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凡」的受膏者
第三課天國的福⾳



第⼆課複習
• ⼤衛之約—撒下7:16「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前永遠堅⽴。你的國位也必堅
定，直到永遠」
Ø當時猶太⼈的理解：⼤衛⾁⾝的⼦孫，⼀代接⼀代坐在⼤衛王朝的王位上。

Ø上帝的意思：⼤衛的從神⽽⽣的⼦孫（耶穌），永遠為王，統管天上地下。

• 天使宣告耶穌的使命—「因祂要將⾃⼰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Ø當時猶太⼈的盼望：從羅⾺⼈的欺壓統治下解救出來，重建不朽的⼤衛王朝。

Ø上帝的⼼意：從罪惡裡（以⾃我為中⼼）解救出來，尊主為⼤，敬拜祂服事祂。

• 福⾳—新的王權的出現
Ø當時猶太⼈的理解：⼤衛的⼦孫要重新掌王權，成為他們的王。

Ø現在有的基督徒的理解：我們的代罪羔⽺為我們誕⽣，我們的罪得以洗淨，不再懼怕死亡。

• 洗禮—得救的洗禮
Ø當時猶太⼈的理解：施洗約翰的⽔洗可以使他們逃脫彌賽亞來時的審判。

Ø施洗約翰的宣告：聖靈的洗要帶來發⾃內⼼對神的順服和因此帶來的拯救。

Ø現在有的基督徒的理解：洗禮是得救的保證。



第三課的綱要
• 耶穌傳天國的福⾳—「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 耶穌彌賽亞⾝分的宣告—在拿撒勒的會堂講道
• 耶穌對秩序的恢復—彰顯權柄、釋放被綑綁的

Ø耶穌呼召⾨徒—⼈⽣⽬標的重設，從服事⾃⼰到服事神。
Ø在會堂醫治被⿁附的⼈—耶穌有勝過靈界邪惡勢⼒的權柄。

Ø醫治彼得的岳母—得醫治的⽬的是為了服事。

Ø潔淨⾧⼤⿇瘋的—耶穌有超越律法的能⼒。

Ø醫治癱⼦—耶穌有赦罪的權柄。

• 耶穌使命的宣告—呼召利未/⾺太，耶穌為罪⼈⽽來
• 耶穌⾝份的進⼀步啟⽰—祂不只是⼈們想像的彌賽亞

Ø有關禁⾷的問題—耶穌如新郎（神在舊約裡的象徵）。
Ø在安息⽇掐⿆穗起的爭議—⼈⼦是安息⽇的主，祂的憐憫超越了律法的規條。

• 耶穌與律法主義者的交鋒—在安息⽇醫治枯乾了⼀隻⼿的⼈



早期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奉
教導、醫治、和爭議（太4：12∼25；可1：14∼3：19；路4：14∼6：16）

• 耶穌的⾏動和神蹟都讓⼈對祂感到興趣，同時也引起了與祂有關的許
多爭議。祂作的事使⼈想起先知，可是它們包含了⽐僅僅是先知更多
的意義。耶穌的⾏動表明祂對以⾊列的使命與先知的盼望⼀致，並且
開啟了神實現祂的應許的特別時代。這些事件爲對觀福⾳接著的所有
內容定下基調。

• 耶穌所作的事直接針對以⾊列，就引起以⾊列宗教領袖的注意。對觀
福⾳描繪耶穌時，與當權者的衝突是敘事中⼀個關鍵的論點。在耶穌
受試探之後，對觀福⾳都簡短地概述了祂在加利利的事⼯。



耶穌在加利利傳道（1）太4：12∼17；可1：14∼15；路4：14∼15）

• ⾺太福⾳指出，施洗約翰被捕導致耶穌撤退到加利利。接著，⾺太福⾳提
到，耶穌離開祂的家鄉拿撒勒，前往靠近海邊的加百農，⼀個在西布倫和
拿弗他利區域⽐較⼤的村莊。在結束的時後，⾺太指出這個⾏動應驗了以
賽亞書9：1∼2，就是先知闡述拯救之君王的應許。這段引⽂的重點就是它
形容了該地區爲「外邦⼈的加利利地—那坐在⿊暗裡的百姓看⾒了⼤光，
坐在死蔭之地的⼈有光發現照著他們」。在這幅圖畫裡，應許中的⼤光與
拯救的⼈物結合在⼀起，正是路加開始他的福⾳書時在撒迦利亞頌（路1：
78∼79）裡描繪的。

• 對⾺太⽽⾔，這光就是耶穌和祂所傳的信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改！」神的統治就在祂裡⾯臨近眾⼈。這是從天⽽來的統治。這裡把以賽
亞書第九章與耶穌呼籲⼈悔改並宣告天國臨近了並列。耶穌呼籲以⾊列為
復興和拯救—神在很久以前應許的救恩—作好準備。雖然耶穌呼籲以⾊
列認清天國的來臨，可是這個信息也傳⾄外邦⼈的地⽅，表明耶穌的事⼯
也將會覆蓋不同的民族。



