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f 23 

馬太福音第 14-15章 

馬太福音第 14-15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那時分封的王希律，聽見耶穌的名聲，就對臣僕說，這是

施洗約翰從死裡復活，所以這些異能從他裡面發出來，起先

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把約翰拿住鎖在監

裡，因為約翰曾對他說，你娶這婦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

要殺他，只是怕百姓，因為他們以為約翰是先知。到了希律

的生日，希羅底的女兒，在眾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歡喜。希

律就起誓，應許隨她所求的給她，女兒被母親所使，就說請

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裡，拿來給我。王便憂愁，但因

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給她。於是打發人去，

在監裡斬了約翰。把頭放在盤子裡，拿來給了女子，拿去給

她母親。約翰的門徒來，把屍首領去，埋葬了，就去告訴耶

穌。 (馬太福音 14:1–12). 

這裏我們看到希律把施洗約翰斬頭的故事，他是大希律的兒

子，被稱為希律安提帕，”四分之一的王”意思是指，他是只

統治四分之一國土的王，當大希律王死的時候，他有許多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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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羅馬政府三分他的國土給他三個兒子，殺害施洗約翰的希

律安提帕，娶了彼特拉王的女兒亞瑞塔為妻， 

當他去羅馬拜訪他的兄弟腓力時，愛上了腓力的妻子希羅底，

並且誘騙她離開丈夫，一起回去成為他的妻子，為了這事他與

妻子彼特拉王的女兒亞瑞塔離婚，於是希羅底成了他的妻子。 

施洗約翰反對他的行為，他直接了當的指責毫無緣故的將亞瑞

塔離婚是不合法的，並且與自己兄弟的妻子結婚也是不合理

的，施洗約翰大膽的表示反對，因此招致希律的不高興，將他

下到監裡，並想要致他於死地，但是因為百姓都擁護施洗約

翰，希律不敢如此做。 

猶太人的歷史學家約瑟夫在他的古代史實的記載，可以稍微幫

助我們，他說希律實際上早就想將施洗約翰殺死，因為施洗約

翰在百姓中的名聲已經威脅到他了。 

希羅底造成了希律的衰敗，因為她是一個非常殘忍又狡猾的女

人，當施洗約翰出言反對她的婚姻時，她內心已經有要報復的

慾望。所以讓她的女兒在希律的生日宴席上跳舞，她女兒的名

字是撒羅米，她跳的是那種帶著誘惑和性感的東方式舞。撒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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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可能才十六、七歲，她的母親允許她跳這種舞，可見希羅底

是一個沒有道德意識的女人，當希律的情慾被撒羅米的舞姿激

起時，那瞬間的興奮及週遭人群的掌聲，他說: 

「你隨意向我求什麼，我都給你。」(馬可福音 6:22) 

而她的母親事先已經教好她要求施洗約翰的頭，當她如此要求

時，希律想反悔，但因為已經起了誓，所以只好應允了。 

不久當加利古勒成為羅馬皇帝時，希律的另一個兒子亞基帕被

差派來管理以色列，並給他一個王的封號，還記得保羅稱他為

亞基帕王嗎。 

希羅底對他的丈夫安提帕說:”你看，亞基帕有王的頭銜，你

也應該有”因為她有當皇后的慾望。所以為了想要當皇后，她

要他的丈夫到羅馬去見羅馬皇帝加利古勒，要求一個王的頭

銜。 

然而希律亞基帕知道了，就先派個信差去見加利古勒，他說安

提帕是不能信任的，他非常可能會反叛你，他正在鞏固自己的

地位和權力。於是當安提帕來要求一個王的封號時，希羅底讓

他帶許多錢財去賄賂加利古勒，不但沒有得到封號，加利古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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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錢，卻將他放逐到 Gaul瓜阿的地方， 

他的野心就此幻滅，加利古勒對希羅底說，你可以留在這裡，

假如你希望的話。但是希羅底說我要與我的丈夫在一起，這是

她所作唯一值得稱讚的事，所以她就與她丈夫一起被放逐到

Gual瓜阿，這位反對上帝的先知，只因為先知勇敢的出言指

責他的罪，將先知下獄，這就是他的結局。 

我們讀到耶穌表兄施洗約翰的死亡，希律聽到耶穌的名聲，雖

然他將施洗約翰殺死，但良心卻非常不安，所以他說: 

