在受洗以後
仍然決絕地抗拒聖神，就是犯了無可寬恕
的褻瀆罪



12.22耶穌治好了一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人

耶穌治好了一個被鬼附身、又瞎又啞的人，

現在又說有人把一個被鬼附身、又瞎又啞的

人帶到他面前，不是沒有原因的

（聖依拉利．波阿帖）



1.法利塞人指控門徒，說他們不應該摘麥穗

2.在會堂裡，有人帶一個手枯萎了的人到他跟前，

他治好了那人

•法利塞人甚至開始計畫謀殺他。

所以，必須有一件事情確切地表達外邦的得救



•得救的必須是一個人，又瞎又啞，被鬼附
身的人就適合供天主使用。他將要在基督
裡看見天主，要承認天主的大能，藉此讚
美基督的工作

•群眾因為基督做了這件事而驚訝萬分。但
是法利塞人卻更加嫉妒他，這些偉大的作
為超越了他們



•他們不肯承認，反而設下陰謀，做出更大
的罪行。他們這樣做，要找機會說克制魔
鬼的能力來自鬼王別西卜

•耶穌離開會堂之後，有人帶一個人到他面
前，這人象徵了整個世界。又瞎又啞，不
能看見東西，也不能說話。他既認不出創
造他的主，也不感謝衪



•看見這個人做了，可以理解為對每一個人都
有義務

•假如主不是離開了猶太，所有外邦人就會仍
然又瞎又啞，處身於魔鬼權勢之下

•外邦人都是瞎子，坐在黑暗中，坐在死蔭裡。
他們心中的眼睛瞎了，看不見基督。因為他
們不認識律法，也不能讚美天主。



•他們被鬼附身，拜偶像的情況非常嚴重，
渴求屬於魔鬼的東西

•把那人帶來的，如果不是眾門徒，又會是
誰？

•因為那人藉著信心讚美天主，所以他說話，
因為光照亮了他心裡的眼睛，所以他看見
基督。他從前瘋狂地拜偶像，現在離棄這
些惡行，忠心地服事主，所以他得到醫治



12.23-24耶穌靠著誰的能力治好那人

•天主做的任何事都不足以顯出他的全部能
力，當天主的聖子行神蹟的時候，人們必
須相信，而不是感到驚異。他是誰，所以
感到震驚



•假如他們認出，就不會只說「他是

達味的子孫」

•法利塞人卻不是不知道事情的真想，

所以他們是在說謊毀謗基督，懷著

惡意，要使人們不再相信基督



•「這不是達味的子孫嗎？」激起了法利塞
人的嫉妒，所以他們嘗試阻止人們因為看
見神蹟而相信耶穌

•現在他這樣回答他們，很明顯不是為了對
付他們的惡行，而是為了醫治他們受了傷
的心



12.25 一國自相紛爭

•如果律法的國度自相紛爭，律法就必然衰敗

•一個國家如果發生內訌，就必然滅亡

•一家人自相紛爭，就必然站立不住。這話是
指猶太人從前那個由耶羅波安（勒哈貝罕）
統治的國家。耶羅波安是撒羅滿的臣僕

（聖依拉利．波阿帖）



•猶太人會失去整個耶路撒冷，
因為撒瑪黎雅與耶路撒冷敵
對

•他們反而應該追隨那個不可
分裂的國度，就是永恆的天
國



12.26撒旦怎能站得住呢？

•奧古斯丁：耶穌也要他們明白魔鬼的國度
如果自相紛爭，魔鬼就站不住

•內戰帶來的災害，比在境外打的仗還嚴重，
人的身體裡也會發生像內戰那樣的戰爭，身
體裡的戰爭和國家的內戰在每一方面都完全
相同；耶穌在這裡用人人可見的事情做比喻

（聖奧思定）



•「眾鬼」，意味著鬼與鬼之間的關係非常好

國家裡的人

自相紛爭

國家就會敗亡

我被鬼附著

藉著牠去趕別的

鬼與鬼之間就彼此不
和，互相爭鬥和敵對



12.27 他們要證明你是錯的

