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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六祸
透过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耶稣澄清的焦点、提出的问题 ─

我是不是 个好邻舍，
我是不是一个好邻舍
而不是「谁是我的邻舍，要我去帮谁」。
 质问耶稣的律法师，真的有很多的知识，
质问耶稣的律法师 真的有很多的知识
他能够分辨谁是我需要帮助的邻舍
 可是透过耶稣比喻的故事却发现 ─
我们所缺少的不是知识，
缺少的是从上帝而来的爱！
我们缺乏的不是爱神、爱人的知识，
我们需要彻底的从耶稣那里领受一个爱神、爱人的心，
这个新的心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
跟随耶稣的门徒生命当中真正所拥有的。

路加福音十25至十一54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
说：「夫子！我该作甚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甚么？」
律法师的回应提到了旧约的两处经文 ─ 申命记、利未记
申命记 利未记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十25-29

接着就出来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 ─ 只有出现在路
路加福音
加福音，
，
讲述犹太社会的宗教人士，有利未人、祭司；
可是去帮助别人的、好 的邻舍，
可是去帮助别人的、好心的邻舍，
却是一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撒马利亚人。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 ‧主祷文‧引起争议‧六祸

马利亚 ─ 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耶稣讲道，
马大 ─ 忙着在招待三餐，
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 件；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十41-42

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的特质 ─
 不是关于爱神、爱人的知识，
而是拥有爱的生命的一颗爱人的心
 不是去替耶稣忙东忙西的，
而是真正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耶稣说话
说话的
的马利亚
马利亚，
，
耶稣说：「这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马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的。」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 ‧引起争议‧六祸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稣在 个地方祷
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十一1

主祷文的经文，路加福音相对比马太福音短。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
我们跟听祷告的神的关系 ─ 是天父的关系
不是孤伶伶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起活在神的国度中
，
群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 ─为自己的日用饮食
赦免我们的罪 ─为蒙赦免
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 ─人际关系
；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十一2-4
十
2-4

耶稣教导非常的简短，用三节经文介绍了主祷文。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 ‧引起争议‧六祸

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十一11-13

这一段教导祷告的经文，
就是描述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
就是描述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
 这位天父有什么样的特质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如何回应
所以他引导门徒说 ─放心大胆的去祈求，
十一10

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这位天父是这样的丰富、积极、慷慨，乐意回应人的祷告。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 ‧引起争议‧六祸

后面用了八节的经文，来教导祷告的态度
节的经文
祷告的态度 ─

半夜找朋友帮忙求饼的比喻，描述关于祷告的教导。
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遇见的情境，
来让我们去了解一个属灵的真理 ─
体会天父是谁？天父怎样聆听祷告呢？
它其实是一个反比方，
它其实是
个反比方，
 朋友敲门求的时候，被请求的已经上床睡觉了…
 相对的我们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
相对的我们的神不打盹 也不睡觉
他就是等在那边、乐意施恩给我们…
十一9b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上帝要回应我们的祷告，是那么积极的、迫切的，
上帝要回应我们的祷告
是那么积极的 迫切的
只怕我们不向他开口、只怕我们不向他祈求。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 ‧引起争议‧六祸

要紧的就是第十三节经文 ─
在祷告当中 天父乐意将好东西 ─
在祷告当中，天父乐意将好东西

就像父亲喜欢拿好东西给儿女一样，
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圣灵的能力跟工作，
是一直展现在耶稣的生平当中。
是
直展现在耶稣的生平当中
耶稣在准备钉十字架、往耶路撒冷去，
给门徒的教导当中，
给门徒的教导当中
也传递了在受差派、得着能力权柄服事当中，
那个圣灵的能力
圣 的能力。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 ‧六祸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哑巴就说出话来。
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
耶稣靠着什么赶鬼呢 ─ 就是圣灵的能力。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十一14-18

上帝的国度临到，另外有
上帝的国度临到
另外有一个属撒但的国度
个属撒但的国度，
 两个权能的会战中，耶稣绝对不是像这些人所污陷的
 却衬托出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是神的国临到了
却衬托出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 是神的国临到了
当代的人被耶稣事奉、医治、释放，却不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
耶稣就说好有一比：污鬼离了人身，
耶稣就说好有
比：污鬼离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然后回到那个人，
已经被打扫干净 却没有接受耶稣作主
已经被打扫干净、却没有接受耶稣作主。
当代的人情况，是非常的顽梗悖逆。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 ‧六祸
十一31

南方的女王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这个人当然就是耶稣！
衬托出在所罗门当代、约拿当代，
人对神的话、对神的作为，
有如此正面的回应；
迎接主耶稣基督的时代
迎接主耶稣基督的时代，
却是一个这么邪恶的世代。
耶稣回头来责备那个求更多神迹的世代，
耶稣回头来责备那个求更多神迹的世代
提醒他们说 ─
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 ‧六祸
十一16

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他们对眼前的神迹 ─ 鬼附的得医治，是靠鬼王赶鬼…
鬼附的得医治 是靠鬼王赶鬼
如果把信心着眼在神迹上，会发现是这么的不稳固。
十一29