耶穌在加利利傳道（2）太4：12∼17；可1：14∼15；路4：14∼15）

• ⾺可福⾳和⾺太福⾳相似，雖然它沒有提到具體的地點，可是信息的內
容是相同的：「⽇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可
福⾳把這句話放在兩次提到「福⾳」之間，確認關於神的統治臨近的信
息就是福⾳。「福⾳」這個⽤詞在⾺可福⾳1：1∼15出現三次，更⽀持
了這個想法。（⾺太裡的「天國」= ⾺可裡的「神的國」）

• 問題思考：
Ø「天國近了」的「近了」是甚麼意思？我們甚麼時候在「天國」裡？

Ø「福⾳」的內容是甚麼？你聽到/理解的福⾳和耶穌所傳的福⾳是⼀樣的嗎？
Ø「天國的福⾳」—太4：23；太9：35；太24：14



耶穌在加利利傳道（3）太4：12∼17；可1：14∼15；路4：14∼15）

• 路加以他⼀直強調聖靈的⼀貫特⾊，提到神的靈帶領耶穌到加利利。
服事百姓的是滿有聖靈能⼒的耶穌。路加沒有在這裡提到神的國或者
悔改，卻選擇⽤在會堂教訓⼈的⼀幕概述了耶穌的信息。接著，路加
為耶穌的教導 — 祂在拿撒勒的會堂講的⼀個信息 — 作出第⼀個概述。
這事件代表了耶穌在加利利的整個事⼯，也為⾺太福⾳和⾺可福⾳相
應的概述 — 耶穌傳講悔改和天國近了的道 — 作出闡釋。路加福⾳⽤
⾏動表⽰了⾺太福⾳和⾺可福⾳⽤⽂字表達的事情。



耶穌在拿撒勒講道（1）(路4：16∼30；太13：53∼58；可6：1∼6）

• 耶穌在拿撒勒的會堂講道（路4：16∼21）
Ø路加福⾳裡的這段經⽂表現了耶穌如何把有關⾃⼰的預⾔和與祂的時刻融合在
⼀起。在對觀福⾳裡，耶穌經常⽤這種融合解釋⾃⼰的⾝分。訴諸於以賽亞書
61：1∼2和58：6的經⽂，把耶穌的事⼯與要拯救猶太民族脫離罪惡和被擄的應
許聯係在⼀起。

Ø出⾃舊約聖經的引⽂強調祂的使命，⽽祂帶來的不僅僅是與祂的地位相稱，⽽
是更多。耶穌稱⾃⼰是受膏的執⾏者，祂要宣告⾃由，類似禧年（利25：8∼
13）。舊約聖經宣布的僅僅是釋放，耶穌卻實現了拯救。那些有需要、貧窮、
被擄的⼈，要因爲祂的⼯作得益。

Ø要逆轉這樣的囚禁，就必須赦罪—那就是祂⼯作的核⼼。耶穌的⼯作就是把
神的⼦民恢復⾄適當的位置。當耶穌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中了」，祂
就在宣告這個民族期待已久，神應許的拯救也已經在祂的信息與⾏動中來臨。



耶穌在拿撒勒講道（2）(路4：16∼30；太13：53∼58；可6：1∼6）

• 耶穌在拿撒勒的會堂講道（接上⾴）
Ø把這個宣告與路加福⾳第九⾄⼗章所記⾨徒受呼召的使命放在⼀起，它的含義就
是，耶穌呼召百姓接受「神計劃中的國度要臨近了」。耶穌的福⾳就是天國降臨
的信息（路9：2，9：6）。因此，雖然路加的措辭與⾺太福⾳四章和⾺可福⾳⼀章
較短的概述不同，可是他在概念上⽤更明確的細節表達了相同的基本信息。不同
的地⽅是，路加福⾳更突出地顯⽰，耶穌是宣告和實現應許的核⼼⾓⾊。相⽐之
下，其他對觀福⾳只是陳述了基本的呼召，要⼈們對天國作出回應。

Ø耶穌在引述以賽亞書 61：1∼2 和 58：6 時，把兩個不同的環境並列在⼀起。⼀個
因爲宣告中的釋放⽽產⽣盼望（賽61），但另⼀個確定了以⾊列的失敗。以賽亞書
第五⼗⼋章描述這民族的百姓如何禁⾷：這些百姓受到責備，因爲即使他們⾏了
外表似乎是敬拜的⾏爲，可是他們禁⾷，卻沒有真正⽤⾃⼰的⽣活榮耀神。以賽
亞書第五⼗⼋章呼籲他們回應神的時候，要做得更好⼀些—要悔改。這段經⽂說
明了先知因爲這個民族的失敗⽽作出譴責。當耶穌⽤以賽亞書第五⼗⼋章的措辭
聲稱⾃⼰來釋放被擄之⼈的時候，祂是說，因爲這個民族沒有執⾏他們被呼召去
承擔的責任，祂⾃⼰承擔了這個責任。



