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凡」的受膏者
第九課使命之旅（下）



第⼋課綱要—使命之旅（1）
• 教導⾨徒（1）

Ø⾨徒的使命—傳福⾳
o撒瑪利亞⼈不接待耶穌—⾨徒的使命是傳福⾳⽽⾮審判

o差遣七⼗⼆⼈—更多的⾨徒被差遣去傳福⾳
o七⼗⼆⼈回來— 福⾳的⼤能，救⾃⼰也救別⼈

o宣教帶來紛爭—⼈們對福⾳的不同反應導⾄⼈際關係的分裂

Ø與神的關係
o⾺⼤和⾺利亞—⽣命中上好的福分

o朋友半夜⼤膽請求的⽐喻—情詞迫切地禱告

o⿎勵⾨徒禱告—當求聖靈的能⼒

o論信⼼—真信⼼能成就⼤事



第⼋課綱要—使命之旅（2）
• 教導⾨徒（2）

Ø今⽣的態度
o不要憂慮—先求神的國，其他的都加添給你們

o警醒中的忠⼼—⾨徒事奉應有的態度
o不義管家的⽐喻—為將來籌算，以今⽣的錢財造福他⼈

o在最⼩的事上忠⼼—在凡事上忠⼼

o盡職之僕⼈的⽐喻—盡職是僕⼈的本分

o不義的官的⽐喻—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Ø審判的⽇⼦
o⼈⼦的⽇⼦—⼤審判出⼈意料地來臨



第九課綱要—使命之旅（3）
• 挑戰宗教領袖

Ø應當謙卑
o有關謙卑的教導—謙卑的必被升⾼
o法利賽⼈和稅吏—謙卑的得以⾼升

o責備法利賽⼈和律法師—外表的謙卑無法掩蓋內⼼的驕傲

Ø應當憐憫
o律法師的問題和好撒瑪利亞⼈—當愛所有的⼈

o在安息⽇醫治駝背的婦⼈—在安息⽇作榮耀神的事是合宜的

Ø應當悔改
o⼤筵席的⽐喻—以⾊列⼈的棄絕使外邦⼈蒙福

o浪⼦的⽐喻—神的憐憫是豐盛的

o財主和拉撒路的⽐喻—不遵守律法的也不會接受耶穌



第九課綱要—使命之旅（4）
• 引導眾⼈

Ø警戒貪⼼
o警戒貪⼼—貪⼼會破毀⼈際關係
o無知財主的⽐喻—當感恩並分享神所賜的

Ø及時悔改
o與指責你的⼈達成協議—及時悔改以免永死

o與罪有關的問題和不結果⼦之無花果樹的⽐喻—及時悔改以免永死

Ø跟隨耶穌
o真正的福氣—聽道⽽去⾏的⼈有福了

o排除在天國之外—⽣命的連結才能得救

o作⾨徒的條件—撇下⼀切跟隨耶穌

o潔淨⼗個⾧⼤⿇瘋的—信⼼使⼈得救



第⼆部分挑戰宗教領袖
•耶穌使⽤攻擊和譴責性的⾔語反對他們。
•祂要求以⾊列重新考慮與神同⾏和接受耶穌，因爲這涉及重⼤的
利害關係。



有關謙卑的教導（路14：7∼14）
• 耶穌⽤⼀個講論他們尋求在婚宴上坐⾸位的⽐喻，對他們的⾃⼤提出挑
戰。凡⾃⾼的必降爲卑，⾃卑的必升為⾼。

• 耶穌不僅質疑⾃⼤，祂還說明⼈應該殷勤好客。不要邀請那些能對你的
款待作出回報的親戚朋友。相反，要邀請那些在邊緣的⼈：貧窮的、殘
疾的、瘸腿的、瞎眼的。要點是神看重那些以仁慈施予他⼈的⼈。這樣
做的時候，他們效法了神向⼈們顯⽰的那種犧牲和無條件的愛。



法利賽⼈和稅吏（路18：9∼14）
• 法利賽⼈與稅吏的⽐喻，在許多⽅⾯總結了耶穌對領袖和祂服事的那些
對象所持的態度。耶穌的事⼯要質疑的，是那些⾃以爲是⽽藐視別⼈的
⼈。神阻擋驕傲的⼈，⾼舉謙卑的⼈。

