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好患血漏病的婦人

復活雅依洛的女兒



瑪9:18-26

概述

一個人病了，然後得到健康，而另一
個人死了，又重新得到生命

• 那女孩仍有呼吸或是已經死去，不

大清楚，不同的教父也有不同的意見



• 天主能使死人僵硬的四肢再次溫暖
起來，使人復活；祂這樣做，比人
把動力灌注進沉睡的身軀裡還快

• 那女人不准進城，她不是在自己家
或在城裡找著主，而是趁主經過時
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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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制止了流血，再次顯示了他知
道萬事

• 耶穌使她不再恐懼，不讓她良心受
到責備

• 藉著對那婦人說的話，間接告誡那
會堂主管

• 父親迫切的懇求，那婦人的信心，
都有互相關聯的主題



9.18-19 一個會堂主管來找那耶穌

•主管的懇求、那婦女人的信心、聚

集的人群、兩個瞎子的呼叫，以及有

人把被鬼附身的聾啞病人帶來，互相

之間都是有關係的
（聖依拉利．波阿帖）



• 主管為人民向主懇求。律法預告基
督會來臨，藉此餵養人民，使人民
期待基督

• 基督則使那個死去的女孩活過來

• 沒有會堂主管相信福音的。這個主
管應該理解為是代表著律法。主幫
助他，也兌現了承諾



按手在她身上

•行動比語言更有力。使批
評他的人更加啞口無言

•那個孩子是他唯一的女兒，
只有十二歲

•路加說有些人來到，說：
「不要勞動夫子了，因為她
已經死了。」 （金口聖若望）



• 因此，我們認為瑪竇福音裡之所以說
「她剛死了」

a.只是根據他離家的時間而作出猜測

b. 另一個可能性是，那人把他的不幸說
得比實際上嚴重。人們在有需要時，總
會誇大自己的問題。在懇求別人幫助時
這樣誇大，是為了要人更容易答允自己



• 要注意，主管很不明白事理，他突
然闖來要求基督做兩件事，既要他
親自去，也要他按手。他要求主為
女兒按手，可能代表著主管離開女
兒時她還是有呼吸的。

• 心思比較遲鈍的人，都傾向要求可
以看見、可以感覺到的神蹟



9.20 患血漏的婦人

•路加福音說會堂主管的
女兒十二歲

•婦人是外邦人，發病時
所在的地方，相信是屬
於猶太人的地區

•福音沒有說明女孩患了
甚麼病

（聖熱羅尼莫）



• 患血漏的女人，不是在自己家裡
或是在城裡找著主，她是趁主走
過的時候找著他

• 主在去看一個女子的途中，醫治
了另一個女子



9.21 摸耶穌的衣裳

•為甚麼她不公然走近他？

•是否認為自己不潔？

•一個正在行經的女人，
在禮儀上是不潔的

（金口聖若望）



• 根據梅瑟的法律，婦人患了血漏
就是不潔的

• 所以她躲躲閃閃，隱藏自己的行
蹤。她這樣做，就是還未明白他
的職事。否則她就不會認為有需
要隱藏行蹤



9.22 女兒，你的信心救了你

•他們認為他應該讓她繼續不出聲，
應該不理會她的需要，放棄數不盡的
行神蹟機會

•想法真不聖潔，必定是來自萬有之
中最不聖潔的一個

（金口聖若望）



• 耶穌使人注意她，目的是甚麼？

1.耶穌要使她不再恐懼。他不想她
繼續困在惶恐之中，不讓他以為
自己盜取了那恩賜，因而良心不
安

2. 她以為自己無權讓別人看到自己，
他要糾正她這想法



3. 他要對所有人表揚她的信心，鼓
勵其他人效法她的信心

4. 他制止她繼續流血，這再次表明
了他知道萬事

5.   記得那個會堂主管，那時他很
絕望，悲痛至極。耶穌藉對那婦
人的話來間接告誡他



• 那婦人的病治好了，同時那群罪
人也康復了

• 主讚揚婦人的信心，稱讚她堅持
不懈的毅力

• 會堂主管的女兒象徵猶太人，婦
人象徵外邦人的教會



• 主基督的肉身是猶太人所生的，
那些肉身上的猶太人看見了他

• 天主差遣基督往猶太人往那裡去。
他去使會堂主管的女兒活過來

• 那婦人在途中出現，得到醫治



• 天主是不可能不理會人的，而祂
現在不理會她，這其中一定隱含
深意

• 這件事代表外邦人的教會得醫治，
基督沒有看見這教會的身體



9.23-24 不是死了，是睡著了

•表面看來，叫醒睡著的人比較容易，
使死人復活很難

•其實，對天主來說，死亡就是睡眠。
因為天主如果要使死人重新得到生命，
比人叫醒睡著的人還快

（金口聖伯多祿）



• 請聽門徒的話：「就在一霎時，眨眼之

間，死人要復活。」蒙福的門徒不能用

言語形容復活的速度，所以他選擇用事

例來說明。神聖的大能肯定是快速的，

所以他又怎能形容這有多快



