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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不起來該怎麽辦
馬太 9:1-8
今天講的是一個癱瘓的人和耶穌之間發生的事。我們中的一些人身體癱瘓，呼求神醫治的
手。我們大多數人走進電視房 ，收看在線禮拜（或來參加現場的禮拜），但我們仍然是
癱瘓的。爲什麼這麼說？
我們中的一些人在屬靈上是癱瘓的。 我們不再相信神在我們的生命中動工。感覺神如此
遙遠。我們的禱告似乎到天花板就彈回來了。我們覺得神癱瘓了。我們和詩人一樣懇求：
“主啊，你爲何沉睡？”
我們中的有些人在精神上是癱瘓的。焦慮、擔憂的想法充斥著我們的腦海：氣候變化、第
四波 COVID-19 疫情、財務壓力等等。我們感到無助。我們努力思考，像詩人一樣呼喊：
“我的心啊爲何煩躁？”
我們中還有一些人情緒上是癱瘓的。我們的人際關係很緊張。寬恕、和解、治愈，這些似
乎遙不可及。人際關係的壓力讓我們萎靡不振。為什麼我們要繼續愛那些拒絕我們的人？
我們喊道：“神啊，還要多久？”
對我們這些在諸多方面癱瘓的人，耶穌會說什麼？
當我們專心來看今天要講的故事，我們會想起剛剛在第 8 章中發生的事情。耶穌剛剛展示
了他對大自然擁有的權柄。他用一句話就平息了風浪。而且，他剛剛爲兩個人趕了鬼。他
對屬靈世界也有權柄。他對疾病、魔鬼和大自然都擁有權柄。那麼下一步是什麼呢？！
我們翻到第 9 章，耶穌回到他在加利利海西北部迦百農的事工基地，在那裡他已經醫治了
許多人（8:5-17）。有人帶來一個躺在床上（墊子上）的癱子。
馬可福音（2:1-12）在提到這個故事時添加了更多細節。馬可說有許多人聚集在耶穌的家
裡。當耶穌向人群傳道時，房子裡擠滿了人。四個男人把癱子抬到他家。當他們發現人太
多，無法靠近耶穌時，他們就拆掉屋頂，把癱子從屋頂放下去。路加福音補充說，他們
“從瓦間把他連褥子縋到當中、正在耶穌面前”（路加福音 5:19）。這一幕很有戲劇
性！
有明顯需要的人來到了佈道的人面前。耶穌無法逃避這個重要的時刻。眾人注視著他。
他會怎麼做？

This sermon transcript and translations are intended for use by our translators, Life Group Bible Study
leaders and members who required additional suppor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s message. It is the
property of Willingdon Church and we request that it is not distributed outside of Willingdon Church and
it’s intended use.

2

首先，耶穌看到他們的信心。經文提到“他們的信心”——癱子和他的四個朋友的信心。
耶穌在 4:24 、8:6 已經治癒了癱瘓的人。他們相信他有權柄和能力來治愈躺在他面前的那
個人。
馬太記載有關醫治的故事中，信心是重要的一點。耶穌對羅馬百夫長的信心感到驚奇，
說：“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馬太福音 8：13）。耶穌對血漏的婦人說：“你的信
救了你”（9:22）。耶穌對兩個瞎子說：“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罷”（9:28-29）。
他對女兒被鬼附的迦南婦人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罷”
（15:28）。他對門徒說：“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21:21-22）。
讀這些章節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耶穌回應人的信心。他不會忽視我們的心。當我們憑信
心時，我們的盼望不在於我們的信心有多大，而在於耶穌有多偉大。讓我重複一遍。當我
們憑信心時，我們的盼望不在於我們的信心有多大，而在於耶穌有多偉大。耶穌按我們的
信心待我們。
1. 耶穌看見我們的信心，回應我們的信心。
如果我們在屬靈、精神、情緒或身體上癱瘓，我們應該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對耶
穌有信心，還是因不信而受苦？他在癱子和他四個朋友身上看到了同樣的信心，這信心他
在麻風病人和羅馬百夫長身上也看到過。