耶穌在拿撒勒講道（3）(路4：16∼30；太13：53∼58；可6：1∼6）

• 在路4：22，群眾最初因爲耶穌是約瑟的兒⼦，就對祂感到有些猶豫；
耶穌強調，他們的猶豫顯出他們真正的⼼態。耶穌提出，他們會挑戰祂
在別處所作的事情；同時指出，先知在⾃⼰的家鄉都不被⼈悅納。接著
他訴諸於兩個過去的例⼦：以利亞和以利沙。耶穌的話作出令⼈羞愧的
⽐較，同時在暗⽰中警告，⽬前這個時期可能是以⾊列靈命最低的時刻。
在某種程度上，這解釋了耶穌爲甚麽必須來臨，並且傳講釋放的信息。
以⾊列⼈受束縛不僅是因爲羅⾺政府，也是他們⾃⼰造成的。



耶穌在拿撒勒講道（4）(路4：16∼30；太13：53∼58；可6：1∼6）

• 耶穌扭轉這些充滿期待之⼈的形勢，即使在給予他們很⼤的希望時，
也要他們⾯對⼀個選擇。接受祂和祂的信息就是承認他們的失敗和需
要。⼈要在得救的機會中有份，就必須承認⾃⼰不義、並且離開了神。
恩典不是要賜給配的⼈，卻是要給那些知道⾃⼰沒有權利蒙恩的⼈。
如果⼈們不作出回應，這個帶來盼望的信息也帶來審判的可能性。耶
穌的聽眾覺得很難接受祂這樣挑戰他們的地位，就想攆祂出去，把祂
推下⼭崖。這是路加福⾳第⼀次讓我們看⾒耶穌在服事中被拒絕。耶
穌的信息包含著機會和危機。



呼召⾨徒（太4：18∼22；可1：16∼20）

• 耶穌從祂事⼯⼀開始就尋找跟隨祂的⼈，⼀些對祂的使命忠⼼的⼈。耶
穌從⽇常各⾏各業的⼈當中作出選擇，其中有⼀些漁夫，因爲在加利利，
捕⿂是主要的⾏業。耶穌對這些漁夫提出挑戰，呼召他們跟隨祂，成爲
得⼈的漁夫。這話代表了耶穌典型的教導⾵格。祂以⽇常⽣活的事物作
爲⽐喻的對象，從⽽描繪了更深刻的神學呼召或事實。雖然耶穌要呼召
所有⼈成爲天國的⼀部分，可是這個呼召與他們有怎樣的關係，就取決
於他們對呼召的回應。

• 耶穌要⼈跟隨祂的呼召，與拉⽐或先知的呼召不同。與那些跟隨拉⽐⼜
繼續做買賣的⼈相反，耶穌特別揀選的⾨徒放下⼀切，完全忠⼼地跟隨
這個呼召（路9：61）。與拉⽐的模式另外⼀個不同的地⽅，就是耶穌
揀選他的⾨徒，⽽拉⽐的學⽣選擇他們要跟隨的是誰。



在會堂醫治被⿁附的⼈（1）（可1：23∼28；路4：33∼37）

• 耶穌的⾏動對祂的事⼯有著決定性的作⽤，其中主要的⾏動是祂⾏的神
蹟。在這些神蹟裡，趕⿁尤為顯著。⾺可福⾳和路加福⾳同時記述耶穌
⾏的第⼀個神蹟，就是祂醫治了⼀個被⿁附的⼈。（在⾺太福⾳的第⼀
個神蹟是醫治⿇瘋病⼈，⽽第⼀次趕⿁涉及在格拉森的被⿁附者。）⾺
可福⾳有⼗三個神蹟的記述，其中四個與趕⿁有關。雖然把耶穌的趕⿁
與其他古時候趕⿁的記述作⼀⽐較，顯⽰耶穌的趕⿁並⾮不尋常的事，
只是祂確實獨特地引進了祂個⼈的權柄，就好像趕⿁是祂與惡⿁之間的
直接較量。



在會堂醫治被⿁附的⼈（2）（可1：23∼28；路4：33∼37）

• 關於這次趕⿁的事件，⾺可福⾳和路加福⾳作了⾮常相似的記述。趕
⿁在每⼀卷福⾳書也有類似的作⽤。以會堂為背景更說明了這個對抗
的神聖。這場交戰發⽣在應許中的百姓禱告和敬拜的地⽅。「惡⿁說
的話」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先，他們問拿撒勒⼈耶穌與他們有
甚麽相⼲，表⽰耶穌與他們沒有關係。提出這樣的挑戰後，他們聲稱
知道耶穌是誰，（耶穌）是他們在靈界的敵⼈。第⼆，他們承認耶穌
是「聖者」。舊約聖經稱呼⼈為「聖者」時，只是指⼀個分別出來，
要事奉神的⼈。



在會堂醫治被⿁附的⼈（3）（可1：23∼28；路4：33∼37）

• 這事引起的反應是值得注意的。⾺可指出，眾⼈稱這為「新道理」，
⽽路加說眾⼈彼此對問，想知道「這是甚麽道理」。重要的是，眾⼈
把這個⾏動看為有⼒的信息，指出耶穌有勝過靈界邪惡勢⼒的權柄。
兩卷福⾳書都指出耶穌趕出的是污⿁。⾺可說，他們聽從了祂，⽽路
加報導了這事的結果，就是他們出來了。耶穌是在宣告拯救已經來臨，
⽽祂拯救的⾏動是針對向受造物帶來苦難，眼不能⾒的權勢。有關這
事的報導傳遍了這個地區，⾺可明確地指出那是加利利 。