9.25-26 會堂主管的女兒復活

•把亂嚷的人群趕出去，吹笛的

人就譏笑他。我們可以把他們

看成是代表那些會堂主管和旁

觀者，代表這些猶太人



• 他表明了他會拒絕這種心存懷疑，
不肯相信的人進入天主的國度，他
們不能得到永生的應許

• 會堂主管代表眾先知或眾門徒

• 首先，天主要呼召外邦人

• 女孩代表著天主喜悅的、聖潔的人



• 天主喜悅他們，不是因
為他們遵行律法，而是
因為藉著信心而來的

• 路加記載，她從死裡了
復活以後，主叫她吃點
東西。這是讓我們明白
到，這個女孩預表了我
們的救恩



• 關於這救恩的整個奧祕，福音和得救，
要按次序完成

洗禮使每一個信徒從永死裡得釋放

領受聖神的恩賜時回到生命之中

主也必須叫人吃屬天的糧

「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
有生命在你們裡面



谷5:21-43

•通過醫治病人，使死人復活，耶穌顯出他
的憐憫，也證明了自己默西亞的身份

•悲痛的哭喊本身就是

信心的雛型。她吃東西，

證實了她復活的真確性



• 我們藉著信心成為天主的兒女，生命
便得以復原

• 得著新生命的條件—信心

• 若說她見證了耶穌的神聖，那麼耶穌
也見證了她的信心



5.23 求你按手在在她身上

•會堂長清楚地知道，他的女兒在天主裡面
可以重新被造，創造他女兒的手可以重新
賦予她生命

•天主曾在無有中親手創造

了她，現在，祂能夠

再一次按手在她身上，

將她在死亡中再造出來 （金口聖伯多祿）



5.27 她摸他的衣裳

•患血漏病的婦人心靈又饑又渴，因為生命
在她裡面耗盡了，她失去了一切，在悲痛
中向主呼喊。摸耶穌的衣裳繸子，

就是發自信心的哭喊

•人類的知識對她毫無用處，

她得到醫治完全是憑著信心

和謙卑，不是僥倖，乃是出於天主的命令

（聖熱羅尼莫）



5.33 將實情全告訴他

1.只要她還是一個血漏患者，
就不能進到進面前

2. 她藉信心先被醫治了，
然後才到他面前來



3. 伏在他腳下，即使這時候她
還不敢仰望他的臉

4. 只要她已得痊愈，就足以
讓她偎在他的腳下，將實情
告知他



5.34a 你的信德救了你

•靠近能夠引發信心，很少人憑信心
觸摸他，大多數人只是擁擠他

•有些人「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
見」，好像有些人靠近主時，不是用
單純的心靈，反而是懷著疑惑或奸詐，
他們觸摸也觸摸不到

（聖奧思定）



5.34b 你的病痊愈了

•醫治之道，要對症下藥，盡一切可
能醫治他們，把他們健健康康帶回教
會。餵養羊群，作溫柔的牧人

•他這麼吩咐就這麼被作成；靠著虔
誠的潔淨，傷口癒合，腫脹的皮肉回
復光滑



5.36 不要怕，只要信

•耶穌說：「只要堅定地相信，你的
女兒必得救。」他相信了，女兒果然
活了並站起來

•同樣，拉匝祿死的時候，我們的主
也對瑪爾大說：「你若信，你的弟兄
必定復活。」



• 瑪爾大說：「是啊，主，
我信。」拉匝祿死了四天
之後，主使他復活了。」

• 我所愛的人啊，讓我們靠
近信心，因為它的力量太
大了



• 祂把律法賜給了梅瑟，祂賜聖神
臨到眾先知，祂還藉差遣基督來
到這個世界，好讓我們相信人能
從死裡復活

• 你們要遠離虛有其表的禱告、甜
言蜜語的誘惑、褻瀆的事和姦淫，
不要作假見證，也不要一口兩舌



5.37 他帶著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

•為何只帶這三人？為甚麼總是挑選這三個
門徒而不帶別人呢？

•三位一體的奧秘潛藏在這數字中

•雅各伯曾把三種剝了皮的樹枝放在水槽裡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會折斷
（聖熱羅尼莫）



• 伯多祿是要將教會建造在地上

• 雅各伯是第一位擁有殉道者冠冕
的門徒

• 若望是耶穌所愛的門徒，這愛預
示了貞潔的生活



5.39 孩子不是死，是睡著了

•他們認為她的確死了，正在
舉行葬禮，然而一聽到主的
聲音，她的靈魂就立時回轉，
她用復活的肉身站起來，並
且吃東西，證實她真的活過
來

（聖安博）



• 她睡著了，就他而言是睡著了，
就他而言是睡著了，因他能夠把
她喚醒。還把她活生生交還給她
的父母

• 父母出於對孩子的愛和關懷，而
毅然承受的痛苦和焦慮，以及恆
久的忍耐



5.43 給她東西吃

•主叫人從死裡復活時，總會吩咐給
這人吃東西，以免人們把復活當成一
種幻覺

•吃東西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主就以
吃喝來向人證實肉身的復活了，因有
人認為這並非真實