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 11:1）。有信心的人
就像亞伯拉罕，相信神可以使死人復活，能從無生有。他們因信而活。
我們再來看耶穌如何對待癱子。“小子、放心罷。” “小子”這個詞很親切。換句話
說，耶穌是在說：“我的朋友，打起精神來，好事會發生的。”他帶著憐惜同他說話。
稍後在第 9 章（第 22 節），耶穌會和血漏的女人說同樣的話：“女兒、放心。”馬太在
9:36 寫道，當耶穌看到群眾困苦流離，他就憐憫他們。“流離”（helpless，直譯是無助
的意思）意味著他們無法自己振作起來。這對耶穌來說是痛心的。
我們中有些人今天需要從耶穌那裡聽到這句話：“小子、放心罷。女兒、放心。我看到了
你的信心。我感受到你的痛苦。會有好事發生的。”

2. 耶穌看到我們的痛苦，他帶着憐惜，向我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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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着，耶穌說了叫人振聾發聵的話！ 我們期待耶穌對癱瘓的人說：“起來行走。”
然而他說的是：“你的罪赦了。” 什麼？ 一些文士立即心裡說：“我們沒聽錯吧？他自
比是神嗎？這是最壞的褻瀆！他應該被石頭砸死！”耶穌為什麼這麼說？
首先，耶穌關注癱子的需要。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比那癱子先開口？耶穌看到他心裏的景
況。 約翰福音 2:25 節說，耶穌知道人心裡所存的。我們可以認爲癱子來，是為了求身體
的醫治，但他也為自己的罪所困擾。人群中許多人會認爲這個人的身體狀況與他自己的罪
有關，包括癱子自己。想像一下他的壓力。他一生是否永遠揹負罪為標誌？他是否已經失
去了蒙神祝福的權利？
在約翰福音 9:2-3 中，耶穌遇到了一個天生瞎眼的人。門徒的第一個問題是：“是誰犯了
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穌說都不是。個人的罪通常不是疾病的直接原因，但
也不排除這種可能。在 約翰福音 5:14 中，耶穌跟一個病了 38 年的瘸子說，不要再犯
罪。這就暗示疾病與罪有關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1:29-30 中，將罪和疾病聯繫起來。
雅各在雅各書 5:14-16 中也做了這樣的聯繫。當耶穌說“你的罪赦了”時，他似乎在暗示
這個人的罪與他癱瘓之間的聯繫。
其次，耶穌說，“你的罪赦了”，因為在癱瘓和罪這兩者之間，罪才是更根本的問題。
罪是我們的根本問題。作為猶太人，癱子可能知道以西結書 18:20：“惟有犯罪的、他必
死亡。” 歸根結底，每一種疾病都是罪入了世界的結果（參見創世記 2:7；3:16-19），是
人類墮落、犯罪的結果。這才是真正的全球疾病大流行！！
3. 耶穌看到我們的根本問題（罪）並直言不諱。
疾病大流行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的根本問題：我們體內的罪惡病毒。當教會、家庭和婚姻因
戴口罩、社交距離和強制接種疫苗而產生分歧時，這都是因為罪，而不是 COVID 病毒。
耶穌會拿他問畢士大池邊瘸子的問題來問我們：“你要痊愈麼？”
如果我們想要治愈我們的癱瘓，無論是屬靈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還是身體上的，我
們都必須讓耶穌來解決我們的根本問題。我們總是迫切祈求耶穌減輕身體上的痛苦，但我
們希望耶穌對付我們心裏的問題嗎？我們總是迫切祈求關係得到醫治，但我們希望耶穌對
付我們人際關係方面的罪嗎？
通常，當有人需要醫治時，耶穌要做的不止一件事。當我們與身體疾病搏鬥時，他也希望
我們親近他，罪得赦免，擺脫苦毒、怨恨，得到醫治，擁有更良好的心理健康，經歷人際
關係的修復。耶穌全面看待我們。
而且，他看到了我們掙扎的根源。談到我們的根本問題，我們人類總傾向做這樣三件事：
（1）忽略罪，好像它不存在； (2) 歸咎於某事或某人；或是 (3) 假裝沒關係。但是耶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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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罪，而不是忽視它，或試圖管理它。如果我們祈求神醫治，那要問的問題中就應該包
括這個：“主啊，我犯了罪嗎？”耶穌嚴肅對待罪！
