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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inkinsure.ca/insurance-help-centre/move-over-law-ontario-and-emergency-vehic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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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ὐθύς （euthús） 立刻，马上

 在新约中出现60次，其中42次出现于马可福音
 紧接前一个时间点之后的时间点

翻译自
Louw & Nida. In Accordance Bible Study Software 13.4.1, June 2022. Oaktree 

Software, Altamonte Springs, F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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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
（可五2）

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地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
（可五42）

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
就（立即）来俯伏在他脚前。

（可七25）
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地抽风，倒在地
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可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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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rmons.faithlife.com/series/92486
https://www.ccbiblestudy.org/Topics/002Commentary/987441S马可福音注解(黄迦勒).htm

本书中的主耶稣，显然以仆人的姿
态出现，故描述祂的工作事迹，偏
重在医病、赶鬼等神迹奇事，而少
有长篇教训和比喻；因为仆人宜于
少说话，多做事。 … 既然重在表
明主耶稣是“仆人”，故遣词用字
也相当特别，例如：祂被圣灵“赶”
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一12原文直
译)；用类似 “立刻”、 “随即”
的词达四十多次，以显明祂的工作
几无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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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ilyverses.net/tc/以賽亞書/61/1/cu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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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神迹
而言

身体的物质所需

疾病医治

赶鬼 支配大自然

死人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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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神迹是神的作为，宣告祂对受造物的主权，如同对
祂百姓良善的承诺一样。神迹通常很重要，因为它们是为着
在神的救赎计划里更大的目的而被赐下的、为要证明神使者
的真伪，将祂的启示带给人。这是在圣经所叙述的神迹中主
要的功能之一：“当神迹发生时，是在提供证据，表明神真
的在作工，并为了帮助福音的传扬而有的。”（古德恩《系
统神学》第360页）神迹是为证实神的信息和祂的使者而被
赐下的。

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why-dont-we-see-mir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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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不住（七24）

 回应（七25～30）
 妇人的谦卑（七25～28）
 耶稣的回应（七29～30）



被虏者得释放 – 隐藏不住（七24）

七24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
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
images/index/condensedbible/map/109.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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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不住（七24）

试想一下：一到中
午，一群黄面孔的
学生成群结队地在
街道上活动 …

德国柯腾
（Kö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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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不住
（七24）

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
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边旷
野地方。人从各处都就了他来。

（可一45）

http://mjdasma.blogspot.com/2020/01/reflection-for-thursday-january-16.html



被虏者得释放 – 隐藏不住（七24）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希奇耶稣和一个妇人
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她说话？”那
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
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约四26～29）

https://www.heartlight.org/wjd/john/0315-wjd.html



被虏者得释放 – 
隐藏不住（七24）

https://dailyverses.net/images/tc/cuv/xl/matthew-5-15-16-2.jpg



被虏者得释放 – 隐藏不住
（七24）

我的生命
是否所到之处是“隐藏不住”，
让人讲荣耀归给 神，还是 …

… 我要向世人歌唱祢的恩典，
直到我见你面。

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献上活祭》

这样的生
命是隐藏
不住的！

www.Microsoft.com



被虏者得释放 – 妇人的谦卑（七25～28）

七25  当下，有一个妇人，他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
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
七26  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
鬼离开他的女儿。
七27  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
狗吃。
七28  妇人回答说：主阿，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
子们的碎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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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人的谦卑
（七25～28）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
densedbible_detail?id=3830&top=1016

… 腓尼基曾是一个历史上的强
国 … 其大城有推罗、西顿、
迦巴勒、Ugarit、 Tripolis
等。腓尼基并没有统一的宗教，
各城有其特别之守护神，人民
的道德淫乱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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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对异教徒，尤其是异教徒妇女的信仰没有太大
期望。和西顿一样，推罗属于古代腓尼基，而旧约中腓
尼基最著名的女人是邪恶的耶洗别（王上十六～二十
一；王下九）。但在同一代向以利亚祈求的另一位腓尼
基妇女得到了  神对她儿子的恩惠（王上十七17～
24）。”

