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章 

一、用嘴唇尊敬神，心卻遠離神 （15：1-20）（馬可福音 7：1-23） 

1. 這段聖經說到主怎麼樣針對文士和法利賽人對祂的挑戰。它的中心信息非常地清楚，

是這些來見耶穌的法利賽人和文士只注重遺傳，卻忽略了最重要的事，也就是主用

以賽亞的語言來責備他們的：「8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9 他們將人

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因著他們不明白真道，不認識神，

就會「因著遺傳犯 神的誡命」。主在這裡提醒我們：不能夠因著注重一些次要的，

而忽略了最主要的事。 我們常花功夫去講究那些自己認為重要而忽略了那些 神所

真正在乎、 神所認為重要的事。這是我們基督徒很容易犯的毛病，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只是根據遺傳或傳統做事情〔或是今世的潮流〕，而背後真實的意義卻忽略了。

有些教會的情形非常的嚴重，他們連最小的細節、做法都要講究，甚至穿什麼、做什

麼、怎樣走路、禱告開頭說什麼、禱告結尾說什麼，統統都有規定。這類定規並非都

是不好，但講太多了，就會講過頭了。也並非所有的遺傳都不好，有些很好的遺傳是

因為在聖經裡有很清楚的教導，而人也忠心地執行。但是執行久了，常會落到外面

的字句裡，或落到儀文的舊樣裡，而忘記了 神真正在乎的是人心裡真實的情形和人

與 神之間的關係。我們所有的追求、事奉，生活的細節（甚至如聖經說的，“無論是

吃、是喝”），無論做什麼都要為著榮耀 神而行。我們要先要求自己是一個對的人，

在 神的面前討 神的喜悅。至於做什麼，不是說它不重要，而是說在 神的眼中，我

們「是」什麼，才是更重要的。 

2. 對於福音朋友，這段經文應該讓他們知道，基督徒所信的 神，在乎的是生命，而不

是一般人所認為的宗教教條，只是勸人為善，有一些外面的行為，有一些宗教的活

動而已。這些都不是 神要我們得著的。神要我們得著的是用心靈和誠實敬拜祂；神



要我們得著的是內在生命的聖潔和健康，與 神之間的關係真實而正常，這些才是 神

所在乎的。  

3. 法利賽人和文士大老遠地從耶路撒冷趕到加利利的迦百農來見耶穌，只是為了爭執

有關遺傳的事，向祂挑戰。法利賽人來見耶穌的錯誤心態對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

今天我們來到 神的家敬拜 神，我們真正要的是什麼？只是為了找一些話題談一談

嗎？或者只是習慣性的傳統做法呢？或是因為是基督徒而不能不來聚會呢？或是因

為這裡有朋友、有好吃的？或是因為我反正無聊沒事所以就來了？我們要來見耶穌，

是不是渴慕認識這位宇宙的主宰、這位生命的主、這位因為愛而為罪人捨命的主？

就連信主多年的人，一不小心就會落入只是習慣性的聚會。不是說這個習慣不好，

我們總是不能停止聚會，但是如果我們來聚會變成了一個外面公式化的習慣，或只

是在乎外面所做的，而忽略了心靈裡真實的敬拜，那是非常可惜的。我們如果只是

定睛在今天要講什麼、今天聚會的型式是什麼、是唱長詩或是唱短詩、今天有沒有

鼓、今天聚會的時間是長是短、某個人有沒有來、我們小組來了幾個人、…，我們如

果只是注重這些外面的事，而忽略了 屬靈的實際，這在 神的眼中是很遺憾、很可

惜的事。「惟有耶穌，永是耶穌」(Jesus Only, Jesus Ever) 是我們生活、事奉和一

切聚會的中心，是我們永遠的標竿。  

4. 主先舉了一個眾所週知而他們自己也心知肚明的實例來回答他們。 「神說：『當孝

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 5 你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

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供獻，6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這就是你們藉遺傳，廢

