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好！這是 5 月 3-7 日，復活節期的第四週。

慕迪說：「聖經不是用來增加我們的知識，乃是用來改變我們的生命。」上帝祝福我們的學習，使我
們為祂結更多的果子。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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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死人復活》
路加福音 7:11-17
 11 過了不多時（有古卷：次日），耶穌往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因，他的門徒和極多的人與他同
行。12 將近城門，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這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他母親又是寡婦。有城裏的
許多人同著寡婦送殯。13 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她，對她說：「不要哭！」14 於是進前按著槓，
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穌說：「少年人，我吩咐你，起來！」15 那死人就坐起，並且說話。耶穌便
把他交給他母親。16 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神，說：「有大先知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又說：
「神眷顧了他的百姓！」17 他這事的風聲就傳遍了猶太和周圍地方。
拿因城距離迦百農大約有一天的路程，是位於加利利南部的一個村
莊，靠近拿撒勒，兩城相距約十公里。它坐落於隱多珥和書念之
間；也就是舊約先知以利沙救活了另外一個寡婦的兒子之所在地
（參列王記下 4:18-37）。耶穌一行人在拿因城門外碰到一個送殯
的行列，是寡婦喪了獨子。猶太人的寡婦通常命運都很悲慘，她既
不能承繼丈夫留下來的產業，也不能留在丈夫的家族，除非丈夫的
至親中有人願與她成親。所以一個寡婦時常是無依無靠，連維持基
本的生活都成問題。律法裏特別吩咐以色列人要將田間收割的庄
稼、葡萄、橄欖等東西留下一些給寡婦（申命記 24:17-21）。新約
教會特別規定要人善待寡婦和救濟她們（提摩太前書 5:16）。現
在，拿因的寡婦連獨生子都死了，她還有什麼盼望呢？
感謝神，她遇見了耶穌！「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她。」（13 節）
『憐憫』（Compassion）是神主動地向人採取行動，這種主動的作
為，完全是因為神感受到人間疾苦，使祂情不自禁地向人伸出援
手，在這段經文中，耶穌的行動完全不要求婦人、親友有甚麼信
心，完全是出於祂主動的憐憫恩典。「憐憫」一詞在福音書中出現
過十二次，有時譯作「動了慈心」（如路加福音 10:33；15:20）。此字有「情緒被牽動」、「內心深處
被觸動」的意思。可見福音書向我們揭示的神，實在是一位「有情的神」！因著主耶穌的憐憫（不比上
週五祂是因著百夫長的信心），祂在那死去的少年人身上再次使用祂的權柄，顯出了復活的大能。
主耶穌是有「屬天權柄」的，這是毋庸置疑的事。但祂的權柄不是叫人畏懼，祂的權柄一出來，總是叫
人得釋放，從綑綁中得自由，從悲傷中得安慰，從困苦中得喜樂，從死亡中得生命。從今天的經文，我
們看到原來耶穌的權柄，除了帶有震撼性的能力外，還帶著主動的憐憫與深情的溫柔。原來神愛人，祂

對人的感受是那麼關切，祂是一位深情的上帝，祂是愛得那麼真誠，那麼無條件的，祂對人的苦痛、困
境，是深深觸動的。這位神絕不是隔岸觀火、冷看世情的神。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當我們受苦的時候，如果知道神並不是袖手旁觀，而是正為我們的苦難而觸動祂的
憐憫，祂甚至與我們一起受苦時，你會怎樣回應祂呢？那天城門口兩支隊伍的相遇，是生命與死亡的相
遇，結果變成了一支更大的隊伍，以更大的歡樂回去城裡——因為死亡被生命吞滅了！這不正像我們的
人生寫照？每個人從一出生就一步步走向墳墓，如同這支送葬的隊伍，並且是在痛苦中向前邁進，直到
遇見生命的主，這一切都要改變。遇見了主耶穌就是這樣美麗的一個故事。這就是救恩的真理，是永世
的福音！
想一想：
1. 拿因距離迦百農約有一天的路程。昨天（也就是上週五的經文）耶穌在迦百農醫治了百夫長的僕
人，今天祂就到了拿因使寡婦的兒子復活。你覺得這是巧合，還是耶穌刻意為這寡婦而來？你的答
案的聖經根據是什麼？
2. 請閱讀《列王記上 17:17-24》及《列王記下 4:8-37》，這個神蹟與舊約的以利沙使寡婦兒子復活很
相似，拿因與書念在地理上相近（均屬以薩加支派之地）。耶穌在這個地方、行這個神蹟，有沒有
特別的意義？