罪是醜陋可憎的，會帶來污染；它使我們與神分離。它使我們被拋棄。它使我們與自己分
離。就像麻風病一樣，罪在我們裡面，比表面可見的更深，總是蔓延，總在污染，總叫人
孤立。只有一種治療方法。是什麼呢？
馬太福音 8 :17，在潔淨麻風病人、醫治癱瘓的僕人與發燒的婦人、趕鬼之後，馬太引用
以賽亞書 53 : 4 ：“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軟弱”這個詞的意思是
“缺乏力量的人”。根據以賽亞書 53 章，耶穌非常重視我們的軟弱，所以他徑直走向十
字架，將我們所有的悲傷難過、過犯罪愆都擔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不僅背負了我們的罪，他還帶來醫治。以賽亞寫道：“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以賽亞書 53:5）。沒有什麼不包含在耶穌爲我們成就的事中。當我們情緒疲憊、無法
控制焦慮的想法、沒有力量處理人際關係、感覺受到屬靈壓迫時，耶穌就會背負我們的罪
及其一切毀滅性的影響。他在十字架上對付罪。他自己承擔了這一切。
4. 耶穌看到我們的根本問題（罪），並（在十字架上）對付罪。
為什麼這一點對我們的醫治如此重要？通過耶穌的代死，他承擔了最可怕的疾病，就是罪
——我們未能達到神聖潔的標準，我們總是失敗，我們故意叛逆，我們試圖獨立於神而
活，我們每一種可恨的態度以及冒犯神的邪惡行為。耶穌代替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時，將我
們的罪轉嫁到了自己身上，去除了我們魂裏面最可怕的麻風病。
相信耶穌有能力對付我們的罪，這信心能指引我們安全地度過人生的風暴，走向永生。在
耶穌裡，我們享受幸福和安全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被打敗了。而他，確保我們能得永生
的那一位，當我們在這地上時，他每一刻都與我們同在。這使我們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挑
戰時，能產生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的朋友 Rick 患有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這種疾病使人衰弱，目前在醫學上無法治
愈。一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在夢中，他的身體是完好的。他可以走路了。他醒來時興
高采烈，滿了喜悅。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耶穌開始對他談起赦罪。他問自己：“我是否因
為我的罪得赦免、在神面前被宣佈為義、與神的關係修復而欣喜若狂，就像我在夢中為自
己的身體康復而欣喜若狂一樣？”
我為我朋友的身體康復禱告。我想看到我的朋友行走。我想看到他捲起褥子回家。但是，
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他的問題是深刻的。神向 Rick 啟示的東西比他身體上的醫治更有價
值。為什麼？因為他知道他會永遠與耶穌同行。罪得赦免，耶穌根除我們的根本問題，是
否能像身體得治癒的故事一樣讓我們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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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衰弱的疾病、絕症、屬靈壓迫、財務上的不安全感、被同伴拒絕以及大自然的風暴，
這些都會使人產生恐懼。但生命中最可怕的挑戰其實是罪。其他問題可能會導致肉體死
亡，但罪會導致靈裏永遠的死亡。這應當是人最懼怕的。
幾週前，我在 BC 省最古老的城鎮之一耶魯的先鋒公墓稍作停留。墓碑講述了帶著夢想從
英格蘭、蘇格蘭、加拿大東部、意大利等地來到 BC 的移民們的故事。我在那里駐足，為
我們省禱告。事實是殘酷的：埋在墓地的每個人顯然都死了。有些嬰兒夭折了，有些人年
紀輕輕就往生了。有些人死於疾病。總之他們都死了。
也許時不時穿過墓地，或像我上週末那樣去參加葬禮（我的表弟因腦癌去世，終年 69
歲），這不失爲一種好做法。我們不能完全避免疾病。 COVID-19 現實存在。許多人爲此
受苦。許多人已經死於這種病毒。作為一個社會，我們與 COVID 抗爭的原因之一是因為
我們掙扎着要活下去，哪怕活着總要忍受痛苦，終難免死亡。我們要活着，彷彿我們不應
該也不會死。