這是施洗約翰從死裡復活，所以這些異能從他裡面發出來。

(馬太福音 14:2) 

無疑的他相信施洗約翰確實是一個真的先知。 

在第 13節 

當耶穌聽見了(約翰遭受如此凶暴的殺害，當然非常震驚。)

他就上船獨自退到沙漠(野地)裡去，(馬太福音 14:13): 

這裡所說的沙漠不是像 Mojave莫哈維或撒哈拉沙漠，而是一

個荒廢的場所，因為在加利利海附近，並沒有真正的沙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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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許多荒廢及沒人居住之處，所以他橫過加利利海的一邊，

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眾人聽見，就從各城裡步行跟隨他(馬太福音 14:13-14) 

當他渡到海的另一邊時，已經有許多人等著他，如果你從迦百

農到拔示大，加利利海只有八里寬，不是很遠，所以當耶穌他

們從迦百農出發時，從岸邊很容易知道小船的方向，人們就繞

著湖的上邊跑過去，然後在那邊等著他。 

當耶穌為這個可怕的暴行困擾，想獨自到無人之處思索這事，

並且希望有一段時間等候及禱告神，但是到了另一邊，卻又是

一大堆人群等著他，耶穌大可直接了當的說，我到這邊來是要

得到休息，你們不能放過我嗎?我知道當今許多在作大事工傳

福音的人，他們或許會這樣說， 

但是耶穌看見這許多人，就憐憫他們(馬太福音 14:14)。 

上帝給我們一顆像耶穌為神服事的心，當我們看到人群，要有

憐憫的心，而不是說:唉呀!他們為何來這兒?他們難道不知道

我要安靜?不管什麼時候遇見他們，我們要以憐憫面對他們。 

上帝給我們一顆對有需要的人們憐憫的心。耶穌總是以憐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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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來面對有需要的人。 

「他治好了他們的病」(馬太福音 14:14) 

這許多人中並不都是真正要尋找他，他們只是要祂幫助生病的

人，我們很容易對這些人下結論或是諷刺他們或是指責他們，

他們只要得好處，不肯作承諾，這都是真的，但是耶穌卻從不

責備他們，他仍然不問代價的照顧他們，這就是耶穌讓我愛他

的緣故。 

天將晚的時候，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時候已經過了，叫

眾人散開，他們好往村子裡去，自己買吃的。耶穌說不用他

們去，你們給他們吃吧。門徒說我們這裡只有五個餅，兩條

魚，耶穌說拿過來給我，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就拿著

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

又遞給眾人，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

來，裝滿了十二籃子，吃的人除了婦人孩子，約有五千。」

(馬太福音 14:15-20)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籃子，吃的人除了婦人

孩子，約有五千。(馬太福音 14: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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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記載的是令人驚訝的五個餅兩條魚餵飽五千人的故事，

許多人很難接受這個神蹟，所以當他們念這個故事時，就用合

理的解釋而將神蹟部分除去 

經上告訴我們，這五個餅兩條魚是來自一個小男孩，說不定當

他告訴母親要過到湖那一邊去看耶穌時，母親為他準備了一個

午餐，而眾人聚集在那裡，門徒對主說，你最好將他們趕走，

他們可以自己買食物，耶穌說不，他們很餓，可能會昏倒在路

上，讓我們餵他們。門徒回答說假若我們有幾千元可以買麵

包，仍舊不夠餵這群百姓。耶穌問他們，你們有什麼吃的？安

德列說在這只有一個小男孩帶來的五個餅，兩條魚，這對眾人

有什麼好處呢?小男孩將五個餅兩條魚給了耶穌，耶穌祝福、

擘開餅並且分給眾人。 

有的人就這樣解釋，當時的人都穿長袍，袖子是繫在手腕上，

裡面帶著麵包和魚，當他們飢餓時，每個人都很自私，不肯分

享在他們袖子中的午餐， 

但是當小男孩往前來並且奉獻出他自己的五餅二魚時，每個人

都被這個小男孩的善行感動了，並且得到激勵，他們都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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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袖子，彼此分享食物，不但足夠而且剩下的還能裝滿了

十二籃子。所以是小男孩令人感動的行為激勵了眾人，他們真

是編了一個美麗的故事！但上帝對這些混亂上帝話語的人，已

預備了一個炙熱的地方。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等他叫眾人散開。」

(馬太福音 14:22) 