• 法利賽⼈在聖殿裡讚美神。不過，他感謝的不是神的恩典，卻是他⾃⼰
的正義。法利賽⼈的話裡充滿了第⼀⼈稱的代名詞。他的⾃⼤相應地使
⾃⼰與別⼈疏遠了。

• 相⽐之下，稅吏謙卑地遠遠站著，不敢舉⽬仰望聖潔的神。稅吏捶著胸，
求神開恩可憐他這個罪⼈。這代表了謙卑，信⼼，和依賴。所以耶穌指
出，神垂聽了這個⼈的禱告，因爲他回家的時候被算爲義了。

• 這個⽐喻警告⾨徒，在他們信仰的路途中，因爲⾃⼰的成就⽽在神⾯前
⾃⼤是危險的。這種傲慢也會在不易察覺的情況下破壞與他⼈的關係。



責備法利賽⼈和律法師（1）（路11：37∼54 ）

• 耶穌斥責的範圍很廣。祂先提出籠統的控訴，接著，耶穌分別對法利賽
⼈和律法師提出三個禍哉的宣告，隨著這些「有禍了」的話，⼀般都會
有作出糾正的建議。

• 籠統的控訴指出，雖然法利賽⼈保持杯盤「外⾯」的潔淨，但是他們的
裡⾯卻是敗壞的。提到盤⼦的潔淨，似乎引起了有關潔淨的問題，因為
⼈們洗淨餐具是為了避免蒼蠅把不潔淨的東西帶到盤⼦上。這裡關注的
不是衛⽣，卻是禮儀上的不潔。耶穌提到杯盤，涉及了整個不潔的範圍，
⽽不僅是洗⼿⽽已。對耶穌來說，重要的是在裡⾯的東西。耶穌對邪惡
和勒索的關注⽐對洗⼿更甚。解決的⽅法是「把裡⾯的施捨給⼈」。那
樣就產⽣出潔淨來。



責備法利賽⼈和律法師（2）（路11：37∼54 ）

• 接著是三句「禍哉」的話。第⼀句論述他們仔細地把最⼩的藥草獻上⼗
分之⼀，卻忽略了同時應當⾏出神的公義和愛。第⼆句針對他們的傲慢
⾃⼤，因爲他們喜愛會堂裡的⾸位，⼜喜歡別⼈在街市上特別向他們問
安。最後⼀句說法利賽⼈「有禍」的話，指責他們好像隱藏的污穢，因
爲他們就像不顯露的墳墓，⼈們不知道⾃⼰從上⾯⾛過（⾒：利21：1
∼4；民19：16）。換句話說，這些領袖⾃以爲是純潔的模範，但事實
恰恰相反；他們不僅沒有帶領⼈進⼊聖潔的⽣活，反⽽使別⼈更加污穢。

• 這些話如此強烈，以致⼀個律法師為法利賽⼈提出辯護，並且指出，這
樣的指責也牽連了律法師。他顯然以為，這樣做可能使耶穌躊躇不前，
但卻適得其反。耶穌接著講了三句律法師「有禍」的話。



責備法利賽⼈和律法師（3）（路11：37∼54 ）

• 耶穌對律法師提出了同樣嚴重的指責。⾸先，他們讓⼈承受重擔，⾃⼰
卻不幫著⼀起肩擔。其次，他們為祖宗殺死的先知修造墳墓。耶穌是在
諷刺他們，指出他們以為是尊敬先知的⾏爲其實是肯定了他們的祖先殺
害先知的事。因此，耶穌指責他們忽略並侮辱先知，以⾏爲認同祖宗所
⾏的，就好像親⾃謀殺先知⼀樣。耶穌以神的智慧預⾔，神要再差來新
⼀輪的先知作爲祂的使者，稱為使徒。到時，同樣的事情也會發⽣在他
們⾝上。所以耶穌警告他們，這世代的⼈要爲所有先知 — 從第⼀位殉
道者亞伯，直到最後⼀位撒迦利亞 —所流的⾎負責。最後⼀句「有禍
了」，是指出那些⾃認已經準確地提供了與神和祂的旨意有關的知識、
並且引以為傲的⼈最爲可怕。他們取⾛了知識的鑰匙，⾃⼰不能進去，
更攔阻了其他⼈進⼊。他們沒有專⼼成就應該做的⼯作，卻達成了相反
的⽬的。