3. 舊約律法規定，凡接近死尸便為不潔（參利未記 21:11；民數記 19:11-13）。那麼，耶穌為什麼「進
前按著槓」（14 節）呢？
4. （續）耶穌的這個舉動，好像似曾相識，你記得什麼類似的事曾發生過嗎？（提示：參馬可福音
1:40-45）
5. 思考：這裏完全沒有提到信心或求救，寡婦兒子的復活是基於什麼？這啟示了我們什麼救恩的真
理？
6. 旁觀眾人說耶穌是「大先知」，固然可解釋作他們不認識神，但可否換個角度，略窺耶穌的個性與
行事風格為何呢？
7. 耶穌使死人復活的能力有無在我生命當中起到任何作用？從那裏可看的出來？
8. 反思：你能體會耶穌的憐憫嗎？你對人有這樣的憐憫嗎？
9. （續）從今日經文中找出各種耶穌的性情，寫下來，並且每天為一樣性情禱告，求神幫助你也能有
那樣的性情。
10. 爲失親、喪子的人禱告，求主賜下安慰的靈，陪伴他們，使他們的憂傷、失落和死亡的陰影中走出
來，能被神的愛厚厚的澆灌填滿，祝福他們可以得著屬天的盼望。
11. （應用）從今天的經文中，我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是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的？
禱告：
求主幫助我，使我有同祢一般的性情，有憐憫的心腸，溫柔和寬恕，幫助孤苦者。我知道自己做不到，
只有靠祢的恩典。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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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見證約翰》
耶穌回答施洗約翰的疑問（福音書合參）
 路加福音 7:18-23，18 約翰的門徒把這些事都告訴約翰。19 他便叫了兩個門徒來，打發他們到主
那裏去，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20 那兩個人來到耶穌那裏，說：

「施洗的約翰打發我們來問你：『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21 正當那時
候，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受災患的，被惡鬼附著的，又開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見。22 耶穌回
答說：「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
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23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馬太福音 11:2-6，2 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3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
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5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6 凡
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耶穌見證施洗約翰（福音書合參）
 馬太福音 11:7-14，7 他們走的時候，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甚麼
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8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甚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那穿細軟衣服
的人是在王宮裏。9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甚麼？是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
了。10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11 我實在告
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12 從施
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13 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
約翰為止。14 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