所以耶穌要祂的門徒先走，讓他們上船先渡到那一邊，祂會讓

群眾散開 

「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

一人在那裡。」(馬太福音 14:23) 

請大家注意，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對耶穌而言，這是很難受

的一天，他才知道他的表兄施洗約翰被希律斬頭的暴行，覺得

必須單獨靜一會兒，他與門徒上了船，渡到湖的另一邊， 

但是眾人看見他們進行的方向，從加利利海的上端繞過去，等

他們的船靠岸，又是一大堆人，耶穌整天教導他們，情緒上因

為施洗約翰的事件已經非常的疲倦，又整天服事這一群人，他

的身體一定也非常疲勞，從早到晚被眾人擁擠，他餵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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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要他們散開，當門徒離去、辛苦的一天、難過的消息、體

力的耗盡，是需要休息的時候，但是他卻獨自上山去禱告，禱

告在耶穌的生命中是非常的重要 

假如上帝的兒子在這種情況下，都需要透過禱告來支取力量，

我們這些軟弱、失敗的門徒或跟隨者，更需要花多少時間祈

禱，讓上帝來堅固我們？我們會說，喔！我應該要休息了，我

要小睡一下，我需要恢復我的體力。但是耶穌卻上山，就如經

上所說的他整晚的禱告，祈禱是他力量的來源，他發現禱告的

力量，你也可以發現禱告確實是力量的來源。 

所以到了晚上，只有他一個人在那裡 

「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馬太福音

14:24) 

從海的另一邊革尼撒勒的地方，暴風雨從地中海進入加利利

海，通常會來回的經過 Chinnereth欣嫩子谷，當風雨在山谷

中咆哮時，你是衝著風的方向，門徒面對這個令人恐慌的情

景，他們盡力搖槳，避免風浪將他們捲去。因為他們是往迦百

農方向走，而風是從地中海吹來，他們正在海的中央，被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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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撼。 

「夜裡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幾乎是早晨)，往門徒那裡

去，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便害

怕喊叫起來，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

怕。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

去，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

到耶穌那裡去。只因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

說，主阿，救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

哪，為什麼疑惑呢?」(馬太福音 14:25-31) 

這可真是一個令人驚異的故事，彼得怎麼能夠在水面上行走?

而且好像是如果他眼睛注視耶穌，他可以繼續在水面上行走，

但突然間，可能是一個海浪衝過來，濺濕了他的臉，他轉頭一

看，喔!我怎會在水面上，馬上他開始下沉，”主阿!救我!”

我可以想像到耶穌笑著說:”你這小信的人。”怎麼一回事，

你開始走得很好阿，彼得?”喔!你這小信的人。” 

我想這裡要學的功課是教我們要定睛仰望耶穌，這對我們非常

重要，我們很容易將眼睛注視在週遭的環境上，我們開始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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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兇猛的海浪，看到我們的問題，看到我們的情形，我們就

開始沉沒，因為我們如果只注視自己每天的問題，我們會下沉

的。在此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定睛在主耶穌身上，誰是海的主

人，祂能超越風和浪，當彼得定睛在耶穌時，他能走在海面

上，眼睛一離開耶穌，他開始沉沒，只要我們繼續定睛仰望耶

穌，我們就能在水上行走。 

但是換個角度來說，彼得仍是可欽佩的，當他開始下沉時，他

知道呼叫:主!救我。我也曾經面對和彼得一樣的情形，有多少

次我會哭叫著:”主啊!救我。”而慈愛的主耶穌會說:”你這

小信的人。”你為何疑惑?你走得很好阿!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上帝

的兒子了。(馬太福音 14:32-33) 

他們才親眼看到上帝大能的彰顯 

他們過了海，來到革尼撒勒地方，那裡的人一認出是耶穌，

就打發人到周圍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帶到他那裡。(馬太

福音 14:34-35) 

革尼撒勒或叫做 Chinnereth欣嫩子谷，是來自地中海區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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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山谷的名字， 

只求耶穌准他們摸他的衣裳繸子，摸著的人就都好了。(馬太

福音 14:36) 

