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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医治十个长大麻疯的，
其中只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
回头向耶稣献上了感恩。

开始播放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救恩的范围
利未记中的大麻疯，
不见得是今天所提到开放性的麻疯杆菌，
比较是一种开放性、传染性的皮肤病，
 因为卫生因素，麻疯病人都需要离群索居
 宗教礼仪中，他们是列为不洁净
所以凡长大麻疯的，
 因为检疫的因素要离群索居
 没有办法参与选民的正常生活
─ 特别是宗教礼仪
有十个长大麻疯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
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稣
怜
」

十七12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从第九章五十节之后，
耶稣都是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 ─
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殉道、完成救赎的
的所在。
所以 连串的人跟事、耶稣的教导跟对话，
所以一连串的人跟事、耶稣的教导跟对话，
我们都要从十字架的背景来看 ─
 主耶稣要完成天父所托付的救赎
 教导如何预备门徒来迎见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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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救恩的范围
十七14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

旧约背景 ─长大痲疯的一旦得洁净，首先要
要给祭司察看
给祭司察看，
，
祭司为他们献上洁净的礼仪之后，才能够
能够恢复选民的生活
恢复选民的生活。
。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 这人是撒马利亚人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马利亚人。
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那里呢？
除了这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选民不见得是在神的国里面，
在前的反倒在后、在后的反倒在前，耶稣所带来普
在前的反倒在后
在后的反倒在前 耶稣所带来普
普世性的救恩
世性的救恩…
…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不只是身体、疾病得医治，
耶稣所带来的救恩
不只是身体 疾病得医治
更是人在上帝面前得着了救赎。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救恩的范围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
路加笔下 ─
神迹奇事就是定义为神的国大有权能的来到，
法利赛人所期望的神的国，是军事性、政治性的临到…
可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国度不是这种的。
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
得说 『
那里！』
』
十七20-21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
中间）
）。
神的国已经随着耶稣基督的来到，
 就在我们的当中是伸手可及的
 肉眼只是期望属地上的、军事型、政治型的政权
耶稣说 ─ 不是，神的国已经来了，就在我们的中间。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救恩的范围
十七25-27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救恩的范围

他又对门徒说：
路加会交代 ─ 耶稣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教训，是对谁说的
对谁说的…
…
「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
却不
却不得看见。
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
这里！
！』
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
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
期望神的国在主后第一世纪临到地上，
使他们可以推翻罗马政权、突然之间革命成功
使
可 推翻罗马 权、突然 间革命成功
成功；
；
主耶稣说 ─神的国的日子不是这个性质！
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
不是被限定在单单犹太社群，乃是普世性的、大家都看得到，
不是被限
在单单犹太社群， 是普 性的、 家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所以又超乎犹太人的想象。
十七22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救恩的范围

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

十七30

这完全不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甚至门徒所期望上帝的国度；
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是天父所计画的救赎恩典
 人所期望上帝的国、弥赛亚，完全没有对焦
人所期望上帝的国 弥赛亚 完全没有对焦
对焦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怎样。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十七28-29

又好像罗得的日子…

当时没有人觉得上帝一定会审判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全都灭了。
。
耶稣用了很多旧约的故事，讲述救恩、神国度的性质…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要警醒、要小心，
要警醒
要小心
上帝要照着人所行的、
甚至心里面的恶来审判人。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丧掉生命的 必救活生命
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

十七33

这是耶稣对十字架的教导 ─
 门徒都要像耶稣一样，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
 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全生命，
 都要被上帝公义的审判、被灭绝
 只有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
只有
，
使人可以在审判的背景当中，能够被拯救出来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救恩的范围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的时刻，我们必须谈审判！
如果没有谈审判，
果 有 审判，
好像人不觉得需要拯救、需要救主。
唯有在耶稣基督公义审判的背景当中，
原来我们都远离了上帝，不洁净、不公义，
都落在上帝的刑罚、审判当中，
除非有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逃脱。
这是耶稣在面向十字架要完成的救恩，
 如果没有耶稣的救恩，我们都是被毁灭的
 上帝的心意却是要透过耶稣，完成救赎的恩典
所以用罗得的日子、挪亚的日子，
让人认识 ─神的国、人子降临当中的特性。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救恩的范围
十八8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神的国度其实是需要忍耐等候
神的国度其实是需要忍耐等候，
 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说：「神国近了！」
 神的国降临了，可是还没有完成，
耶稣在教导门徒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
这个世代跟那个世代有一个交迭期，
随着耶稣的降生、出来服事，就宣告神国来了，
随着
降
出来 事
宣告神国来
神的国度已经降临
神的国度
已经降临、尚未完成，处在「已然跟未然」的状态。