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除了
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耶稣也会在坟墓当中三日三夜复活
耶稣也会在坟墓当中三日三夜复活…
十一32b

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这个神迹是指着后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是在当代真正来证明耶稣的权能、耶稣的能力
 更显明当时的人，他们是黑暗的、全然活在黑暗当中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 ‧六祸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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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
十一34-35

当代的人里头到底有没有光呢？眼睛是明亮、还是黑暗呢？
关键是祷告！
十一13b

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这一群人却没有求，
这
群人却没有求，
拒绝了耶稣在他们眼前所展现的
能力、权柄、所带来神的国；
他们里面是黑暗的、是没有亮光的。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六祸

整个的行动里，似乎有一群在旁边看着耶稣所行的神迹，
然后评头论足的不接受耶稣的权柄能力、还与耶稣辨论…
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
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
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

十一37-38

饭前洗手在当代不只是卫生因素，是洁净的礼仪 ─
不可以用俗手吃饭，这样的饮食是不洁净的。
当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本末倒置问题的时候 提醒说 ─
当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本末倒置问题的时候，提醒说
 他们过分注重外在的仪式
 忽略在他们生命当中真正内在的光景…
忽略在他们生命当中真正内在的光景
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
，
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

十一39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六祸

第二个祸

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首位，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

十一43

当代法利赛人很得百姓的爱戴，
在宗教以及道德生活当中非常的谨守。
耶稣却提醒说 ─
 你们很喜欢别人称赞你们，
很喜欢得众民的喜爱、在会堂里的高位
 其实动机都是自我中心，
这是 准确的
这是不准确的、不是上帝所要的
是上帝所 的
 表面的行礼如仪做的好，
是希望得人的奖励、得人来的称赞
希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六祸

无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于你们就都洁净了。

十一40-41

上帝是看重内心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只看重外在的。
因为这个无知所造成的祸 ─ 有祸了！

第一个祸
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
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
公义和爱神的事
行了。

十一42

 把鸡毛蒜皮的行礼如仪
 最基本的、内在的核心，在信仰当中
最基本的 内在的核心 在信 当
爱神爱人的事情，反而没有去做
颠倒了价值观、优先次序错误了。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六祸

第三个祸

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

十一44

坟墓就是死尸，接触死尸 ─
在当代的律法主义就是不洁净的…
在当代的律法主义就是不洁净的
耶稣说 ─你们里面的动机、优先次序的不准确，
就好像是个隐藏的坟墓，
隐
坟
使许多人经过的人都不洁净，
比耶稣用俗手吃饭的问题是更严重的，
可是你们却这样子的本末倒置。
法利赛人在当代是自命清高、有好名声的人，
可是耶稣提醒他们 ─ 不是只有在人面前有好名声，
在上帝面前，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呢？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六祸

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
「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
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

十一45-46a

律法师负责教导五经 律法书
律法师负责教导五经、律法书…

律法师
第 个祸
第一个祸

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
自己 个指头却不肯动
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

十一46b

当代语文的转换，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摩西五经，
 律法师为了要教导百姓，把律法全部规条化，
比五经当中更复杂 ─这个不可那个不可…
那
 以色列人因拜偶像被掳后，不再有圣殿可以敬拜，
拜，
只有神的律法，奉行、看 律法到 个地步，
只有神的律法，奉行、看重律法到一个地步，
就是所谓律法主义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六祸

在今天我们会遇见非常严谨的犹太人，
非常 谨的犹太
他们仍然非常的奉行守安息日。
犹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固定住一个饭店，
如果到了礼拜六 ─安息日的时候，
众多的规条不能做工 ─ 包含不能动手按电梯；
在某一个他们特别下榻饭店的顶楼，就是犹太人的会堂，
可以去那边进行安息日的崇拜…
饭店就把电梯设定可以自动跑到顶楼会堂去 ─ 不用做工。
规条化之后的律法主义，真的是捆绑人的，
在耶稣的当代就有这个类似的问题。
在耶稣的当代就有这个类似的问题
这个绝对不是在旧约当中的律法的教导，
而是在后来律法师把它规条化的问题，
而是在后来律法师把它规条化的问题
所以耶稣责备律法师 ─ 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的身上。

‧谁是我的邻舍 ‧马大、马利亚‧主祷文‧引起争议‧六祸

律法师
第二个祸

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

十一47

指向主耶稣基督自己即将要走上耶路撒冷十字架，
走上先知被杀害的命运跟道路。
当时的这些所谓宗教人士，
他们所看重的跟上帝所看重的 焦点是不一致的
他们所看重的跟上帝所看重的，焦点是不
致的。

律法师
第三个祸

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
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

十一52

文士的职分要解释、教导人遵行律法，
他们却阻挡其他人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
只是用许许多多牵绊人的律法，把人给限制住…
我们带领门徒的时刻，让我们不致成为一个绊倒别人的人。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祷告

你的话语丰富，
你的话语丰富
你要使愚顽人因你的话语
而得着通达的思想，
得着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你得以自由的真理当中，
真认识你、真知道你。
求主祝福，让我们聆听学习你话语的人 ─
使我们的生命也来展现你话语的真实跟美好。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