醫治彼得的岳母（1）（可1：29∼31；路4：38∼39；太8：14∼15）

• 醫治彼得的岳母，是耶穌⾏的幾次醫治中最早的⼀次。耶穌所⾏的神蹟，
四個與某種形式的癱瘓有關；三個涉及瞎⼦，還有⼀個概括的說明；兩
次醫治⿇瘋病⼈，加上⼀個概述；⼀次醫治患癲癇症的（也是⼀次趕
⿁），⼀次醫治聾⼦，⼀次把削掉的⽿朵放回去，另外還有五次別的神
蹟（熱症、⽔腫、疾病、⾎漏）。最後，有三次使死⼈復活的情況和⼀
個附帶的概括說明。總體來說，這些神蹟說明耶穌恢復的⼯作，並且指
向神拯救的特別時候已經來臨（路7：22∼23；太11：4∼6）。
Ø古時候的⼈並沒有在疾病和⿁附之間作出區別，⽽福⾳書的作者也採取了同樣的
作法。然⽽，兩者雖然在很多時候確實重疊了，可是偶爾也會做出區分。因此，
在⾺可福⾳1:32，有兩種⼈被帶到耶穌跟前：害病的和被⿁附的。在路加福⾳和
⾺太福⾳也有同樣的例⼦。



醫治彼得的岳母（2）（可1：29∼31；路4：38∼39；太8：14∼15）

• ⾺可和路加記錄在同⼀天發⽣於迦百農的⼀連串事件，這個醫治是其中
⼀個。⾺可福⾳的記述⽐較詳細。只有他指出，與他們⼀起的還有安得
烈、雅各、和約翰。路加的遺漏不難解釋：他還沒有描述這些⼈如何成
爲耶穌的⾨徒。只有路加指出耶穌說過的話 —斥責那熱病。也只有他
指出，她的病⽴即痊癒了。她⽴刻起來服事他們，證明她已經得到醫治。
雖然⾺太福⾳和路加福⾳使⽤不同的希臘⽂動詞說她「起來」，但是它
們⽤相同的動詞說她「服事他們」。描繪她接著服事，不是偶然的。就
如我們查考路5：1∼11的時候會看⾒，神蹟並不只是事件，卻往往要隱
喻更深刻的事實。這裡的重點是，醫治和恢復使⼈⽤服事來表⽰感恩的
回應。



在傍晚治好的病⼈（可1：32∼34；路4：40∼41；太8：16∼17）

• 這個概述結束了在迦百農的⼀天。對觀福⾳都在耶穌的治病和趕⿁之間
作出區別。⾺可福⾳和路加福⾳講論耶穌如何禁⽌⿁說話。⾺可含糊地
說，「因爲⿁認識祂」，路加卻清楚地指出，「因爲他們知道祂是基
督」。只有路加已經提到過⿁對耶穌的承認：「你是神的兒⼦」。⾺太
確定，耶穌的⼯作是祂承擔了要代表「僕⼈」的⼀部分，並且説那是要
應驗以賽亞書53：4的話。耶穌擔當了他們的疾病，代替了他們的軟弱。
在這裡，這話要強調的是祂如何使他們的疾病得到醫治，並不是指爲他
們的緣故代替了獻祭。雖然今天在教會裡有許多⼈⽤這段經⽂作基礎，
來爲醫治的神蹟作辮護，可是耶穌的⼯作最終要超越⾝體上的醫治，達
到靈命完全的復興。這樣，以賽亞書第五⼗三章成爲關鍵的經⽂，說明
⾝體的醫治如何指向更重要的屬靈醫治 — 福⾳書從整體的醫治發展出
來的論題。因此，⾺太福⾳和路加福⾳的這些概述，解釋了耶穌之活動
的深遠意義，⽽⾺可福⾳的概述僅僅描述耶穌的⼯作。



耶穌的神蹟導致對⾨徒的呼召（路5：1∼11）

• 對路加來說，它的作⽤就等於耶穌在可1：16∼20（或太4：18∼22）呼召四個⾨
徒的事件，也重復了那段經⽂中「得⼈的漁夫」這個意象。因此，路加概述耶
穌的話語和⾏爲的事奉之後，現在，他說明耶穌聚集跟隨祂的⼈。

• 耶穌呼召⼈作得⼈的漁夫時，豐富的漁獲成爲這個呼召的背景。這些神蹟不僅
展現能⼒和證明，也描畫出某種「更深刻」、與耶穌的能⼒有關的重要事實。
因此，漁獲導致耶穌講到得⼈的漁夫，那不是偶然的。這個歷史性的神蹟作爲
隱喻，象徵耶穌呼召那些被祂吸引的⼈参與宣教和服事。

• 代表⾨徒的彼得和耶穌之間有著重要的互動。當耶穌最初吩咐彼得「下網打⿂」
的時候，彼得對耶穌表現了很⼤的信任。當他們打到的⿂多得使他們不知所措
的時候，彼得停下⼿上的⼯作，尊敬地俯伏在耶穌⾯前，求祂離開，說：「主
啊！離開我，我是個罪⼈！」彼得看⾒神明顯通過耶穌在⼯作，作爲⼀個罪⼈，
他絕對不能與耶穌如此接近。耶穌對彼得說：不要怕—正正肯定了彼得⾮常謙
卑的態度—「從今以後」，他要得⼈了。神能夠，並且會使⽤的，正是那些明
⽩⾃⼰的地位，並且以信⼼作出回應的⼈。