了 神的誡命。」可見有人會用人的遺傳來廢掉聖經上斬釘截鐵、白紙黑字的教訓。

主耶穌講完這個例子以後，就責備他們說：「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

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 是枉然。」(太 15:8) 主在這裡一針見

血地把他們的問題點了出來：他們嘴唇尊敬 神，卻並不真的認識 神、尊敬 神，也

不尊重 神的命令，所以他們自以為是的敬拜也是枉然。弟兄姊妹，我們也應該試著

去思想，在我們的生活事奉裡，是否也有一些實例，顯示出我們嘴唇尊敬 神，心裡



卻不把祂當 神？我們外面所行、所說、所唱的是否是真實內心的反映？我們有否注

重外面的勝於注重屬靈的實際；注重我們所做的而忽略了 神所在乎的我們的所是。 

5. 主接著又舉例說明：「進口的不會污穢人，出口的才會。」進口的常常只是一些衛生

的問題，可是出口的，卻是我們裡面生命的實情。人心裡所想的，口就說出來；人心

裡所想的，行為就做出來。所以，我們所說的、所做的，往往就表明了我們心裡所

存、所想的是什 麼。主耶穌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這些從心裡面發出來的會污穢別

人，因為從心裡出來的有惡 念、凶殺、姦淫、苟合、偷盜…等等，這些都是會污穢

人的。而法利賽人卻忽略了自己其實常常都在玷污別人，因為他們的心是邪惡的、

不乾淨的、不聖潔的，可是他們卻藉著口裡虛偽的尊敬 神，藉著外面許多的講究，

藉著追求繁文縟節來自表聖潔，所以，主說他們是假冒為善的人。 

6. 那是不是外面的行為就不重要了呢？如果不重要，有許多基督徒要覺得大得釋放了。

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 23 節記載了主耶穌責備法利賽人的七個點中的其中一點，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 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

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

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

倒吞下去。」 這段話那麼清楚地把整個法利賽人的問題點了出 來，他們捨本逐末，

只是注重外面的講究而忽略了內在生命的實際。 神要的是外面的行為必須是裡面的

生命的流露，並不是外面不重要，外面是我們「道成肉身」的見證，裡面外面都重

要。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經文還不是 神在律法上的要求，不過是人間的一些遺傳而

已，法利賽人是為了遺傳而廢掉 神的誡命。第二十三章裡，主說得更重：「你們把

誡命、律法的要求，看得這麼重，但是律法上更重要的事，你們倒忽略了。」其實，

律法真正的本意，是要引領人歸向 神，因為律法的本身，是 神 性情的說明，顯明 

神是一位怎麼樣的 神。 神真正在乎的是人是否在對的情形裡、是否有對的生命、

和 神是否有對的關係、是否活出 神公義、憐憫、信實的性情。然而，法利賽人卻不



去行這些 神所注重的，所以主說他們「把蠓蟲濾出來，卻把駱駝吞下去」，你們把

最重要的事忽略了，而只是去注重人的遺傳和細節。 

7. 14 節說：「若是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裡。」 一個不認識的神的人，用嘴

唇尊敬 神心卻遠離 神的人，卻喜歡用人的道理教導他人，這樣的人是耶穌所稱的

「瞎眼領路的」。我們從前講影響力的時候，曾經特別提出來的一個重點：我們不只

要重視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影響別人，也要注意到我們不斷地接受別人給我們的影響。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會聖別我們的影響力，也要辨別我們接受哪些人、事、物對我們