 路加福音 7:24-28，24 約翰所差來的人既走了，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出去到曠
野，是要看甚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25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甚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
嗎？那穿華麗衣服、宴樂度日的人是在王宮裏。26 你們出去，究竟是要看甚麼？要看先知嗎？我
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27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所說的就是這個人。28 我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然而神國裏最小的比
他還大。」
耶穌在北方加利利行的神蹟（使拿因寡婦兒子復活），盛名遠播，傳遍了南方猶太地和周圍地方（17
節）。施洗約翰正在獄中，他也聽見了關於耶穌的事蹟。記得在前些日子的靈修中，我們看到那位作耶
穌開路先鋒的施洗約翰，不單看出耶穌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他還見證耶穌是「神的兒子」
（約翰福音 1:29-34）。他為耶穌作完見證之後，自己就退下，「他必興旺，我必衰微」（約翰福音
3:30），正是他的寫照。不久，希律王安提帕借著到羅馬去探視他兄弟的機會，勾引他兄弟之妻希羅
底。回家後他就與妻子離異，和希羅底結為夫婦。約翰為此公開嚴厲的責備希律。希律惱羞成怒，就把
約翰給下在監裏（參馬太福音 14:3-5；馬可福音 6:17-18；路加福音 3:19-20）。約翰被收在監牢大概是
幾個月至一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因著耶穌所做的神蹟奇事和祂帶有權柄的教導，祂的名聲已經傳
遍巴勒斯坦全地。
此時，施洗約翰在獄中信心軟弱了，他開始懷疑了——是什麼原因？是因為他被關在監獄受苦，以致如
此嗎？聖經沒有明說，可能他原本以為耶穌要立刻施行拯救和審判（路加福音 3:16），可是耶穌既沒
有用聖靈與火施洗，也沒有施行審判，只在不斷教訓和行神蹟。他也許在想，若耶穌真是彌賽亞，為甚
麼還允許他長久留在監獄裡呢？因此他開始懷疑：也許耶穌只是另一位先知而已，於是就派了兩個門徒
去向耶穌求證（18-20 節）。
耶穌的回答很簡短：「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22 節）。主耶穌用「神的權柄彰
顯」的事實去答覆施洗約翰的疑惑，重新恢復他對主的認識。「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23
節），這是警戒施洗約翰和周圍的人說的。耶穌所作的可能不是我們期望的，但不要因此而對耶穌失去
信心。只要我們信祂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兒子，對祂堅信不疑，我們就有福了。耶穌的話不但對當日的
人說，也是對我們說的：我們是不是也像施洗約翰一樣，要耶穌給我們無可置疑的證據呢？

施洗約翰的門徒離開後，主耶穌就對門徒稱讚約翰。耶穌沒有因為約翰的一時軟弱而輕看他，還是一樣
的重視他。神對一切接受祂權柄的人，都是一樣地重視的。為什麼耶穌不直接對約翰所差來的門徒稱讚
約翰，好讓那時信心軟弱的約翰可以立即得安慰呢？因為耶穌要約翰在苦難中單單看著祂，並思想祂的
作為（22 節），稱讚也許可以帶來短暫的安慰，但真正能幫助人的，惟有耶穌自己和祂的話語。這也
是給那些仍在苦難中人的指引。
耶穌怎麼稱讚約翰呢？祂說：「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28 節上）。這是耶穌在施洗
約翰的成績冊上所下的評語。這裏所謂的大小，並不是指地位或職事的大小高低，而是以人和耶穌基督
的關係遠近為根據。凡婦人所生的，如亞伯拉罕、摩西、以利亞等舊約時代偉人，他們不過是『從遠處
望見』基督（希伯來書 11:13），而施洗約翰則是「親眼」看見基督，故他比他們都大。
接著耶穌又說了一句驚人之語：「然而神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28 節下）。『神國裏最小的』指一
般信徒。這可能嗎？我們這些信耶穌的人會比施洗約翰更大嗎？同樣地，耶穌是以人與祂的關係遠近來
區分的。我們雖小，卻有耶穌基督住在我們裏面（約翰福音 14:20），而施洗約翰只在身外認識基督；
再者，新約裏面再小的信徒，也是教會的一份子，也就是基督新婦的一部分（參以弗所書 5:25-27,
32），而施洗約翰不過是新郎的朋友而已（約翰福音 3:29）。由這些角度來看，也都是比施洗約翰還
大。
若對耶穌的話更深一層去思想時，你是否發覺：耶穌雖然這樣稱讚約翰，但其實是在對聽眾介紹祂自
己。知道為什麼嗎？
想一想：