耶穌的衣裳並沒有麼魔法，讓你摸了得到醫治，醫治的果效是

因為人的信心，摸著耶穌的衣裳是讓人的信心能表現出來，這

是比較消極表現的信心，如果這種事存在，那麼相信上帝能成

就，知道上帝能成就，完全信服並且確信上帝能成就， 

我們這些信主的人，就是這等人了。如果我生病了，有人問

我:”上帝能醫治你?”是的，我知道上帝能，我一點都不懷

疑，我去醫院看到那些已經被醫生放棄醫治的垂危病人，我

說:”上帝能醫治你。”我相信上帝，因為上帝成就一切的

事，但是我相信上帝的醫治是當信心被神觸摸而活過來的瞬間

發生的。 

我認為那些人摸著耶穌的衣裳，是令他們的信心釋放的一個接

觸點。換句話說，在他們的內心，他們知道，當我摸到祂的衣

裳時，我就會得到醫治。也就是說在他們心中認為當摸著耶穌

的衣裳時，他們釋放了他們的信心，這不再是一個被動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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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知道上帝能，而且祂是神，在那瞬間他們的信心一釋

放，他們就得到醫治了。 

在新約聖經中有許多指出經接觸而釋放出信心的經文，耶穌在

許多不同的場合有多多少少不同的接觸，當他將泥土抹在瞎子

的眼睛說 

你往希羅亞池子裡去洗，他去一洗，回就看見了。(約翰

9:6-7) 

那人相信當他一洗，他就能看見，這就是讓他釋放信心的一個

接觸點。 

在舊約中當先知以利沙要乃曼到約旦河洗七次澡，第七次從

河水中起來時，將會得到醫治，這也是信心釋放的接觸點。

(列王記下 5:10) 

 使徒行傳記載當他們將保羅的手帕、汗巾或圍裙，放在病人

身上時，病人就得醫治。 

彼得在街上行走時，他們會將病人放在街旁，當彼得的影子

落在他們身上時，病就得醫治，所以彼得的影子落在他們身

上就是一個信心釋放的接觸點(使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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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好像總是需要釋放我們信心的接觸點，這樣才能使信心活

動起來，我以我知道當信心一活動是有個接觸點釋放信心，這

裡有很寶貴的功課讓我們學習。 

馬太福音 15章 

「當時有法利賽人和文士，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說。」(馬太

福音 15:1), 

這些人長途跋涉來挑戰耶穌，他們從耶路撒冷來到加利利，需

要一個星期的時間，他們說: 

「你的門徒為什麼犯古人的遺傳呢?因為吃飯的時候他們不洗

手。」(馬太福音 15:2) 

猶太人有律法，但是在律法之上他們發展出口頭的傳統，這些

口傳的條文，許多實際上已經替代了律法，傳統經常是深植於

我們裡面，要突破傳統比突破任何東西都困難，耶穌不是安於

傳統的人，他不是一個傳統主義者，猶太人還有一本他勒目，

裡面包含許多冊的書是解釋和擴大原有的律法，所以裡面記載

著許多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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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門徒為什麼犯古人的遺傳呢?因為吃飯的時候他們不洗

手。」(馬太福音 15:2) 

不要因這句話就認為耶穌的門徒是一群骯髒的混混，依照傳

統，有許多東西會讓人不潔淨，但是這不潔淨是指儀式上的不

潔淨，假如你摸到一些令你不潔淨的東西，你成為不潔淨，假

如你觸摸到的東西是由不潔淨之物觸摸過，你也是不潔淨 

對他們而言，外邦人都是不潔淨的，所以當你走到一條外邦人

走過的道路，他的腳掌踏過的沙土，將成為不潔，你踏上他們

走過的路，你也成為不潔，因為外邦人是不潔淨的。 

某些食物你吃了也會成為不潔，所以有洗手的傳統，為了保證

不沾染或接觸任何骯髒之物，有一些洗手的規矩，在你吃東西

以前一定要洗手，不然你摸到的食物就成為不潔，而你吃了不

潔之物，也成了不潔之人。 

所以他們有洗手的傳統禮節，當你洗手時，要向上伸出雙手，

有人將水倒在你的手上，你要上下來回的搓揉，水必須從手腕

流下去，因為水成為不潔了，它流過你身上不潔之處，你要確

定水不滴到你身上任何部位，所以手向上伸出，讓水由手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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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希望水不會流到你的手臂或手臂的其他部位，否則將會使