翻译自
IVP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Commentary. In Accordance Bible Study Software 

13.4.1, June 2022. Oaktree Software, Altamonte Springs, F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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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
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汛哪，你有祸了！ 伯赛大啊，
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
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
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太十一20～22）

这是好的，在 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
救，明白真道。

（提前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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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ροσπίπτω prospíptō
跌倒（顺从），俯伏（七25），跌倒
故意倒在某人面前，是恭敬问候的表达；它强调请求或感恩

ἐρωτάω erōtáō
问，提问题，请求（七26）
在新约中用于希腊化意义上的“请求、请求”超过30次

翻译自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In Accordance 

Bible Study Software 13.4.1, June 2022. Oaktree Software, Altamonte Springs, F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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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伏（七25）：知
道自己的不配（身
份、地位、历史、
文化 …）

请求（七26）：为
人父母的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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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7  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
狗吃。
七28  妇人回答说：主阿，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
子们的碎渣儿。

耶稣是不是对女性太无礼了？？



被虏者得释放 – 妇人
的谦卑（七25～28）

https://www.facebook.com/lambofgodtai
wan/photos/a.1856524381306563/2011162
935842706/?type=3

https://hi-
in.facebook.com/CCLiFe.org/photos/好
文推荐马大服事受责备问题出在哪里原创-
生命季刊编辑部-生命季刊-马大与马利亚
路加福音信息之三十一-文任运生生命季刊
微信专稿本文为作者路加福音系列信息文
章请阅读/1998144603573679/

http://faogyo.org.hk/showchapter.php?
xf=john.xml&title=約翰福音
&dateserial=20151003&chapter=約翰福音
第二十章11-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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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巴勒斯坦，狗被视为清道夫，但在受希腊习俗影响
的富裕家庭（对叙利亚妇女来说更为熟悉），狗有时是宠物
。 耶稣在打个比方：孩子必须在宠物之前被喂养，因此犹
太人有优先权（如罗一16）。祂是说祂不会像异教魔术师那
样治愈； 祂希望她表现出信仰，特别是对真神至高无上的
信仰。”

翻译自
IVP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Commentary. In Accordance Bible Study Software 

13.4.1, June 2022. Oaktree Software, Altamonte Springs, FL: 2022.



被虏者得释放 – 妇人的谦卑（七25～
28）

主阿，不错；

但是狗在桌子

底下也吃孩子

们的碎渣儿。

（七28）



被虏者得释放 – 妇人的谦卑
（七25～28）

是否想过，“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
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

子，和别人一样”？（弗二3）

是否愿意像这妇人一样，向主俯
伏，向主谦卑请求？（七28）

这样的生
命是能得
祝福的！

www.Microsoft.com

是否愿意像这妇人一样，信心坚定？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

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
”（弗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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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9 耶稣对他说：因这句
话，你回去罢；鬼已经离开
你的女儿了。

七30 他就回家去，见小孩
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太十五28  耶稣说：“妇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
的，给你成全了吧。”

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了。

耶稣是不是对女性太无礼了？？非也！是要试验她的信心！



被虏者得释放 – 耶稣的回应
（七29～30）

https://dailyverses.net/images/tc/cuv/xl/hebrews-
11-6.jpg



被虏者得释放 – 耶稣的回应（七29～
30）

https://dailyverses.net/images/tc/cuv/xl/romans-1-17-3.jpg



被虏者得释放 – 耶稣的回应
（七29～30）

是否想过，“神的应许，不论有多
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
也都是实在的，叫 神因我们得荣

耀。”？（弗二3）

是否愿意像这妇人一样， 不论如何，
坚定相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
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
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来十

一1）

这样的生
命是活出
信心的生
命！

www.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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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ilyverses.net/tc/以賽亞書/61/1/cuv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