信德 ─ 信心成为一种品德，
等候耶稣再临的时刻 要有信德的 有信心的
等候
等候耶稣再临的时刻，要有信德的、有信心的，
在上帝面前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救恩的范围
十八1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说：「某城里有 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说：「某城里有一个官
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求你给我伸冤。』…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她伸冤吧 」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

反向的比喻 ─
 不义的官是不敬虔的，
还会回应寡妇锲而不舍的恳求
 我们的上帝是敬虔的、公义的，
是爱世人的，
是爱世人的
岂不等候要来回应人的祷告，
为 伸冤 为 来平反
为人伸冤、为人来平反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救恩的范围

法利赛人自以为比别人有义，祷告的时候藐视别人…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
他只是在作比较 ─ 我比旁边这个人有义，我做了…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家
；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十八10-14
十八

救恩是普世性的，不是只有在犹太人自以为义的这群人当中，
救恩是普世性的
不是只有在犹太人自以为义的这群人当中
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比喻的教导说明神国的特质 包含神国带来次序的逆转
比喻的教导说明神国的特质，包含神国带来次序的逆转，
我们在上帝面前自视过高，在上帝的眼中又是如何呢？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救恩的范围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
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说：
十八15-16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延续了前面所提 ─

神国次序的逆转，
被人所轻视的孩子
被人所轻视的孩子，
却是被耶稣所看重的。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救恩的范围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救恩的范围

又来了一个少年官，有钱、有财富，也能够遵守旧约的教导，
似乎很有资格作耶稣的门徒、进入神的国。
主耶稣的对话中，少年官却是给刁难的…
诫命…那人说：「这
诫命
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
切我从小都遵守
遵守了
了。」
」
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要变卖你
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十八20 22
十八20-22

路加福音耶稣一连串的教训当中，常会提到财主这个话题，
 他们认为 ─ 富有、家道丰富，代表上帝的祝福，
最有资格在神的国里占有一席之地
 耶稣的教导中却提醒 ─
那些失丧的、瞎眼的、…都是耶稣所看重的人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救恩的范围

耶稣第三次预言 ─ 他要上耶路撒冷去，
要被交给人、被钉在十字架，第三天却要复活…
门徒还是不大懂这个意思。

当耶稣挑战说 ─ 你真的是财宝的主人吗？…
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
他听见这话
就甚忧愁 因为他很富足
富足。
富足。
他比较像一个财奴 ─是财物的奴隶、而
而不是主人
耶稣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

十八31-34

十八23 28
十八23-28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听见的人说 「这样 谁能得救呢？」
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谁能有这样的价值观 ─
看神的国比世上的财物更宝贵呢？
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却能。」
连我们真正看重神的国，都是上帝的工作
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
这些门徒真正可以印证…

接二连三的有一群人跟随在耶稣的周围，
接二连三的有
群人跟随在耶稣的周围，
有孩子们、富有的少年官、真正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有 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他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耶稣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甚么？」
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甚么？」
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

十八35-42

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
耶稣所带来救赎的恩典 ─
使瞎眼的得看见、更是带来了全备的救恩。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救恩的范围

‧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国度与人子‧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救恩的范围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耶稣并没有拒绝他，
当他费了代价 ─ 要费力气爬桑树，
作为一个财主、税吏长，
他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尊荣…

十九1-4

主后第一世纪，税吏也是犹太人，
可是向本国的同胞来征税 ─
罗马政府说这一块地区你作税吏，
你只要把总数交到罗马政府，
随便用什么方法征税都可以…
撒该不只是税吏，还是个税吏长，
他还是个财主。

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你

耶稣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十九5-6

祷告

我们既有的价值观与你神国的次序，
常常是有 段差异的；
常常是有一段差异的；
我们仰望你、恳求你帮助我们 ─
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 调整我们的价值观
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调整我们的价值观，
 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所认为是、认为对的
 让你的话语来重新更新我们
 让我们愿意看重你所看重的
 让我们愿意以你所认为 ─
值得欢喜快乐的一个罪人悔改
 让我们可以常常与你同心
让我们
常常与你同
 好在你的国度当中，让我们真正是跟随你的人！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失
羊

失
钱

浪
子

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
神
神的恩典「欢喜」
典「 喜」

耶稣所带来神的国，
如何带来次序的逆转 ─

人所轻看的、
却是耶稣所看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