潔淨⾧⼤⿇瘋的（1）（可1：40∼45；路5：12∼16；太8：1∼4）

• 耶穌⽤⼀句話和觸摸，就潔淨了這⼈。這與正常的模式相反。正常的模式
下，觸摸不潔淨的⼈會使潔淨的⼈也成爲不潔。這個神蹟再次提供⼀幅圖
畫，說明神與耶穌的同在如何逆轉⼀個⼈悲慘的境況。⿇瘋病⼈受⼈排斥，
並且與所有團體隔離，因此，耶穌的⾏動使這⼈可以⾃由地恢復正常⽣活。

• 耶穌囑咐這⼈，除了祭司以外，不可對任何⼈說甚麽話，這是要履⾏利13：
49對確認得潔淨的⿇瘋病⼈所定的規條。接著的事件表明，這⼈無法保持
沉默，因此，耶穌這件事就傳開了。⾺可福⾳指出，其效果是耶穌不能再
進⼊城鎮教導，⽽必須往曠野去。這樣的反應極可能是耶穌嚐試吩咐這⼈
不要說甚麽的原因。耶穌似乎預料到，如果這⼈到處作證的話，那些尋求
得醫治的⼈就會使耶穌無法招架，⽽且帶來⼀個危機，就是神蹟取代了它
們所象徵的信息，成爲眾⼈注意的焦點。路加提出有「極多的⼈」聚集來
聽道，也指望耶穌醫治他們的病，說明了纇似的要點。耶穌的反應是退下
禱告，這經常是只有在路加福⾳指出的要點。



潔淨⾧⼤⿇瘋的（2）（可1：40∼45；路5：12∼16；太8：1∼4）

• 這段經⽂的重要部分是，這個⿇瘋病⼈往祭司那裡去，是「對他們證明
基督」的⾏動。這個⾏動會成兩刃的利劍。⼀⽅⾯，⿇瘋病⼈⾒證了神
以恩典對待他，但另⼀⽅⾯，⿇瘋病⼈⾒證了這是通過耶穌成就的⾏動。
這次醫治迫使⼈承認神正通過耶穌在⼯作，那麽他們要如何回應呢？宗
教領袖向耶穌提出挑戰，⽽沒有接受祂。



醫治癱⼦（可 2：1∼12；路 5：17∼26；太 9：1∼8）

• 事件的關鍵就是其中的對話。⼈們把癱⼦帶到耶穌⾯前，祂起初的選擇是宣告
他的罪得赦免，對他的情況不作甚麽。對在場的神學家來說，赦免這⼈的罪有
直接的神學意義。⾺太和⾺可都在這個時候指出有⽂⼠在場，同時都指出他們
⼼裡議論的問題。每⼀卷福⾳書都表達了同⼀個要點，耶穌「奪取」了單單屬
於神的特權。那些神學權威對耶穌說祂能夠赦罪的聲稱提出挑戰，⽽耶穌的回
答就是治好這個癱⼦，⽤神有⼒的答覆作爲證明。

• 經⽂⽤不同的⽅法描述其他在觀看的群眾作出的反應。⾺太福⾳說他們就驚奇，
歸榮耀於神，因爲祂將這樣的權柄賜給⼈。對這群⼈來說，這個舉動沒有甚麽
特別與耶穌有關的地⽅，他們只是因爲神會通過⼈的媒介作這樣的事感到驚奇。
⾺可福⾳和路加福⾳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描述。

• 簡單地說，耶穌的⾏動引起爭論，因爲赦罪的聲稱是具有爭議的。在這
裡，這個宣告遠⽐神蹟本⾝重要，因爲神蹟本⾝是按照耶穌安排的⽅法
表現出來的。雖然耶穌還沒有解釋描述⾃⼰是「⼈⼦」這事的背景，但
重要的是，有如此⼤的權柄在祂和祂的宣告裡。



呼召利未/⾺太（可2：13∼17；路5：27∼32；太9：9∼13）

• 另⼀個爭議是與耶穌往來的⼈。這事件也有兩部分。⾸先，耶穌呼召⼀個
稅吏，⾺可福⾳和路加福⾳稱他為「利未」，⽽第⼀卷福⾳書稱為「⾺
太」。然後，耶穌出席了⼀個宴會，⾄少在那些宗教領袖的眼裡，這是⼀
件可恥的事，因爲，税吏被認爲是罪⼈。

• 正如⾺太和⾺可指出的，耶穌樂意與他們在⼀起，甚⾄和他們⼀起吃飯。
對⽂⼠和法利賽⼈來說，這事令他們不安。在⾺可福⾳和路加福⾳的解釋
中，耶穌⽤⼀句諺語和使命宣⾔（「我來」）答覆他們：康健的⼈⽤不著
醫⽣，有病的⼈才⽤得著。耶穌的使命就是要服事那些有需要的⼈。所以，
祂的使命不是召義⼈，乃是召罪⼈。⾺太福⾳更加⼊引⽤來⾃何西阿書6：
6的「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並「這句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摩」。
在當時那種以榮譽和羞恥爲重的⽂化下，嚴厲批批宗教領袖不理解聖經幾
乎會令⼈震驚。猶太⼈的領袖知道這些原則，所以，耶穌控訴的是他們沒
有實踐。