的影響、接受誰的教導、接受誰的帶領、…。我是天天讓電腦、電視、大眾傳播、世

界的潮流來影響我呢？還是我要常常來到 神家，來 到聖經的面前，來到主的面前

讓主來影響我？我是要常常去找一些世界的朋友，以至於我偏離正道呢？還是我去

同一些清心愛主、禱告主、追求主的人在一起呢？這些是我們要負的責任。 主用「若

是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裡」這句話責備法利賽人，說他們有禍了，因他們

絆倒別人。他們是瞎子，卻領別人的路。主也用今天的這一段聖經提醒我們，到底

我們帶領別人時，對 神、對基督是否有真實的認識？到底我們跟隨那些照著 神的

律法、照著 神的話來帶領我們的人，還是我們是接受遺傳或沒有真實生命的帶領？

我們遇見耶穌了嗎？我們領人遇見耶穌了嗎？ 

8. 還有一個點，門徒們跑來告訴主耶穌說，法利賽人聽見這些話不服氣。主耶穌並沒

有那麼在乎這些法利賽人，因為祂來，是為了幫助他們，提醒他們的錯誤，把他們帶

回正路。 但是，這些人聽了以後，心裡卻不服，小字說「跌倒」。人竟會為這麼簡

單的事而跌倒。 聖經上說： 「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 

(太 18:7) 我們絕對要謹慎，不做一個絆倒別人的人。但是當我們為了愛 神，為了

幫助人回到主的面前，我們還是應當忠心地傳遞對人有益處的話，「凡與你們有益

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徒 20:20）我們說了以後，別人要跌倒、要不服，

那是他們自己要負的責任。我記得有位弟兄以前講過：很多 神的兒女是 “易脆品＂，

輕輕一碰就碎了，不能說重話的，就連一點點的糾正、一點點的提醒，都不行，馬上



就會受傷，馬上就不來聚會了。我們必須剛強，願意 神來幫助我們去面對自己的問

題。真理是使人得自由的，我們都應該歡迎真理，應該主動地服在真理與聖靈的帶

領底下。 主耶穌並沒有在乎法利賽人， 祂說：「凡栽種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種

的，必要拔出來。 任憑他們吧！」（13-14 節） 因為，主所在乎的，是人永遠的結

局；祂所在乎的，是我們今天所追求、所注重的東西到底能不能存留到永恆。凡不是

天父栽種的，總有一天都會被拔出來。如果將來見主時會被拔掉的，那我們寧可在

今生就讓主來拔掉；如果在見主那天，我們的工程會被燒掉的，那我們寧可主今天

就來燒掉。我們應該歡迎主，讓祂今天就來光照我們，幫助我們。這是一個剛強、

正常的基督徒所該有態度。 

二、迦南婦人的信心 

十五章第二段的經文（21 節-28 節）記載了耶穌和一位外邦母親之間的對話。她的

女兒「被鬼附得甚苦」(太 15：22)，或是「被鬼轄制的甚苦」。在有些地方，有人很明顯

的被鬼附著。在北美、歐洲這些比較先進的國家裡，我們好像外面看不見被邪靈附身的事，

但是許多人不是明著被鬼附，卻是被鬼（撒旦）轄制、被鬼俘虜、被鬼控制的人。有些人吸

毒、有不同的癮、被罪惡捆綁，身心靈受壓制，這個世界非常明顯的有一個擄掠人的權勢

在轄制人。這種苦是全面的，不僅不自由，而且心靈裡被黑暗權勢控制，活著痛苦想自殺，

被鬼折磨得甚苦，這樣的的人真是很多。  

我們讀起來覺得主耶穌在這裡對迦南婦人表現得好像是很無情、很冷漠，甚至表現

得很驕傲、瞧不起她，把她形容作狗。在那個時候，這樣的比喻是非常普遍的。猶太人認為

自己是 神的選民，其他的外邦人都像豬、像狗一樣，所以這些話對他們來說，非常能夠明

白。聽說到今天，在土耳其那邊，很多的人還是把基督徒當作狗。因為宗教上的自恃，就是

自以為是、自高，把別人看成這個樣子。當時的猶太人也是這樣在看他們週圍的外邦人。

主耶穌用這句眾所週知的比喻其實是在試驗這位婦人的信心，也在這裡給門徒和後代的人

留下一個榜樣，就是：信心必須經過試驗。一個對 神堅定不移的信心，一定能夠帶下來 神



的作為和人的蒙恩。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屬靈功課——信心必須經過試驗。迦南婦人為了

女兒得到醫治，不管耶穌一言不答或是冷漠的回應，她總是不放棄－「主啊！大衞的子孫，

可憐我！」(太 15：22) 「主啊！幫助我。」(太 15：25) 當主說：「不好拿兒女的餅，丟

給狗吃。」（太 15：26) 婦人說了一句這麼智慧而充滿了信心的話：「主 啊！不錯；但是

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太 15：27) 這句話就讓耶穌做了一件完全超越

空間所行的神蹟。  

【註】主所行的三個超越空間的神蹟  

馬太福音十五章耶穌救了迦南婦人的女兒，是聖經裡記載的三個主耶穌超越空間所

行的神蹟之一。其他的兩個，一個是在約翰福音第四章裡提到主耶穌醫治大臣的兒

子；另一個是馬太福音第八章裡講到主耶穌醫治了百夫長的僕人。這三個都是主耶

穌說：「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太 8： 13)，或是說：「你的兒子活了。」

（約 4：50)，或是說：「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吧。」（太 15： 28)。主講完以