律法師的問題和好撒瑪利亞⼈（路10：25∼37 ）

• 律法師知道⾃⼰的責任（「愛神，愛⼈」），但也想知道是否只需要對
某些⼈承擔這種義務。這樣的話，就能容許他聲稱⾃⼰已經遵循誡命，
也可以⾃以爲義。在他看來，有些⼈「不是鄰舍」，就不必理會。耶穌
就是⽤好撒瑪利亞⼈的⽐喻質疑這種區別。

• 敘事在兩點上有了出乎意外的轉折。⾸先，律法師問耶穌誰是他的鄰舍。
耶穌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轉⽽講了有關作鄰舍的故事。問題不是要
思考其他⼈是誰，⽽是我是怎樣的⼈。其次，祂讓⼤家都憎嫌的撒瑪利
亞⼈成爲榜樣，指出鄰舍可以來⾃令⼈驚訝的外表和地⽅。耶穌對那⽂
⼠說：「你去照樣⾏吧」，祂的意思是：「不要思索誰是鄰舍，你⾃⼰
就成爲別⼈的鄰舍吧」。愛⼈不需要計算如何擺脫愛的責任，只需單單
去愛。



在安息⽇醫治駝背的婦⼈（路13：10∼17）
• 在安息⽇，耶穌主動醫治⼀個駝背⼗⼋年的婦⼈，並且宣告她已經痊癒
了。祂的宣告和按⼿治病構成「在安息⽇⼯作」。管會堂的⼈卻發出抱
怨，因爲「有六⽇應當作⼯」，耶穌就應該在那六⽇之內治病。

• 耶穌稱那些領袖是假冒爲善的⼈。祂反問，難道他們在安息⽇不牽驢或
⽜去飲⽔嗎？所以，在分別出來要榮耀神的⽇⼦，釋放耶伯拉罕的⼀個
⼥兒脫離撒旦綑綁的權勢，是特別合宜的事。這些領袖沒有從神作的事
情或耶穌的教導中學到甚麼，因爲他們沒有好好利⽤這些額外的機會。



⼤筵席的⽐喻（路14：15∼24；太22：1∼14）
• 宴請的慣例是先發請柬，得到被邀請者的初步承諾，然後在宴會當天派
出僕⼈通知賓客赴宴的時候到了。到了坐席的時候，有⼈因爲各種原因
（買地、買⽜、娶親）不來赴宴，因爲他們認為這些事更重要。可是，
宴會沒有推遲。重要的⼀點是，神的應許沒有耽擱。它現在隨著耶穌來
臨，到處都找得到可以蒙福的⼈。家主動怒了，就決定邀請其他⼈。這
描繪了福分要擴展到以⾊列之外。耶穌邀請⼈分享祂的福分。

• 這個⽐喻向拒絕作出回應的⼈清楚地指出他們將要⾯對的審判和排斥。



浪⼦的⽐喻（1）（路15：11∼32）

• 這個⽐喻的重點是那位充滿憐憫的⽗親。⼩兒⼦要求⽗親提早把家產分
給他。這個請求帶著⼀點侮辱的態度，因爲暗⽰這個兒⼦不想與他的家
⼈有甚麼關係了。⽗親慈祥地同意了⼩兒⼦的請求。這個細節描述了神
怎樣經常讓我們按著⾃⼰的⼼意作事。

• 當⼩兒⼦敗壞了⼀切後，他後悔了，渴望回家，並願意接受不屬於家庭
成員的⾝份，因爲⽗親已經不⽋他甚麼了。然⽽，當他回到家，⽗親遠
遠就認出他，並且不顧習俗，跑去迎接他，「抱著他的頸項」，與他親
嘴。在這個⽐喻裡，促使⽗親作出反應的就是他的憐憫。兒⼦開始道歉
和認錯，可是⽗親不要聽這些。相反，他要把家裡最好的東西都拿來，
⼤⼤地慶祝。⽗親的理由是：「因爲我這個兒⼦是死⽽復活，失⽽復得
的」。他歡迎兒⼦回家，彷彿甚麼都沒有發⽣過似的。這形容了神對悔
改的罪⼈充滿憐憫的恩典和接受。