•暗示說：假如他們能夠驅鬼，靠呼喚天主
的名字來趕鬼，他們就應該公開承認耶穌
這工作是出於聖神

•這不是因為他們的子弟有權柄，而是因為
他們的對照。他們說趕鬼是靠天主，而你
們卻說那是靠著鬼王別西卜 （聖熱羅尼莫）



•趕鬼是靠誰的名字？

•靠著我的名字趕鬼，說「奉耶穌基督的名，
我吩咐你離開他」

•法利塞人無疑會這樣批評我，「我們認為
你趕鬼是靠著別西卜，所以就算你能趕鬼，
我們也不相信你」



12.28 天主的國度臨到你們了

•亞波里拿留，他作為人而能夠靠著聖神
「趕鬼」，這能力是天主給予的

•既然聖神的工作是天主的國度，我們就無
論如何都不應該以為聖神是在天主的神性
以外的東西，是附加上去的



•瑪竇說「我若靠著天主的聖神趕鬼」

•路加說「我若靠著天主的能力趕鬼」

•暗示，他的臨在靜靜地發出光輝；而他們
說要遣責的事，正是他藉以發光的事

•耶穌為了勸服他們，就沒有只說是「國度
來臨了」，而是說「來到你們這裡了」

（金口聖若望）



•他們期待「默西亞」的來臨，而現在發生
的這件事就是一個記號，表明這「默西亞」
已經來臨

•只不過你們沒有察覺到我做到這些事是靠
著神聖的權能



12.29 捆住強壯者

•耶穌在這裡說了一個預言。主不止要趕鬼，
還要把錯誤驅逐出世界之外

•耶穌在這裡把世界比喻為一所房子，把人
類比喻為器皿或財物。所以，要拿走眾鬼
魔的財物，就必須先挫敗牠們

（金口聖若望）



12.30 不與耶穌相合的，就是敵對耶穌

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他這話的意思是，
他的工作與魔鬼的完全不同。

魔鬼 基督

是人類的敵人，
阻礙人活得好。
魔鬼必然會把東西分
散，帶來完全的毀滅

基督必然會收聚
（收集），
帶來拯救



•法利塞入不願意與基督一同收聚，仍然作
主的敵人，與主作對。主似乎是在斥責他
們，也是針對所有異端和分裂教會的人而
說的

•他們的目的是撕碎和糟蹋教會那不能朽壞
的身體



•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對我的

•魔鬼的心意是？盡是邪惡

•我的心意是？全是良善的

•基督和魔鬼的心意和工作都相反

•耶穌目的是要帶出更多意思



12.31一切的罪都可赦免，除了一種罪

•非常肯定斥責法利塞人，斥責那些在思想
上與他們同流合污的人。說褻聖神的罪不
能得到赦免

•唾棄基督，就是唾棄聖父的神聖的本性，
所以褻瀆基督的所有話都褻瀆了天主

（聖依拉利．波阿帖）



•眾先知藉著聖神的話，舊約聖經都給予聖神
崇高的地位

•你們不可以說聖神也這樣使你跌倒

•無論說甚麼褻瀆的話，就連是褻瀆人子的話
主也清楚明白了他們會得赦免

•那些法利塞人褻瀆他的時候，不斷侮辱他所
顯的神蹟，他們這些話有褻瀆聖神的意味



12:32褻瀆聖神

•但是假如你硬著心，不肯悔改罪，你

就是在為自己積蓄忿怒，到了天主震

怒的那天，天主公正的審判彰顯的日

子，祂必照我們的行為報應各人

（聖奧思定）



•不肯悔改的，主就說他們是褻瀆和說話干
犯聖神的罪行永遠不能得赦免

•主開口傳福音時，也警告過人不要這樣不
肯悔改

•所以，人拒絕悔改，就的確在今世都絕不
能得赦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