後，這個事情就發生了。  

從這段的故事裡，希望我們都學習要有持續的、堅定不移的信心。雖然主看似冷漠，

甚至不回答，但是其實這是一個更寶貴的試驗。它的結局是一個更美的結局，是經過試驗

以後所帶下來的一個大祝福。〔後註：這是唯一記載耶穌在推羅、西頓的事蹟，以後耶穌再

也沒有回到這裡來，因此我們應該可以説主是專程為此而來，不僅表明了主愛她們、在乎

她們，也顯明了神愛世人，救恩是為著萬民的。〕 

三．治好了許多病人（太 15：29-31) （參考：馬可福音 7：24-8：10） 

第 29 節，耶穌又回到了加利利，然後上山，有許多的人來到祂的面前，「帶著瘸子、

瞎子、 啞巴、有殘疾的，和好些別的病人，都放在他腳前，他就治好了他們。甚至眾人都

希奇； 因為看見啞巴說話，殘疾的痊癒，瘸子行走，瞎子看見，他們就歸榮耀給以色列的 

神。」 (太 15：30-31)  



這些各樣的病，都是肉身的病。我們知道，主來，不光是要醫治人肉身的病，這個肉

身畢竟是一個必朽壞的身體，它好了，將來還是會生病。今天在讀這段聖經時，主更要叫

我們在乎的是我們心靈裡面各樣的疾病。 

1. 瘸子，特別講到「立志行善由得我，行出來由不得我」。我們希望能起來走主的路，

我們希望能夠奔跑我們當奔跑的路。可是，卻發現我們瘸了，走不上去，我們憑著自

己沒有辦法往前去。 這是講到想往前，有心願，但是卻做不出來。「立志為善由得

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羅 7：18)  

2. 瞎子，就是看不見，該看的沒有看見，聽了卻不明白。 

3. 啞吧，說到我們這個人，不能夠自由的訴說主的恩典，不能夠來讚美 神，不能夠來

見證、來傳主的福音。  

4. 殘疾，說到缺欠，不健康。  

各樣的病說到我們的軟弱。不只是未信主的人有這些問題，我們基督徒信主了，如

果我們不是活在基督裡、不是活在新造裡，這些現象在我們的生命中也是非常顯著。然而，

它的出路都在於來到耶穌的面前。千萬不要想說，等我病好了，我再來好好服事主。我們

就是應該常常帶著自己的本像（Just as I am)， 照著我們的本像，來到主的面前。只有主

能夠醫治，祂的光線帶著醫治的能力，祂的生命帶著釋放的大能，因為主耶穌自己要代替

我們的軟弱。（太 8：17）每一次的親近 神、每一次的聚會、每一次來到主的面前，都是

一個讓主耶穌來代替我們的機會，這是祂給我們的醫治。 

馬可福音第七章第 37 節，耶穌醫治病人以後，眾人都稀奇，說：「祂所做的事都好。」

他們看見這些事情，就歸榮耀給 神，而且忍不住的說：「祂所做的事都好。」我們的心裡



真該阿們！每一次來好好的親近 神，我們遇見了主，祂在我們身上任何的工作，就連管教、

責備、糾正，我們都覺得好。因為這其實都是在醫治我們、在幫助我們。感謝 神！  

四．耶穌給四千人吃飽（太 15：32-38)  

人們來到耶穌的面前，主耶穌說：「我憐憫這眾人，…。我不願意叫他們餓著回去，

恐怕在路 上困乏。」(太 15：32) 最後，祂拿門徒給祂的「七個餅和幾條魚，祝謝了，擘

開，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眾人都吃，並且吃飽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裝滿了七個筐

子。」四千個人加上婦人和孩子都吃飽了，還有七個筐子的剩餘。 

主耶穌連人們肉身的需要都這麼顧念，更不要說我們心靈裡面的飢渴。我們渴慕主，

渴慕遇見耶穌、渴慕祂來滿足我們，渴慕祂的話來供應我們，祂一定不會叫我們空手而回

的。這也是為什麼我常鼓勵弟兄姊妹，每一次打開聖經，每一次來聚會，我們一定要向 神

要一句話，”主啊，今天求祢藉著任何方式，至少有一句話摸著我，祢不要讓我空著回去，

不要叫我餓著回去。” 因為這是主的心。從聖經的這句話你可以知道，主是一個充滿了體恤、

充滿了愛的主，祂不願意我們餓著回去，恐怕在路上困乏。所以，我們每一次來聚會的時

候，主都給我們預備了豐盛的恩典。  

給四千個人吃飽的神蹟，雖然只有馬太和馬可記載，但是這一次的神蹟和上次餵飽

五千人有不一樣的細節。所以，主是行了兩次同樣的神蹟，就曉得這個神蹟有它的特殊性。

首先，我們要認識主體恤我們，不會叫我們餓著回去；而且祂還會給我們應時且豐盛的供

應。再者，我們要學習把自己有的交給主，讓主來擘開，讓主來祝福；這樣，它所達到的果

效，是遠遠超過這幾個餅和幾條魚本身所能成就的。今天，不管我們有多少，如果不交到

主的手中，不經過主的擘開和祝福，就不可能滿足這麼深的需要。這是我們做神的僕人、

服事主的人，一定要學習的。我們光憑著自己的力量、熱心、自己的認為，在這裡分糧，充

其量我們只是把自己所有的給了別人。但是，如果我們每一次在服事之前，學習謙卑的把

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完全把自己奉獻給 神，而且卑微的在信心中，仰望主的祝福，你就要