有關禁⾷的問題（1）（可2：18∼22；路5：33∼39；太9：14∼17）

• 問題與具體的敬虔習俗有關。猶太⼈⽤禁⾷表達嚴肅的敬拜。耶穌似
乎沒有注意這點，令⼈感到不安，提出這個問題的⼈暗⽰祂缺乏屬靈
的靈敏度。耶穌的回答是重要的，因爲祂不僅解釋了跟隨祂那些⼈的
做法，祂使⽤婚宴的象徵也充滿了值得注意的地⽅。耶穌說，與新郎
⼀起在婚宴中慶祝的時期，禁⾷是不恰當的。然⽽，事情會改變，新
郎離開他們的⽇⼦將要來到，他們在那時候禁⾷就再次成爲恰當的了。
提及新郎離去，似乎暗⽰耶穌要被棄絕和受死，但重要的是耶穌把⾃
⼰⽐作新郎— 神在舊約聖經裡的象徵（賽61：10，62：5；耶2：2，
32）。同樣重要的是這裡暗⽰的背景，即神與祂的⼦民有婚姻上的關
係（賽54：4∼5，62：4∼5；結16；何2）。猶太教沒有彌賽亞作爲新
郎的概念，因此這是獨特的意象。雖然耶穌的話是難懂的，可是它暗
⽰耶穌與神的動機和計劃有密切的關係。



有關禁⾷的問題（2）（可2：18∼22；路5：33∼39；太9：14∼17）

• 隨著這個基本宣布的，還有⼀些眾所周知的意象。⾺太福⾳和⾺可福⾳
記錄了兩個，⽽路加福⾳有三個。這些意象的要點僅僅是補充耶穌的話：
從前做的事情現在發揮不了作⽤了。祂帶來⼀些需要不同容器的新東西。
Ø⼈不能把⼀塊新的—還沒縮⽔的—布縫在舊的，縮過⽔的布上。如果把新布和
舊布縫在⼀起，結果會造成⽐先前更糟糕的破裂。因此，重點是猶太⼈的習慣
（舊約聖經類型的猶太教和由此產⽣的第⼆聖殿習俗）有需要修補的裂縫。這個
修補不僅需要拼縫，還需要⼀些新的事物。路加福⾳指出錯誤的組合會帶來破壞，
⽽且舊的和新的不相稱。

Ø第⼆幅畫⽤了酒袋的意象。這裡的要點是新酒會使舊⽪袋裂開，因爲舊⽪袋已經
磨損，⽽且沒有彈性。這種新舊的混合使⼈同時損失了⽪袋和新酒。因此，新酒
必須放在新⽪袋裡。耶穌帶來的佳⾳就像⼀個新的時代。就像婚姻的來臨，和有
新習俗的新家庭，它涉及⽤新的⽅法去靠近神。「新的」教導需要⼈⽤「新的」
⽅法去看宗教習慣。⽤新⽪袋裝新酒，兩樣都得以保全。這是唯有⾺太福⾳清楚
提出的最後⼀點。



有關禁⾷的問題（3）可2：18∼22；路5：33∼39；太9：14∼17）

Ø只有路加福⾳還有第三幅畫。它仔細考慮爲何有⼈不去嘗試「新」酒，只不過是
因爲他們對舊的感到滿意。因此，耶穌在這裡承認，當祂對以⾊列民族提出挑戰，
認爲她需要⼀些新的事物時，有些⼈仍然會對他們的現況感到滿意。

Ø問題思考：當我們基督徒沒有想棄絕⽼我，⽽只求永⽣時，是否如在舊⾐服上縫
新布、⽤新酒裝進舊⽪囊？



在安息⽇掐⿆穗起的爭議 （1）
（可2：23∼28；路6：1∼5；太12：1∼8）

• 耶穌以「⼤衛和跟從他的⼈吃了陳設餅，那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為例
⼦，來說：有時候，就像陳設餅的情況⼀樣，安息⽇的律法是可以「違
犯」的。這個⽐擬也許是基於⼈的基本需要，因爲福⾳書都指出祂和跟
隨祂的⼈都餓了。這類關係上的關注，符合了耶穌要⼈關⼼鄰舍的教導。

• 耶穌的論點並沒有停在那裡。⾺太福⾳和路加福⾳都⽤了「⼈⼦是安息
⽇的主」作爲結束。耶穌在這裡提出了⼀個全新的斷⾔，聲稱⾃⼰擁有
超越神設⽴之安息⽇的權柄，安息⽇是誡命中的⼀條所規定必須遵守的
⼀⽇。就如祂替代了新郎，⼜如祂聲稱⾃⼰能赦罪⼀樣，祂在這裡再次
與神聯繫在⼀起。換句話說，在這些爭論中，耶穌⽤⼀連串聲稱，指出
⾃⼰與神有密切的關係。耶穌沒有清楚地確認或承認⾃⼰是某個⼈物，
卻認爲祂的⾏動有助與解釋祂是誰。