1. 施洗約翰為什麼要派門徒來問『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20 節）？
2. （續）思想：施洗約翰的作法是不是我們常常會作的？
3. 耶穌有沒有直接回答約翰的問題？祂回答的重點是什麼？（22 節）
4. 耶穌在給約翰的回答中特別加了一句話說：「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23 節）這句話是什
麼意思？
5. （續）這句話又給我們什麼提醒？
6. 耶穌介紹了約翰的那四個身份（26-28 節；亦參馬太福音 11:14）？
7. 耶穌為什麼說約翰比先知大多了（26 節）？約翰做了什麼事是其他先知沒有做的（參馬太福音
3:13；約翰福音 1:29）？
8. 『神國裏最小的』是指什麼樣的人？耶穌為何說「神國裏最小的比約翰還大」（38 節）？
9. 耶穌在 27 節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然而在舊約瑪拉基書 3:1 的原文則是：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耶穌引用時改了一個字，祂的用意是什麼？
10. 耶穌在這裏不但見證了施洗約翰的身份地位，更見證了祂自己。從以上的默想題目，你能看出耶穌
如何見證祂自己嗎？（提示：耶穌是根據什麼來分別大小？）
11. 請注意耶穌稱讚施洗約翰的時機。耶穌是在什麼時候才稱讚施洗約翰的？（參 24 節）
12. （續）思考：為什麼耶穌不直接對約翰所差來的門徒稱讚約翰，好讓那時信心軟弱的約翰可以立即
得安慰呢？
13. 耶穌的每一句話都富有深意，我是否常謙卑地求神開我的眼睛，讓我能看見耶穌話語當中的亮光？
還是仍停留在看別人寫的亮光？是什麼攔阻我去自己挖掘耶穌話語中的亮光呢？
14. 反思：施洗約翰對耶穌的身份起了疑惑，我們是不是也常有疑惑（特別是在苦難當中），而要耶穌
給我們同樣無可置疑的証據？請安靜地思想，信心會軟弱的問題出在那裏？
15. 當耶穌與施洗約翰的期望不合時，約翰起了疑惑。反思：當耶穌所作的不是你所期望的，你的反應
會是什麼？
16. 耶穌說我們在天國裏的身份比先知還大，我有這樣的體會嗎？如果沒有，我該如何尋求確認呢？

17. 耶穌稱讚施洗約翰：「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這是耶穌在施洗約翰的成績冊上所下
的評語。反思：你希望耶穌在你的成績單上寫什麼評語？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牽涉到你的人生
目標與意義，請嚴肅看待，並仔細思想。
18. （應用）從今天的經文中，我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是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的？
禱告：
主啊！求祢開我的眼，使我能看見，開我的耳，使我能聽見，求祢牽我的手，領我一生同行。奉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復活節期的第四週思考

星期三

《麻木不仁》
耶穌責備這個麻木不仁的時代（福音書合參）
 路加福音 7:29-35，29 眾百姓和稅吏既受過約翰的洗，聽見這話，就以神為義；30 但法利賽人和
律法師沒有受過約翰的洗，竟為自己廢棄了神的旨意。（29-30 兩節或譯：眾百姓和稅吏聽見了
約翰的話，就受了他的洗，便以神為義；但法利賽人和律法師不受約翰的洗，竟為自己廢棄了神
的旨意。）31 主又說：「這樣，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的人呢？他們好像甚麼呢？32 好像孩童坐在
街市上，彼此呼叫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啼哭。33 施洗的
約翰來，不吃餅，不喝酒，你們說他是被鬼附著的。34 人子來，也吃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
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35 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
 馬太福音 11:16-19，16 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17 我們向你
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18 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
被鬼附著的；19 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
之子總以智慧為是（有古卷：但智慧在行為上就顯為是）。
在今天的經文中，主耶穌要指出那世代的無知與乖謬。這番話雖然是對門徒講，不過明顯地耶穌是在責