發現帶下來結果遠遠超過我們自己所能做的、所能明白的。我們要願意給，但是我們也不

是憑著自己給，而是先交到主的手中，讓主擘開，讓聖靈自由地使用我們。  

另外，這個故事為什麼要重複兩次，也是因為門徒們的屬靈健忘症和屬靈的遲鈍。

十四章主耶穌不是才用五個餅兩條魚給五千個人吃飽嗎？「8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這

小信的人，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彼此議論呢？ 9 你們還不明白嗎？不記得那五個餅分給五千

人、又收拾了多少籃子 的零碎嗎？ 10 也不記得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 

的零碎嗎？ 11 我對你們說：『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這話不是指餅說的，你

們怎麼不明白呢？」(見 16:8-11)。我們是否也有這樣的屬靈健忘症呢？才發生不久的巨大

神蹟 （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幾乎一模一樣的場景，幾乎一模一樣的對話，也幾乎一模

一樣的思維—“怎麼可能？耶穌，你太不理性了”，「我們在這野地，哪裏有這麼多的餅叫這

許多人吃飽呢？」許多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小看了我們的神，低估了祂，以為祂的一切所

作所行都必須在合理的情況下。這個與法利賽人“用嘴唇親近 神，心卻遠離 神”，以至於

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都是一樣的不認識神，不認識耶穌是基督、是神。弟兄姐妹

啊，我們是否也是“信的太遲鈍了”？（路 24：25）以至於常常低估 神，而錯失了經歷神蹟

的機會！ 

禱告： 

主耶穌，我們謝謝袮。祢的話每一次向我們闡明、光照我們的時候，我們的心都何等地喜

樂。祢的話，使我們得自由，使我們得飽足；祢的話，讓我們行路有亮光，讓我們的人生有

方向。主耶穌，我們再次懇求祢在小組聚會中與我們同在，使用這段經文，改變我們的生

命，使我們活出不一樣的生活和事奉；用祢的話建造祢的教會，豐豐富富地供應祢兒女們

的需要。也讓我們在祢的話中喜樂，因為祢的話讓我們知道我們該怎樣行，祢的話提醒我

們，讓我們知道該如何去分辨、去揀選，注重祢所注重的，在乎祢所在乎的。主耶穌！我們

真正需要被潔淨的，永遠是我們內在的生命。求祢幫助我們脫離不是只在外面字句的講究

和追求，而是真正的在心靈和對你真實的認識中敬拜袮，合祢的心意。感謝祢！奉主耶 穌

基督的名，阿們！ 

 

討論題： 

1. 耶穌說：“他們是瞎子領路的……”，根據 1-20 節的經文及預查信息來看，文士和法

利賽人被哪些錯誤的信仰所引導？針對他們的錯誤，主耶穌所看重的、所教導的是

什麼? 我們在哪些地方有否也有可能犯了“用嘴唇尊敬神，心卻遠離神”的罪？ 

2. 耶穌稱讚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根據預查信息裡提到的時代背景，迦南

婦人的信心需要突破什麼樣的挑戰和試驗？從她的見證裡你學到什麼信心和禱告的

功課？ 



3. （這題可以是選項，有時間才討論）根據第 29-31 節的經文和預查信息，我們在主

的愛裡一起做一個屬靈的體檢，並讓耶穌來醫治恢復，幫助我們在信心之道上又喜

樂又長進。 

 

各樣身體的病症 對應的屬靈病症？ 如何禱告求主醫治恢復？ 

瘸子 
  

瞎子 
  

啞巴 
  

殘疾 
  

其他各樣的病 
  

 

4. 1） 從 32-39 節記載中你對主耶穌都有哪些認識？為什麼這個神蹟要行兩次？2）你有

過靈裡飢渴或人生路上困乏、挫折、迷茫等，被主愛憐憫、鼓勵、供應、祝福的經歷嗎？3）

我們有否小看了我們所信的神，以至於錯失了經歷神蹟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