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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基督的權能主耶穌基督的權能 路加福音十25至十一54

接著就出來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 ─ 只有出現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講述猶太社會的宗教人士，有利未人、祭司；

可是去幫助別人的、好心的鄰舍，

卻是一個被猶太人看不起的撒馬利亞人。

十25-29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

說：「夫子！我該作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

律法師的回應提到了舊約的兩處經文 ─ 申命記、利未記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

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

‧誰是我的鄰舍‧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 ‧引起爭議 ‧六禍

透過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耶穌澄清的焦點、提出的問題 ─

我是不是一個好鄰舍，

而不是「誰是我的鄰舍，要我去幫誰」。

質問耶穌的律法師，真的有很多的知識，

他能夠分辨誰是我需要幫助的鄰舍

可是透過耶穌比喻的故事卻發現 ─

我們所缺少的不是知識，

缺少的是從上帝而來的愛！

我們缺乏的不是愛神、愛人的知識，

我們需要徹底的從耶穌那裡領受一個愛神、愛人的心愛人的心，，

這個新的心是在上帝的國度當中，

跟隨耶穌的門徒生命當中真正所擁有的。

‧誰是我的鄰舍‧馬大、馬利亞‧主禱文 ‧引起爭議 ‧六禍

馬利亞 ─ 坐在耶穌的腳前聆聽耶穌講道，

馬大 ─ 忙著在招待三餐，

十41-42 耶穌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真正跟隨耶穌的門徒的特質 ─

不是關於愛神、愛人的知識，

而是擁有愛的生命的一顆愛人的心

不是去替耶穌忙東忙西的，

而是真正坐在耶穌的腳前、聆聽耶穌說話說話的的馬利亞馬利亞，，

耶穌說：「這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馬利亞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的。」」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主禱文‧引起爭議 ‧六禍

十一1 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

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主禱文的經文，路加福音相對比馬太福音短。

耶穌教導非常的簡短，用三節經文介紹了主禱文。

十一2-4 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跟聽禱告的神的關係 ─ 是天父的關係

不是孤伶伶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一起活在神的國度中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 ─ 為自己的日用飲食

赦免我們的罪 ─ 為蒙赦免

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 ─ 人際關係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主禱文‧引起爭議 ‧六禍

後面用了八節的經文，來教導禱告的態度 ─

半夜找朋友幫忙求餅的比喻，描述關於禱告的教導。

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會遇見的情境，

來讓我們去了解一個屬靈的真理 ─

體會天父是誰？天父怎樣聆聽禱告呢？

它其實是一個反比方，

朋友敲門求的時候，被請求的已經上床睡覺了…
相對的我們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覺，

祂就是等在那邊、樂意施恩給我們…

上帝要回應我們的禱告，是那麼積極的、迫切的，

只怕我們不向祂開口、只怕我們不向祂祈求。

十一9b 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主禱文‧引起爭議 ‧六禍

十一11-13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

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

這一段教導禱告的經文，

就是描述我們禱告的對象是天父，

這位天父有什麼樣的特質

當我們禱告的時候祂如何回應

所以祂引導門徒說 ─ 放心大膽的去祈求，

十一10 凡祈求的，就得著；

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這位天父是這樣的豐富、積極、慷慨，樂意回應人的禱告。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主禱文‧引起爭議 ‧六禍