但是，我們無法避免死亡。如果我們忽視罪的現實，試圖壓制死亡的現實，我們今天就不
能再清楚地思考了。我們生活在幻覺中。我們的思維變得混亂。我們的情緒失去了錨。我
們只是被我們時代風浪吹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錨定我們的魂。
耶穌看到了我們的根本問題。他知道罪和死亡的真相。他的同在不僅保證我們得永生，而
且使我們能夠面對生活的風暴：自然風暴、屬靈風暴、流行疾病、氣候變化。耶穌對自然
和疾病有權柄。耶穌對罪、死亡和撒旦都有權柄。罪及其後果，與神的分離和死亡，都已
經被打敗了。
明白耶穌擁有掌管一切的權柄，這能激勵我們要完全信靠他。他想讓我們的心平靜下來。
他希望我們聽到他對我們說的話：“小子、放心罷。女兒、放心。我看到了你的信心。我
感受到你的痛苦。今天，我在這裏醫治你。”
正如 Rob 牧師幾週前問的，現在 100%治癒了嗎？D.A. Carson 很有智慧，他寫道：
“儘管基督的十架和復活帶給我們確據，然而按照新約所說的，我們只有在基督再來時
才能擁有復活的身體。在許多情形下，醫治也是如此。神也許現在就施行醫治，但他顯
然沒有保證自己會這樣做。然而有一天，一切真正的信徒都會得到徹底的醫治”（《神
與我們同在——<馬太福音>主題》，D.A. Carson 著，第 52 頁）。
最終，所有的疾病和死亡都會被根除（賽 25:8-9）。所有跟隨耶穌的人總有一天會解脫出
來，擺脫罪的一切實際表現。這是我們確定的盼望。我們復活後的身體將是完全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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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們現在正在考慮擁有完美的健康，那麼不是這樣的，並非所有人都能在此生得到
身體上的醫治。耶穌來，他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在這地上直到死都健健康康的身體。
5. 耶穌來，是要帶來終極的醫治。
在第 8 章和第 9 章中，耶穌行神蹟，顯明他就是神所膏立、在地上開啟天國的那一位。許多人
跟隨耶穌。他們相信也是。在馬太福音 8:19 中，一位文士說，無論耶穌去哪裡，他都要
跟隨耶穌，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因這個王國降臨的好消息而歡欣鼓舞。
在人群中，有許多文士和法利賽人。路加福音（5:17-26）補充說，他們來自加利利和猶
太各地，還有人來自宗教的核心地耶路撒冷。他們為什麼聚集在迦百農這個小鎮？他們要
來瞭解耶穌，觀察他，評估他。

一些文士自言自語。他們心中懷疑耶穌。耶穌在靈裡明白他們在做什麼。他們的想法阻止
他們看清面前發生的事情。耶穌看到他們的不信。不信是最基本的罪。
文士們相信什麼？他們相信耶穌犯了褻瀆的罪。耶穌稱自己有赦罪的權柄，這是神才能做
到的，所以他們相信耶穌褻瀆了神。馬太福音 26:63-68 中，在審判耶穌時，這些人就要
聲稱褻瀆神正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理由。他們不相信。
在迦百農，我們第一次注意到耶穌和宗教領袖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會加劇。這
將成為馬太福音的中心主題。為什麼他們總是反對耶穌？
耶穌的“新酒”説法挑戰了他們的核心。耶穌破壞了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對神做工的理
解、他們在猶太社會中的權威和能力，以及他們對聖經的解釋。 接受耶穌為神的受膏者
會徹底顛覆他們的世界。在他們心裡，他們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他們質問耶穌。耶穌如
何回應他們的心思意念？
6. 耶穌看到他們的不信（最基本的罪）並據此挑戰他們。
他問了一個反問句。第 5 節：“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哪一樣容易
呢？”這個問題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可以證明兩者中有一個較難，那麽可以推斷另一個
較容易的就是可能實現的。
顯然，說“你的罪赦了”很容易，因為它不能立即得到證實。這是一個看不見的現實。但
是，治愈癱瘓男子的說法立即能得到所有人的證實。人很快會看到結果。如果耶穌能醫治
