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常青团契 (9/19, Fri, 9:30am)

宣教联合崇拜 (9/21, Sun, 10am)

 短宣队见证分享

音乐佈道崇拜 (9/28, Sun, 9:15am)

 恩韻聖樂佈道團

 主日學 (11am-12pm): 彈性

 2015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撒種期 (Sep-Dec, 2014)



SCRIPTURE

讀經



馬可福音 2:1-12 

(p. 1522)



1 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
見他在房子裡， 2 就有許多人聚集，甚至
連門前都沒有空地。耶穌就對他們講道。
3 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耶穌，是用四個
人抬來的。 4 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
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
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來。 5 耶穌
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 「小子, 你的
罪赦了！」 6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裡, 心裡
議論說: 7 「這個人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說
僭妄的話了!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8 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這樣議論，就說
：「你們心裡為什麼這樣議論呢？ 9 或
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說『起來
，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樣容易呢？
10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
的權柄。」就對癱子說： 11 「我吩咐你
，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12 那
人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當眾人面前
出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於神
，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SERMON

信息

9/14/14



“從來沒有見過的事!”

(馬可福音 2:1-12)

邓牧師



“从来没有见过的事?!”
“拆了房顶, . . .从天缒下来”的渴慕听众?
司布贞? 葛理翰? 宋尚节? CBCOC 讲台?
第一世纪: 文士, 法利赛人, 大祭司?

耶稣讲道 (v. 2)! – 精彩内容?
1:14-15 约翰下监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
神的福音, 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 你们
当悔改, 信福音!”
神来的大好消息: 旧约应许实现; 神作王掌权
旧时代 /世界结束---新时代/世界来临 (1949)
悔改 (旧风俗)/相信福音 神的国/新人生
宗教 (人的功德) 福音 (神的作为)



“从来没有见过的事!”
“拆了房顶, . . .从天缒下来”的渴慕听众!
你我的反应? –责备
不守规矩! 保险? 麻烦, 破财! George!
耶稣的反应! –称赞

vv. 3, 5 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
人抬来的. .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瘫子说

行动的信心: 不只是教义 (各 2)
坚忍的信心: 克服万难

2015 “恩惠相遇”: 四人福音团队 (信心)
周遭: 需要见耶稣的 “瘫子”?
费城查经班 (79-81): 邓瘫子 (周五晚餐)



v. 5 耶稣见 . . 对瘫子说: 小子, 你的罪赦了!
期望: 牙痛 (Frank); 肚子痛 (Harvey)
身体医治: 好!   灵魂医治: 更好!!!
认识: 病与罪的关系 (21世纪 “瘫子”)

1) 病: 细菌/病毒 与罪无关
“. . 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 在你们中间有好
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2) 医治: 修车 (考试, stress) 与认罪无关
“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3) 健康: 饮食/运动 与赦罪无关
“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身心灵健康 (Shalom) 与神/人/自己/世界



v. 5 耶稣见 . . 对瘫子说: 小子, 你的罪赦了!
认识 (圣经): 病与罪的关系 (21世纪 “瘫子”)

病 (一般性): 罪的结果 (堕落/旧世界)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病的终点)”
病 (个人性): 非所有病都因犯罪
约伯, 保罗 (林后 11), 瞎子 (约翰 9), Ebola
病 (个人性): 有些病是因犯罪 (撒上16; 撒下
24; 林前 11; 约翰 5; 马可 2) ---许医生
医治 (身体): 非终极的医治 (瘫子在何處?)
“. .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 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
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v. 7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僭妄的话
了!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神學家)

我们的赦罪: 效法神 (马太 6; 弗 4)
“彼此饶恕, 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们的赦罪: 奉神的名 (约翰 20; 约一 1)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非人的赦罪)

“我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耶稣的赦罪 =  神的赦罪

耶稣知道: 心中的嘀咕
打肿脸充胖子?!
自高自大, 自立为神?! –亵渎神?!



vv. 10-12 “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
权柄. 就对瘫子说: “我吩咐你, 起来, 拿你的
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 立刻拿着褥子, 
当众人面前出去了. 以致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
于神, 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申 18:22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
不成就, 也无效验, . .,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 ”
耶稣是荣耀的神! --他医治; 他赦罪!

赛 33:22-24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他必拯救我
们. . .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 瘸腿的把掠
物夺去了. 城内居民必不说 “我病了”, 其中居
住的百姓, 罪孽都赦免了.”



耶稣是荣耀的神: 他医治; 他赦罪!
赛 33:22-24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他必拯救我
们. . .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 瘸腿的把掠
物夺去了. 城内居民必不说 “我病了”, 其中居
住的百姓, 罪孽都赦免了.”

他医治; 他赦罪! --容易吗?
来 9:22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
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上帝十架福音:医治, 赦罪的权能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瘫子的挑战: 你信这话吗?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瘫子: 立刻, 起来, 行走! --归荣耀于神
瘫子: 没有 “立刻/起来/行走”的: Stephanie?!

更要归荣耀于神:更美的医治
哥林多前书 2:9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Stephanie’s poem: “When My Savior Comes”



“When My Savior Comes 当我救主降临时” 
•这张嘴讲得不好，但当我救主降临时，我将

与天上的诗班一同歌唱

•这双腿走的不好，但当我救主降临时，我将
在国王的大道上奔跑

•这双眼看得不清，但当我救主降临时，我要
亲眼见他破云而降，

•那一天将是何等荣耀之日!!! 不再有痛苦，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误会，

• 也不再坐在这个破旧的轮椅上!

•是的! 当我救主降临时, 这个身体将得痊愈!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08 

“Only Trust Him”

“只要信祂”



#308 Only Trust Him 1/1

被罪壓傷眾人快來; 救主在此等待

祂要救你安你心懷; 只要你肯信賴

只要信祂; 只要信祂

現在信靠祂

祂必救你; 祂必救你

現在拯救你



#308 Only Trust Him 1/2

耶穌為你被釘十架; 捨身作你贖價

救恩已成功效極大; 只要你肯信祂

只要信祂; 只要信祂

現在信靠祂

祂必救你; 祂必救你

現在拯救你



#308 Only Trust Him 1/3

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領你天家安息

不再耽延今日相信; 主賜你大福氣

只要信祂; 只要信祂

現在信靠祂

祂必救你; 祂必救你

現在拯救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