在安息⽇掐⿆穗起的爭議 （2）
（可2：23∼28；路6：1∼5；太12：1∼8）

• ⾺可福⾳有另外⼀句獨特的話：「安息⽇是爲⼈設⽴的，⼈不是爲安息
⽇設⽴的」。耶穌是說，安息⽇的律法從來沒有要限制滿⾜⼈的基本要
求。然⽽，耶穌並不是說⼈有超越安息⽇的權柄。相反，⼈⼦和從神那
裡接受了在末世審批之權柄的那位才有這樣的權利。新的時間指向帶來
新時代的那位關鍵⼈物的存在。因此，末世的宣告隨著允許例外的論點
解決了這個問題。

• 也許因爲⾺太對猶太⼈的問題最爲關注，所以⾺太福⾳提出了更詳細的
論據。⾸先，⾺太福⾳訴諸於另⼀個例⼦：祭司在安息⽇在聖殿裡⼯作。
耶穌的意思是，如果安息⽇的限制不包括祭司在聖殿裡的⼯作，那麽祂
的活動也不受限制！這是⽤另⼀個⽅法說明祂剛剛提出的末世宣告。如
果耶穌的地位⽐聖殿⾼，祂與那些和祂同⼯的⼈，就⽐聖殿中的祭司更
不受安息⽇的問題限制。



在安息⽇掐⿆穗起的爭議 （3）
（可2：23∼28；路6：1∼5；太12：1∼8）

• ⾺太福⾳第⼆個獨特的訴求，引訴了與⾺太福⾳9:13同樣的經⽂：何西
阿書6：6，神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祂希望以更重視憐憫的⽅法對待
百姓，⽽不是⽤法律規定的禮儀。

• 「新」的做法帶來與「舊」習慣的爭議。雖然表⾯看來可能如此，可是
他們沒有違反律法。相反，它實踐了神願意看⾒的關係，就是顯出憐憫；
並且安息⽇是爲了⼈的利益⽽設的。作爲⼈類的代表，⼈⼦得到神的權
柄，甚⾄是超越安息⽇的權柄。最後，⼀切爭論迫使⼈要對耶穌是誰作
出選擇。



在安息⽇醫治枯乾了⼀隻⼿的⼈ （1）
（可3：1∼6；路6：6∼11；太12：9∼14）

• 有⼀個右⼿枯乾的⼈⾛進會堂，他的狀態可能使他不能⼯作。這裡說那
些法利賽⼈在「窺探」耶穌，看祂是否會在安息⽇醫治這⼈。三個記述
都指出對⼿的動機：他們想控告耶穌。在⾺太福⾳，耶穌直接提出挑戰，
問在安息⽇治病可以不可以。領袖們的看法是，對沒有⽣命危險的⼈來
說，可以等⼀天才進⾏醫治。

• 根據路加福⾳，耶穌知道這些⼈在想甚麽，就告訴那個⼈到祂那裡去。
⾺太福⾳在這個地⽅特別詳細，他指出，如果他們的⼀隻⽺在安息⽇掉
在坑裡，他們會抓住那隻⽺，把牠拉上來。⼈⽐⽺更爲貴重，因此就暗
⽰在安息⽇應該可以減輕⼈的痛苦。在這些福⾳書裡，耶穌都使⽤了祂
⾃⼰充滿諷刺意味的問題強調這點：「在安息⽇⾏善、作惡、救命、害
命，哪樣是可以的呢？」祂指向動機。在榮耀神的⽇⼦，法利賽⼈尋找
抓住耶穌並控訴祂的機會；相反，耶穌要⾏⼀件使⼈恢復健康的事。



在安息⽇醫治枯乾了⼀隻⼿的⼈ （2）
（可3：1∼6；路6：6∼11；太12：9∼14）

• 耶穌只是吩咐那⼈伸出⼿來，那⼈的⼿就恢復了。這次事件顯⽰出的權
柄似乎証明神通過耶穌在⼯作。法利賽⼈轉⽽作出迅速的反應，「商議
怎樣可以除滅耶穌」。因此，對觀福⾳都在最後⼀個安息⽇的挑戰中看
⾒耶穌超出了宗教領袖的界限。⼀系列的爭議產⽣了對耶穌的抵抗。



概述：耶穌在海邊治病
（可3：7∼12；路6：17∼19；太4：24∼25；太12：15∼16）

• 這些概述的主要特⾊是，它們都証明了耶穌不斷擴⼤的影響⼒。

• 路加指出他們來⾃猶太全地、耶路撒冷、推羅、和西頓。因此，以⾊列
境內和境外的⼈都來了。他們來聽道，想得醫治，也希望耶穌趕出污⿁。

• ⾺可福⾳說耶穌退到海邊，有許多⼈從加利利跟隨祂。但是還有從猶太、
耶路撒冷、以⼟買、約但河外，並推羅、西頓來的⼈。

• ⾺太福⾳的作者注意到耶穌的名聲已經傳到敘利亞，抵加坡⾥，和約旦
河外等地⽅。住在那些地⽅的主要都不是猶太⼈。僅管這裡混合了各種
種族，可是耶穌仍然以登⼭寶訓教導他們。因此，縱然以⾊列是耶穌主
要觀注的民族，祂仍然不分種族，向每⼀個⼈說明有關⾨徒和天國盼望
的信息。