殘疾人，那他也有赦罪的權柄。那麽，他就是彌賽亞。他是神。而且，他們應該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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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耶穌說：“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第 6 節）。話還沒
說完，他就轉向癱子，張口使他得醫治：“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發生了什麼
事呢？
第 7 節：“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神的大能與他同在，醫治了他。這是耶穌權柄的
明顯證據。路加補充說，癱子回家讚美神！
圍觀的人群呢？他們很害怕！他們見證了神才能行的神蹟。然而，他們不只是懼怕。他們
由敬畏轉向讚美。他們歸榮耀給神，因為是神給了耶穌權柄。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他們
不完全了解耶穌是誰，但他們知道他們從未見過剛剛眼前發生的那樣的事。
他們需要時間來理解耶穌所說的“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到底是什麼意思。 人子的
意思是說耶穌自比謙卑的僕人，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他來饒恕像我們這樣的一般罪
人（馬太福音 1:21）。他是受苦的僕人，以賽亞所預言的，他將通過自己犧牲的死和奇
蹟般的復活救贖他的百姓（16:13、27-28）。他也是榮耀的君王，將回來在地上建立天國
（但以理書 7:13-14；25:31；26:64）。
人群和癱子因耶穌而歸榮耀給神。文士和法利賽人呢？他們質疑耶穌為什麼花時間與罪人
在一起。他們每時每刻都在質疑耶穌。他們無法否認他的神蹟，但他們會將他的醫治事工
歸因於魔鬼的工作（馬太福音 9:34），這是無法饒恕的罪。
7. 耶穌只有在不信的人回轉心意後才能醫治他們
耶穌非常願意醫治不信的人，只要我們轉向他，敞開心扉，接受他的啟示，並禱告：“但
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馬可福音 9:24）。兒子被鬼附的那人如此向耶穌認罪，耶穌就
趕走了那鬼。
耶穌大有能力，能向我們啓示他自己。問題是：我們願意讓他向我們啓示嗎？我們願意改
變自己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行爲嗎？我們是否願意走上得醫治的路——得到屬
靈、心智、情感、人際關係各方面的醫治？我們準備好聼耶穌說“起來”嗎？
癱子因身體狀況和自己的罪而絕望。幾週以來，我和一些長老都在為我們的朋友 Ted 禱
告。Ted 患有不治之症，這病症使人衰弱。一年前，他跌倒，摔斷了腿。自從摔倒後，他
就不能走路了。我們為他的身體康復禱告。我們想看他走路。
在過去的一年裡，不同的人，不同種族、宗教背景的人來到他家，照顧他。我問他：
“Ted，你把多少人帶到耶穌面前？有多少人相信耶穌了？” “大約十個”，他答。
Ted 不能走路，但那些來看他的屬靈癱子在回家的時候，都得了赦免，能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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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被帶到耶穌面前嗎？群眾聆聽耶穌的教導。他們看他行神蹟。他們不完全明白耶穌
是誰，但他們因爲所看到的而生敬畏。如果他們繼續跟隨耶穌，他們的所見就會越來越
多。你還想看到更多嗎？
一些文士質疑耶穌。接受耶穌是彌賽亞，這會顛覆他們的世界觀，徹底改變他們的信仰體
系，挑戰他們的價值觀，並要求他們不得不順服。他們不想從自己的寶座上下來。他們選
擇繼續癱瘓。
我們認同誰？癱子、群眾還是文士？我們要起來走路嗎？

自省問題：
• 如果你患有屬靈、心理、情感、人際關係或是身體的癱瘓，你相信耶穌看見了嗎？
他今天會對你說什么？
• 耶穌藉罪得赦免來根治你所有問題，這點是否與肉體得醫治的故事一樣讓你感到激
勵？
• 你認為自己像這故事裡的那個角色：癱子、群眾還是文士？爲什麽？
• 在你心目中癱瘓得痊癒，能起身而行是什麼樣子？要相信耶穌，在禱告中祈求他的
觸摸與話語能為你帶來醫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