你成為不潔。 

人繼續倒水在你向上伸出的手上，但是這從你手上流下來的髒

水會流到你的手指上，你必須除掉這些髒水，所以現在將手放

下，他們將水倒在你的手上，你現在是向下搓揉你的手，最後

是搓揉所有的手指頭，水仍繼續的倒下來除掉所有的不潔。 

而這裡門徒拿起麵包就吃起來，沒有經過所有的儀式，這就是

耶穌被人質疑的緣故， 

「你的門徒為什麼犯古人的遺傳呢 

聖經上從沒有提到你要以這樣特殊的方法洗手。在這時候耶穌

幾乎要把這個傳統廢掉，所以他的門徒被控違背了傳統，沒經

過傳統的儀式洗手，就吃了麵包。 

但是他回答說:「你們為什麼因著你們的遺傳，犯上帝的藉命

呢?」(馬太福音 15:3) 

喔!請注意，現今的教會中也可能已發展出一些傳統，而這些

傳統實際上是犯了上帝的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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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從密蘇里州來拜訪我們各各他教會的姐妹，她在密蘇里

州的路德會聚會，崇拜後她氣得發抖的來見我，她說:”當你

禱告時，為何不面朝祭壇?”我回答說:”我不認為耶穌住在祭

壇裡。”但是堅守遺傳的人，就要一再的問這個問題，這遺傳

實在是違背了神的誡命，因為我們不能拜任何偶像。 

所以，我們和法利賽人、猶太人差不多，讓傳統發展到一個地

步，而違背了神的誡命。因此他們控告耶穌的門徒不遵守傳

統，耶穌說:「你們為什麼因著你們的遺傳，犯上帝的藉命呢? 

上帝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你們倒

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做了供獻，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這就是你們藉著遺傳廢了上帝的誡

命。」(馬太福音 15:4-6) 

聖經告訴我們不可咒罵父母，這是神的誡命，你們要孝敬他

們，不可咒罵他們。假如你在咒罵之前說:”這是對你有好處

的，你是又髒又臭的----。”他們認為他們當供奉給父母的，

已經 

做了“各兒板”獻給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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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指出他們為了守住遺傳而廢了神的誡命 

「假冒為善的人哪 (馬太福音 15:7) 

耶穌很直接的指責，甚至有點令人吃驚 

「假冒為善的人哪!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預言，是不錯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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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5:7-9) 

現今的教會也發展出許多教條來要人遵守，就如當初的文士和

法利賽人，開始遵守人的吩咐和誡命，甚至超過了神的命令。 

「耶穌就叫了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要聽，也要明白，入

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乃能污穢人。」(馬太福音 15:10-

11) 

耶穌對眾人說注意聽！入你口的不能污穢你，出你口的乃能污

穢人。”哇!這是公然反對傳統中所規定的必須洗手的儀式，

以及什麼食物是可吃的規定。 

你可以高興的出去吃一塊豬排，不在乎吃了什麼會令你不潔，

只要確定食物煮熟，所有的條蟲、旋毛蟲都殺死了，你不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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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感染就好。是的，你也可以吃蝦子，因為入口的不能污穢

人，出口的乃能污穢人。 

當時門徒進前來對他說，法利賽人聽見這話，不服，你知道

麼，耶穌回答說，凡栽種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必要

拔出來 (馬太福音 15:12–13)。 

這植物不是天種的，就會被拔起來。注意，耶穌沒有叫衪的門

徒去和法利賽人爭論。 

任憑他們罷，他們是瞎眼領路的，若是瞎子領瞎子，兩個人

都要掉在坑裡。彼得說請將這比喻講給我們聽。(馬太福音

15:14–15) 

彼得說:請將這比喻講給我們聽。 

耶穌說，你們到如今還不明白麼，豈不知凡入口的，是運到

肚子裡，又落在茅廁裡麼，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裡發出來

的，這才污穢人，因為從心裡發出來的，有惡念、兇殺姦

淫、苟合、偷盜、妄證、謗瀆，這都是污穢人的，至於不洗

手吃飯，那卻不污穢人。」(馬太福音 15:14-20) 

你吃飯前不需要經過洗手的儀式，因為食物不會污穢人，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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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身體而排泄出去，但是你嘴巴所講出來的話，顯露出你的

心意，口中所表達的苦毒、怨恨、貪婪、慾望，這些都是在心

裡的，由口中表達出來，而且才真能污穢人 

「耶穌離開那裡，退到推羅希頓的境內去，」(馬太福音

15:21) 