揀選⼗⼆⾨徒（可3：13∼19；路6：12∼16；太10：1∼4）

• 對觀福⾳強調不同的要點。⾺太福⾳適當地把這事放在使命段落的開始
處。耶穌召集⼗⼆⾨徒幫助祂傳揚天國近了的信息。只有路加福⾳指出，
耶穌在整夜禱告之後揀選⾨徒。也只有路加在這個時候稱他們為「使
徒」，並且說明是從更⼤的⼈群中選出這些⼈。他的記述也是最短的，
僅僅提出⼗⼆⾨徒的名字。

• 這個揀選的重要因素，是耶穌為特別的作⽤選了⼗⼆個⼈。他們與以⾊
列的⼗⼆⽀派成爲相似的結構。耶穌要改⾰的呼籲將有它⾃⼰的結構和
領袖。最後⼀點，這些來⾃各種背景的⼈在⽇常⽣活中出現。他們當中
有幾個漁夫，有税吏和「奮銳黨」，這兩個⼈原先在政治範圍中各執⼀
⽅，⼀個爲羅⾺服務，另⼀個試圖推翻羅⾺政府。這個多樣化的選擇表
明耶穌如何把持有不同觀點的⼈聚在⼀起，也表明祂要「普通⼈」把這
個信息傳給與他們同等的⼈ 。



結論 （1）

• 耶穌傳道的開始包括三個要素：祂的教導、治病趕⿁、和祂聲稱的權柄
引起的爭議。

• 耶穌聲稱⾃⼰有赦罪的權柄，與罪⼈或在政治上受懷疑的⼈交往，不注
意敬虔習俗的細節，和祂對安息⽇的態度，這些都受到質疑。

• 祂的治病和趕⿁都指出祂擁有不尋常的能⼒，祂做事的⽅法也使猶太教
的許多領袖感到不安。祂呼籲⼈們改變，對這個民族的屬靈狀況提出挑
戰。但是，最令⼈擔憂的是祂對權柄作出的宣告，和祂宣布這個現在已
經來臨的世代有甚麽性質。這是應驗預⾔的時代，⽽祂是引發這事的核
⼼⼈物。

• 祂帶著權柄的教導是⼀種新的⽅法，也是要實現應許的宣告。祂的教導
帶來的連續性和中斷性，引起屬於它們⾃⼰的張⼒，因爲耶穌既成就，
也取代了舊約聖經。



結論 （2）

• ⼈們⾯臨對耶穌作出決定的需要，也要思考⾃⼰的屬靈境況。這位醫⽣
的使命是傳講天國的道，並且呼召有病的⼈悔改。祂在計劃中的作⽤是
整個安排的核⼼因素。醫⽣的傳統指向耶穌，祂就是得到醫治的關鍵。
因此，耶穌在加利利的事⼯迫使祂的聽眾對神的計劃和神的代表作出選
擇。祂會被接受，還是遭排斥？福⾳書報導這個事⼯，也迫使今天的讀
者作出同樣的選擇。

• 那些接受呼召，要在神應許和實現的世代中有分的會⾯對這個問題：
「参與的呼召涉及⼀些甚麽？」⾺太福⾳記錄了耶穌最爲⼈熟知的講
論 —登⼭寶訓 —其中提出了對這個問題的關鍵答案。路加福⾳的描
述 —平原福⾳ — 整理了那裡的教導，去掉⼀些以猶太⼈爲主的律法部
分。路加福⾳簡介的形式展⽰出，如何向⼤部分屬於⾮猶太⼈的聽眾提
出這個教導。



第四課從律法到⽣命經⽂預讀（1）
• ⼋福 (太5：3∼12;路6：20∼26)

• 世上的鹽 (太5：13;可9：49∼50;路14：34∼35) 

• 世上的光 (太5：14∼16;可4：21;路8：16)

• 律法與先知 (太5：17∼20;路16：17)

• 殺⼈與怒氣 (太5：21∼25;路12：57∼59)

• 論姦淫 (太5：27∼30;可9：43，45，47)

• 論離婚 (太5：31∼32;路16：18)

• 論起誓 (太5：33∼37)

• 論報復 (太5：38∼42;路6：29∼30)

• 論愛仇敵 (太5：43∼48;路6：27∼29，32∼36)



第四課從律法到⽣命經⽂預讀（2）
• 主禱⽂ (太6：7∼15;路11：1∼4)

• 追求財富的問題 (太6：19∼24;路12：33∼36)

• 財富與憂慮 (太6：25∼34;路12：22∼32) 

• 有關論斷⼈的教導 (太7：1∼5;路6：37∼42;可4：24∼25) 

• 待⼈如⼰ (太7：12;路6：31)

• 兩條道路 (太7：13∼14;路13：23∼24)

• 果⼦與假先知 (太7：15∼20;路6：43∼45) 

•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太7：21∼23;路6：46;路13：25∼27) 

• 建在盤⽯或沙⼟上的房⼦ (太7：24∼27;路6：47∼49) 



歡迎⼀起來更多地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