要緊的就是第十三節經文 ─

在禱告當中，天父樂意將好東西 ─

就像父親喜歡拿好東西給兒女一樣，

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嗎？

聖靈的能力跟工作，

是一直展現在耶穌的生平當中。

耶穌在準備釘十字架、往耶路撒冷去，

給門徒的教導當中，

也傳遞了在受差派、得著能力權柄服事當中，

那個聖靈的能力。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引起爭議‧六禍

上帝的國度臨到，另外有一個屬撒但的國度，

兩個權能的會戰中，耶穌絕對不是像這些人所汙陷的

卻襯托出耶穌靠著聖靈的能力趕鬼，是神的國臨到了

當代的人被耶穌事奉、醫治、釋放，卻不接受耶穌做生命的主，

十一14-18 耶穌趕出一個叫人啞巴的鬼，啞巴就說出話來。

內中卻有人說：「他是靠著鬼王別西卜趕鬼。」

耶穌靠著什麼趕鬼呢 ─ 就是聖靈的能力。

他曉得他們的意念，便對他們說：

「凡一國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耶穌就說好有一比：汙鬼離了人身，

就在無水之地飄來飄去、然後回到那個人，

已經被打掃乾淨、卻沒有接受耶穌作主。

當代的人情況，是非常的頑梗悖逆。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引起爭議‧六禍

十一16 又有人試探耶穌，向他求從天上來的神蹟。

他們對眼前的神蹟 ─ 鬼附的得醫治，是靠鬼王趕鬼…
如果把信心著眼在神蹟上，會發現是這麼的不穩固。

十一32b 看哪！在這裡有一人比約拿更大。

約拿在魚腹中三日三夜，

耶穌也會在墳墓當中三日三夜復活…

這個神蹟是指著後來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蹟，

是在當代真正來證明耶穌的權能、耶穌的能力

更顯明當時的人，他們是黑暗的、全然活在黑暗當中

十一29 這世代是一個邪惡的世代，除了

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引起爭議‧六禍

十一31 南方的女王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

看哪！在這裡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

這個人當然就是耶穌！

襯托出在所羅門當代、約拿當代，

人對神的話、對神的作為，

有如此正面的回應；

迎接主耶穌基督的時代，

卻是一個這麼邪惡的世代。

耶穌回頭來責備那個求更多神蹟的世代，

提醒他們說 ─

除了約拿的神蹟，沒有別的神蹟。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引起爭議‧六禍

十一34-35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裡頭的光或者黑暗了。

當代的人裡頭到底有沒有光呢？眼睛是明亮、還是黑暗呢？

十一13b 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

這一群人卻沒有求，

拒絕了耶穌在他們眼前所展現的

能力、權柄、所帶來神的國；

他們裡面是黑暗的、是沒有亮光的。

關鍵是禱告！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 ‧引起爭議‧六禍

十一37-38 說話的時候，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同他吃飯。

這法利賽人看見耶穌飯前不洗手便詫異。

整個的行動裡，似乎有一群在旁邊看著耶穌所行的神蹟，

然後評頭論足的不接受耶穌的權柄能力、還與耶穌辨論…

飯前洗手在當代不只是衛生因素，是潔淨的禮儀 ─

不可以用俗手吃飯，這樣的飲食是不潔淨的。

當主耶穌面對法利賽人本末倒置問題的時候，提醒說 ─

他們過分注重外在的儀式

忽略在他們生命當中真正內在的光景…

十一39 如今你們法利賽人洗淨杯盤的外面，

你們裡面卻滿了勒索和邪惡。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 ‧引起爭議‧六禍

十一40-41 無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裡面嗎？

只要把裡面的施捨給人，凡物於你們就都潔淨了。

上帝是看重內心的，這些文士、法利賽人只看重外在的。

因為這個無知所造成的禍 ─有禍了！

十一42 你們將薄荷、芸香並各樣菜蔬獻上十分之一，

那公義和愛神的事反倒不行了。

把雞毛蒜皮的行禮如儀

最基本的、內在的核心，在信仰當中

愛神愛人的事情，反而沒有去做

顛倒了價值觀、優先次序錯誤了。

第一個禍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 ‧引起爭議‧六禍

第二個禍 十一43 你們喜愛會堂裡的首位，

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你們的安。

當代法利賽人很得百姓的愛戴，

在宗教以及道德生活當中非常的謹守。

耶穌卻提醒說 ─

你們很喜歡別人稱讚你們，

很喜歡得眾民的喜愛、在會堂裡的高位

其實動機都是自我中心，

這是不準確的、不是上帝所要的

表面的行禮如儀做的好，

是希望得人的獎勵、得人來的稱讚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 ‧引起爭議‧六禍

第三個禍 十一44 你們如同不顯露的墳墓，

走在上面的人並不知道。

墳墓就是死屍，接觸死屍 ─

在當代的律法主義就是不潔淨的…
耶穌說 ─ 你們裡面的動機、優先次序的不準確，

法利賽人在當代是自命清高、有好名聲的人，

可是耶穌提醒他們 ─ 不是只有在人面前有好名聲，

在上帝面前，上帝所看重的是什麼呢？

就好像是個隱藏的墳墓，

使許多人經過的人都不潔淨，

比耶穌用俗手吃飯的問題是更嚴重的，

可是你們卻這樣子的本末倒置。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 ‧引起爭議‧六禍

十一45-46a 律法師中有一個回答耶穌說：

「夫子！你這樣說也把我們糟蹋了。」

耶穌說：「你們律法師也有禍了！」

律法師負責教導五經、律法書…

律法師
第一個禍

十一46b 你們把難擔的擔子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個指頭卻不肯動。

當代語文的轉換，不是所有人都能讀懂摩西五經，

律法師為了要教導百姓，把律法全部規條化，

比五經當中更複雜 ─ 這個不可那個不可…
以色列人因拜偶像被擄後，不再有聖殿可以敬拜，拜，

只有神的律法，奉行、看重律法到一個地步，

就是所謂律法主義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 ‧引起爭議‧六禍

在今天我們會遇見非常嚴謹的猶太人，

他們仍然非常的奉行守安息日。

猶太人出去旅行的時候，固定住一個飯店，

如果到了禮拜六 ─ 安息日的時候，

眾多的規條不能做工 ─ 包含不能動手按電梯；

在某一個他們特別下榻飯店的頂樓，就是猶太人的會堂，

可以去那邊進行安息日的崇拜…
飯店就把電梯設定可以自動跑到頂樓會堂去 ─ 不用做工。

規條化之後的律法主義，真的是綑綁人的，

在耶穌的當代就有這個類似的問題。

這個絕對不是在舊約當中的律法的教導，

而是在後來律法師把它規條化的問題，

所以耶穌責備律法師 ─ 把難擔的擔子擔在別人的身上。

‧誰是我的鄰舍 ‧馬大、馬利亞 ‧主禱文 ‧引起爭議‧六禍

律法師
第二個禍

十一47 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

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

律法師
第三個禍

十一52 你們把知識的鑰匙奪了去，自己不進去，

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阻擋他們。

文士的職分要解釋、教導人遵行律法，

他們卻阻擋其他人沒有辦法進入神的國，

只是用許許多多牽絆人的律法，把人給限制住…

我們帶領門徒的時刻，讓我們不致成為一個絆倒別人的人。

指向主耶穌基督自己即將要走上耶路撒冷十字架，

走上先知被殺害的命運跟道路。

當時的這些所謂宗教人士，

他們所看重的跟上帝所看重的，焦點是不一致的。

親愛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你的話語豐富，

你要使愚頑人因你的話語

而得著通達的思想，

也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你得以自由的真理當中，

真認識你、真知道你。

求主祝福，讓我們聆聽學習你話語的人 ─

使我們的生命也來展現你話語的真實跟美好。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