浪⼦的⽐喻（2）（路15：11∼32）

• ⼤兒⼦對弟弟回來後⽗親的反應⼤爲不滿，因爲⽗親忽略了他多年來的忠
⼼服事和順服。⽗親解釋說，在他以憐憫對待⼩兒⼦的時候，並沒有改變
⼤兒⼦的地位。耶穌要説的是，⼈們應該像找尋迷⽺或錢幣⼀樣去找尋罪
⼈，應該歡迎他們回來，⽽不是避之唯恐不及，因爲他們的返回代表了死
⽽復⽣，是值得慶祝的。



財主和拉撒路的⽐喻（1）（路16：19∼31）

• 財主和拉撒路的⽐喻談到另外⼀個遵守律法和善待他⼈的例⼦。故事也
強調了耶穌教導中最基本的道德觀。

• 財主在陰間為他的家⼈求情，要求亞伯拉罕從死⼈之地打發拉撒路去警
告他的家⼈。這樣做的⽬的是要警戒他們避免遭遇與財主同樣的命運。
⼈們經常忽略了亞伯拉罕在這個⽐喻中的回答。他說，他們有「摩西和
先知」。如果財主的家⼈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會知道該怎麼做。因
此，就讓財主的家⼈聽他們的話吧。第30節清楚指出，這裡的問題就是
悔改。財主缺乏慷慨的⼼，⽤錯誤的⽅法⽣活。經⽂重申，耶穌教導⼈
以憐憫對待有需要的⼈，這也正確地反映了律法。



財主和拉撒路的⽐喻（2）（路16：19∼31）

• 財主還不放棄。他懇求說，如果有⼀個從死裡復活的⼈向他的家⼈說話，
他們就會悔改。這話含有諷刺的意味。亞伯拉罕在故事中所拒絕的—
讓死⼈去向活⼈講話— 恰恰就是這個⽐喻要表達的意思。亞伯拉罕⽤
另⼀種帶諷刺意味的⽅法拒絕了。他說：他們「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
話，就是有⼀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這話再次表明，律
法指向的，也就是耶穌代表的。此外，不聽從神已經在律法中給予的啟
⽰，意味著即使啟⽰在有⼒的神跡中出現，他們也不會聽從律法所指向
的啟⽰。耶穌的事⼯顯出這正在發⽣的。



第三部分引導眾⼈
• 耶穌⽤警告、徵兆的話，呼籲他們悔改。
• 耶穌給予眾⼈更多作出回應的機會。祂向他們說明，當前的領袖使⽤
的⽅法並不是神的⽅法。



警戒貪⼼（路12：13∼15）
• ⼀個⼈從⼈群裡出來，請耶穌進⾏⼀項通常由拉⽐執⾏的調解職責。他
想要耶穌代他斡旋，迫使他的兄弟與他分家。

• 耶穌拒絕調解，還反問是誰⽴祂作斷事的官。耶穌擔⼼財產的問題會成
爲這⼈與他兄弟之間的障礙。因此，祂警告眾⼈要提防貪婪的⼼，因爲
⽣命不在於⼈的產業。貪⼼不僅有物質的⼀⾯，也有關係的⼀⾯，貪婪
可以損害我們與他⼈的交往。



無知財主的⽐喻（路12：16∼21）
• ⽐喻中的問題並不是得到收穫，因爲那是神的恩典。問題也不是財主爲
收成作的計劃，因爲他必須那樣做。問題是他把這些看作「我⼀切的糧
⾷和財物」儲藏起來。他打算⾃⼰使⽤這⼀切。神說他這個舉動是無知
的。

• 結論是「凡爲⾃⼰積財，在神⾯前卻不富⾜的，也是這樣」。如果⼈把
神讓他得到的事物只爲⾃⼰所⽤，在神⾯前就成爲愚昧⼈。這是貪婪帶
來的危險。



與你的債權⼈達成協議（路12：57∼59）

• 這裡的要點是清償⽋神的債。這個意象把罪⽐作債務。如果沒有與神算
清罪的問題，就會受到懲罰。如果下了判決，就不能期望得到釋放。還
清⽋款是因為⼈要爲債務擔負完全的責任，⼀旦他被定罪，就不可能得
到釋放。