耶穌離開了全是猶太人的區域，進入了推羅希頓的海邊腓尼基 

「有一個迦南婦人，從那地方出來，喊著說，主阿，大衛的

子孫，可憐我，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耶穌卻一言不答，門

徒進前來求他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他走罷 

(馬太福音 15:22–23)。 

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那婦

人來拜祂說，主阿幫助我，祂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

狗吃。婦人說，主阿不錯，但是狗也吃祂主人桌上掉下來的

碎渣兒。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

成全了罷。從那時候，他的女兒就好了。」(馬太福音

15:24-28) 

我們很難理解這段經文，耶穌對這婦人的態度不但冷漠而且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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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有點侮辱，但是讓我們注意幾件事，耶穌本來就知道祂會醫

治這婦人的女兒，因為祂參透萬事。 

聖經不必特為耶穌解釋，因為祂深知人心，祂知道人的心思意

念，知道這個婦人有極大的信心，祂很有技巧的將婦人的信心

引導出來，耶穌首先以沉默回應，婦人仍繼續的請求，直到門

徒被她搞煩了，他們說:”主阿!你行點好事罷，她真是令人煩

喔。 

耶穌回答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

去。”婦人說:”主阿!幫助我!”耶穌繼續引導她:”不好拿兒

女的餅丟給狗吃。”這醫治的恩典是要給以色列的兒女們，不

好隨意的給外邦人。我們得注意，這裡提到兩次”狗”的字

眼，猶太人常稱外邦人為”外邦狗”，這是一句髒話。 

在希伯來文中，沒有發誓或咒詛的字眼，這是令人稀奇的事，

他們所用最髒的字眼就是”狗，當時野狗總是一群群的令人討

厭，因為他們非常凶悍，惹人恨惡。所以通常他們寧可叫外邦

人為“外邦狗”。 

但是在希臘文中“狗”是指小狗，寵物狗，孩子吃飯時，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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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在桌邊，那時候，他們吃飯不像我們有刀叉湯匙，小孩不用

學習餐桌禮儀，他們用手吃東西，吃完後拿一片麵包擦手，將

手上的油擦掉，然後將這片麵包丟給圍在桌旁的小狗吃。 

所以當耶穌說這話時，在他們心中是很普遍的畫面。婦人

說:”主阿！不錯，但是狗也吃祂主人桌上掉下來的碎渣

兒。”耶穌說:”喔!你的信心是大的。”這信心勝過了耶穌的

沉默和有點不情願，這個母親是面臨絕路。 

你們當中做母親的有些頑梗的女兒，你們大概不會以為她們是

被鬼附的，但是這位母親真是苦惱，她來找耶穌，並且因她的

信心得勝了，來找耶穌，不要離去，直到得到你所求的。這位

母親不會離開，直到她得到耶穌的幫助，耶穌對她說:”喔!你

的信心是大的。”這句話耶穌也曾對一位羅馬的百夫長說過。 

「耶穌離開那地方，來到靠近加利利的海邊，就上山坐下，

有許多人到祂那裡，帶著瘸子、瞎子、啞巴、有殘疾的和好

些別的病人，都放在祂腳前，祂就治好了他們，甚至眾人都

稀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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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耶穌叫門徒來說，我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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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裡已經三天了，也沒有吃的了，

我不願意叫他們餓著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我們在這也

地，那有這麼多的餅，叫這許多人吃飽呢?耶穌說你們有多少

餅，他們說有七個，還有幾條小魚，祂就吩咐眾人坐在地

上，拿著這七個餅和幾條魚，祝謝了，擘開遞給門徒，門徒

又遞給眾人，眾人都吃，並且吃飽，收拾剩下的零碎，裝滿

了七個筐子，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穌叫眾人

散去，就上船，來馬加丹的境界。」(馬太福音 15:29-39) 

馬加丹位於加利利海邊，迦百農南邊兩里處，這個抹大拉馬利

亞曾到過的城市，已被考古學家挖掘出來，今日你可以去參觀

這廢墟，有人沒有仔細的念這段經文，他們在馬加丹建了一座

教堂，稱為”魚餅教會”，因為在此地耶穌使四千人吃飽，其

實耶穌是在別處餵養了眾人後，才來到這裡，但為了旅遊的方

便，他們將遊客帶到馬加丹廢墟看地上的磁磚，指著磁磚上的

餅和魚，信誓旦旦的說這就是耶穌使四千人吃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