（聖熱羅尼莫）



路 8:40-56

幾個相似之處

女孩 患血漏病婦人

十二歲
快要進入成人階段

患了血漏
快要十二年

耶穌使她復活 耶穌使她得醫治



• 患血漏的代表教會，她憑著信
心，伸手去摸耶穌外袍的繸子

• 耶穌常常吩咐人，不要把他所
做的告訴別人，這是在提醒初
信者，他的復活十分重要，是
整個信仰奧祕的核心，也是聖
體奧祕的核心



8.40-42 眶魯（雅依洛）的女兒快要死了

•基督不僅廢掉了罪，而且廢掉了死，這
死就是罪帶給我們的後果

•「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

「那信我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
已經出死入生了。」

（亞歷山大・聖濟利祿）



• 患血漏的女人聽說後，就暗自想，
耶穌既然能使一個十二歲小女孩
的靈魂重回身體，他也能從我的
身體除掉患了十二年的病

• 耶穌說：「只要堅定地相信！

你的女兒就必定會活過來。」



• 作為索價，耶穌向這女人要信心，
她要開口將信心表達出來

• 耶穌的醫治一目了然，而他的索
價也清清楚楚



8.43-48 治癒患血漏的女人

世上萬國就像這女人一樣，失掉了所
有天賦的恩賜，又把生命的產業胡亂
揮霍。這產業就是聖潔、羞怯、虔誠，
願意相信，又帶著發自謙卑的猶豫。
謙卑就是承認自己信心軟弱，但又不
放棄得到寬恕的希望 （聖安博）



女人一直躲藏著

為甚麼女人從後面摸基督？為甚麼要躲
藏著？

•律法裡，患血漏的婦女要算作不潔淨的，
而且無論何處，人都會稱她為不潔的。
凡不潔的人，都不能碰任何聖潔的物，
也不能靠近潔的人。那女人小心躲藏著，
惟恐觸犯了律法

（亞歷山大・聖濟利祿）



女人見證了耶穌的神聖，而耶穌則見證了
她的信心

•這患病的女人已用她暗中所受的痛苦，宣
揚了你的醫治

•耶穌用一個眾人看得見的女人，讓他們看
見他那用肉眼看不見的神性

•女人把信心傾注在耶穌身上，作為報酬；
而耶穌則用治癒了女人的疾病，來回報她
的信心



耶穌是上帝(上主)，醫治是他本性中
固有的能力

•耶穌從自身的本性發出能力，而且
這能力是他自己的；這樣的作為超越
了我們人類的秩序。惟有萬有之上的
至高者，才能有這樣的作為

（亞歷山大・聖濟利祿）



• 他顯明自己的人性，好讓位高的
相信他只是一個低微的人；他又
顯明自己的神聖，好讓低微的人
接受他是一個位高的人



耶穌宣告的平安就是她得勝的冠冕

•耶穌對女人說：「平安地回去
吧。」，他賜下的平安就是女人得
勝的冠冕



• 「你的信德救了你。」，讓
眾人明白，誰是這冠冕的主

• 「誰摸了我的衣裳？」他這
樣一說，所有人就知道是誰
摸了他的衣裳，而不會是其
他任何人



8.49-56 耶穌使眶魯(雅依洛）的女兒復活

•「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就必會活過
來。」這句話有拯救的作用，能在會堂長
軟弱無力的時候扶持他。產生堅定不移的
信心

（亞歷山大・聖濟利祿）



• 「女孩不是死，是睡著了。」人如

果以為別人真的死了，會為死者哭

泣，當人相信復活，看到的就不是

死亡的面容，而是睡著的面容



對於將在基督內復活的人來說，死亡只是
睡眠

•對基督來說，救人脫離疾病並不是很特別
的事

•按本性，基督就是生命，對他來說，沒有
甚麼是死的

•我們對死人懷有復活的盼望，稱死去的人
為「睡著的人」

（亞歷山大・聖濟利祿）



基督使小女孩復活

•耶穌拉著她的手，說：「孩子，起來
吧！」這手的觸摸廢掉死亡和敗壞，帶來
生命！這些都是信心所結的果子

•主問：「摸我的是誰？」這樣，她可以
當眾宣告自己得了醫治

（亞歷山大・聖濟利祿）



• 耶穌說：「她睡著了。」這樣就能讓旁
觀的人見證小女孩的死，也見證主在她
身上所行的復活的神蹟

• 手被智慧握著的人有福了。我願公義也
來掌管我的行為，緊握我的手

• 我要天主的道也來拉著我，帶我進入他
的內室，為我驅走錯謬的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