與罪有關的問題和不結果⼦之無花果樹的⽐喻
（路13：1∼9）
• 罪惡和債務的話題導致眾⼈提出⼀些他們⾃⼰的疑問。這裡提出了兩起
事件：第⼀件是在執法和維持治安時，冷酷無情的彼拉多殺了⼀些前往
獻祭的加利利⼈；第⼆件是西羅亞樓倒塌，壓死⼗⼋⼈的事件。雖然這
兩件事分別是因為政治和偶然發⽣的原因，可是它們都導致⾮正常死亡。
⼈們對這兩件事提出了相同的問題：這些遇難者是更壞的罪⼈嗎？耶穌
對這兩種情況有相同的回答：「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
亡」。耶穌的答覆表明每⼀個⼈都有罪，⽽且需要悔改。此外，它指出
死亡的時間並不重要。

• 在結束這系列有關罪責的經⽂時，耶穌講了⼀個與以⾊列民族有關的⽐
喻。祂把以⾊列⽐作在葡萄園中不結果⼦的無花果樹。耶穌要指出的是，
以⾊列民族的紀錄顯⽰她⼀直未能達到神的⼼意。她離神施⾏審判的時
間已經越來越近了，⽽耶穌的同在是他們唯⼀的機會。雖然神是忍耐的，
可是他們必須作出回應。



真正的福氣（路11：27∼28）
• 聽神之道⽽遵守的⼈有福了。如果耶穌的誕⽣是得福的原因，那麽，對
祂作出回應就更蒙福。耶穌寧願這個婦⼈不要⽼是想著祂誕⽣的福氣，
卻去思想祂來臨的原因。耶穌特別重視的是⼈要對神的話作出回應（路
8：21；太7：24 =路6：47）。



排除在天國之外（路13：22∼30）

• 耶穌繼續對以⾊列⼈提出警告。神的國度將充滿來⾃世界各地的⼈，可
悲的是，最先得到福分的這個民族會有許多⼈錯過呼召。作爲亞伯拉罕
的後裔，並不意味著他們必然得救（路3：9；羅9：4∼6）

• 在這裡出現的不同論題，也散佈在⾺太福⾳不同的上⽂下理中。耶穌對
⼀些聲稱是奉祂的名事奉的⼈說，祂不認識他們（太7：21∼23）。耶
穌讚揚那位百夫⾧的時候，是其中⼀個例⼦，說明來⾃其他民族的⼈會
與耶穌⼀同坐席，⽽「本國的⼦民」卻要被趕到外⾯（太8：5∼13）



作⾨徒的條件（路14：25∼33）

• 耶穌坦率地提出了與祂同⾏所包含的意義和要求。祂講的不是「最低限度」
的要求，⽽是⾨徒⽣活中的優先次序。⾨徒需要「恨」⾃⼰的⽗母，妻⼦，
兒⼥，兄弟姐妹，甚⾄⾃⼰的性命（和合本）。「恨」在這裡是⼀個誇張的
措辭。它的意思是，⼀個⼈對耶穌的忠誠，要⽐他的家⼈的接納更爲重要。
如果沒有這樣的全然委⾝，就不可能成爲⾨徒。

• 接著有兩個例⼦。第⼀個例⼦講到沒有計算成本就要蓋樓的⼈，說明⾨徒要
準備⾛⼀段⾧遠的路，也要了解對耶穌作出回應以後會遇到的困難。第⼆個
例⼦講到⼀位王在酌量與另⼀個擁有更多軍隊的王作戰，如果不能打勝的話，
還不如去尋求和平。這裡要說的是，與其與更爲強⼤的神作對，倒不如與祂
和解。

• 在可能跟隨祂的⼈進⼊這條道路以前，耶穌希望他們知道涉及的是甚麼。祂
顯然在教導⼀群還沒有欣然接受祂的群眾。祂希望他們理解決定選擇耶穌意
味著甚麼。如果⼀個⼈作這個決定時認識神的呼召，當情況變得困難和世界
的摒棄來臨時，他會有更積極的反應。



潔淨⼗個⾧⼤⿇瘋的（路17：11∼19）
• ⼗個得耶穌醫治的⾧⼤⿇瘋的，只有⼀個⼈回來讚美神，⽽這個⼈是撒
瑪利亞⼈（「外族⼈」）。耶穌肯定，這⼈內⼼的反應使他回來道謝。
⼈必定要在這個過程中承認耶穌的⾓⾊，才會因爲神的恩典⽽榮耀神，
感謝神。敘事再次強調，許多在以⾊列以外的⼈⽐在以⾊列之內的⼈更
注意屬靈的事情。



結論（1）
• 在本段，路加使⽤了⼤部分只有他才有的材料，耶穌要⾨徒作好準備來
⾯對祂⾃⼰的死亡和離去，這裡概述了耶穌的事⼯。要⼀直等到耶穌復
活，⾨徒才能真正體會耶穌的教導，因爲他們要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理
解耶穌所宣告的，就是祂將要受的苦難。儘管耶穌多次警告⼈們，拒絕
祂會帶來的危險；雖然祂請求⼈們仔細看祂⼯作時的徵兆，但這些反對
的⼒量仍然存在。即使耶穌警告百姓，因爲這個民族⼀直否認耶穌，剩
下給他們作出回應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還是繼續反對，重複的神蹟
也沒有使他們相信。耶穌的挑戰和警告只是使敵意繼續加強。



結論（2）
• 耶穌警告⾨徒，這種反對將要蔓延到他們，因此，他們需要作好準備。
看重⼤眾的接受或財產，都會成爲跟隨耶穌的障礙。耶穌警告他們，要
留意過度看重財產，因為那可以破壞他們與神和其他⼈之間的關係。然
⽽，即使神的⾨徒必須受苦，神也會與祂的⾨徒同在。他們可以信靠神，
祂會把天國和⾨徒所需的⼀切供應他們。如果他們現在受到迫害，聖靈
要告訴他們當講的話。有⼀天，⼈⼦要在審判中爲跟隨祂的⼈伸冤。在
此期間，⾨徒要按照耶穌吩咐他們的道德標準忠⼼地堅持下去。他們應
該過著誠信的⽣活，爲著⾃⼰的名字被紀錄在⽣命冊裡⽽歡喜快樂。畢
竟，他們經歷了從前的先知和君王渴望看⾒的事情。耶穌帶來了神在很
久以前應許過的事情。所以他們要倚賴神，向祂禱告，並且忠⼼於祂。
此外，還要愛⾃⼰的鄰舍和尋找失喪的⼈。



結論（3）

• 這就是耶穌⾛近耶路撒冷時所作的事情。耶穌因爲⾃⼰要離開了，就要
⾨徒作好準備，同時⼀直向他們保證，在祂將要⾯對的苦難之後，要有
榮耀和伸冤。祂要求以⾊列重新考慮與神同⾏和接受耶穌，因爲這涉及
重⼤的利害關係。靠近耶路撒冷，意味著耶穌正要完成祂爲⼈類肩負的
使命，同時也在祂即將離去的時候幫助⾨徒⾯對事奉。



第⼗課忠⼼地跟隨聖經預讀
• 論休妻（太19：3∼12；可10：2∼12）
• 耶穌祝福⼩孩（太19：13∼15；可10：13∼16；路18：15∼17）
• 年輕的財主（太19：16∼22；可10：17∼22；路18：18∼23）
• 評論財主的事件（太19：23∼30；可10：23∼31；路18：24∼30）
• 葡萄園⼯⼈的⽐喻（太20：1∼16）
• 另⼀個受難的預⾔（太20：17∼19；可10：32∼34；路18：31∼34）
• 西庇太的兒⼦請求享有⾼位（太20：20∼28；可10：35∼48）
• 在耶利哥醫治瞎⼦（太20：29∼34；可10：46∼52；路18：35∼43）
• 撒該（路19：1∼10）
• 托付銀⼦的⽐喻（路19：11∼27）
• 進⼊耶路撒冷（太21：1∼9；可11：1∼10；路19：28∼40；約12：12∼19）
• 耶穌爲耶路撒冷哭泣（路19：41∼44）



歡迎⼀起來更多地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