備當時的猶太人及宗教領袖對祂及施洗約翰的態度。法利賽人和律法師們「為自己廢棄了神的旨意」
（30 節），意即拒絕了神為人所豫備的救贖方法；他們拒絕接受約翰的洗禮，即表示他們拒絕神對施
洗約翰的託付（參路加福音 3:2-6），所以是棄絕了神的旨意。
耶穌用比喻來說明當時的世代，好似一群孩童聚在街上玩。當時孩子在市集玩是很普遍的，耶穌孩童時
代也很可能在街市與其他孩子玩過類似的遊戲。有孩子叫其他人一起玩結婚遊戲，因為吹笛跳舞都是猶
太人結婚時普遍會做的事，但沒人理他；既然不喜歡結婚遊戲，於是他再建議不如玩死人出殯遊戲，因
為舉哀時捶胸痛哭也是普遍的事，不過同樣無人理會（32 節）。耶穌舉這兩個遊戲來比喻這是一個麻
木不仁、沒有反應的世代——人們沒有敬畏神的心，不揣摩神的心意，只是憑外表去觀察事物，自以為
是，結果是對屬靈的事一竅不通。
耶穌用這比喻為例，一方面這是當時的孩子常玩的遊戲，另一方面祂也確實有感而發：「施洗的約翰
來，不吃餅，不喝酒，你們說他是被鬼附著的。人子來，也吃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
和罪人的朋友」（33-34 節）。施洗約翰過著極度刻苦的生活（參馬太福音 3:4；路加福音 1:13-15），
他嚴厲指斥人的罪惡，故耶穌以出殯遊戲來比喻他的信息；而耶穌滿有憐憫溫柔，引導人明白天國的真
理，所以用結婚遊戲來比喻祂的工作。但問題是，這兩個宣告天國信息的方式，當代的人都不願接受。
他們只看到一個不吃不喝，一個又吃又喝的外在表象，卻看不見其中蘊含的屬靈意義。這些人只看見表

面，沒有看到裡面，停留在眼見裡，卻沒有在信心中看到屬靈的事物，因此他們所能作的只是批評和挑
剔。
放眼當今，同樣的情形不也一直在上演？面對福音的真理，不少人像這小孩般難纏，一下這不合胃口，
一下那又看不慣。有些人說：「做基督徒太拘謹了，要守太多規矩。」但同時又說：「教會有很多偽善
的人，我才不願去跟他們接觸。」像當日的法利賽人一樣，這樣的人結果自絕於神的恩典，終日在生命
的重擔下掙扎，卻永無法靠著自己突破困局，因為他們不願接受主耶穌的拯救。
耶穌對批評祂的人作出這樣的總結：「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35 節）。意思是說：你們儘管剛
硬偏執，但有智慧的人能明辨抉擇，選那明智之路。面對基督的真理，若站在一邊冷眼旁觀，抽離批
判，不會為你帶來什麼改變，你的人生依然乏味。來就真光，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基督作你的個人救
主，擺脫罪中的生活，必能發現你可以活得不再一樣！願你也作個智者，有聰明的選擇。
想一想：
1. 法利賽人和律法師，如何「廢棄了神的旨意」（30 節）？
2. （續）思考：為何法利賽人和律法師沒有受過約翰的洗（30 節）？
3. 照耶穌所說，「這世代」是個什麼樣的世代？
4. 32 節的比喻中，「我們」指誰？「你們」指誰？「不跳舞」、「不啼哭」是比喻什麼事情？
5. 「施洗的約翰來，不吃餅，不喝酒」（33 節）的意義是什麼？
6. 「人子來，也吃也喝」（34 節）的意義是什麼？
7. （續）思考：要吃喝或是不要吃喝的原則是什麼？（參羅馬書 14:17）
8. 「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35 節）是什麼意思？
9. （續）要作個「智慧之子」的具體作法是什麼？
10. 反思：我今天的生活與受洗前的生活有什麼不同？我有沒有對罪更敏感？更具憐憫心？更多親近神
倚靠神？......
11. 我能夠自己讀聖經、也能帶查經、做見證，甚至可以做老師（像法利賽人一樣），但我是否真有耶
穌在我的生命中呢？請問問你最親近的人（如配偶、密友、家人、等），你有沒有讓他們感到你是
個重生的基督徒？不論答案如何，把它放在禱告中，有則感恩，沒有則悔改。
12. 思考（應用）從今天的經文中，我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是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的？
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保守我，不要用外面的知識學問取代與祢內在的交通。求聖靈引導我，作個心口如一
的人。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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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兩個債戶》
路加福音 7:36-50
 36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飯；耶穌就到法利賽人家裏去坐席。37 那城裏有一個女人，是個
罪人，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裏坐席，就拿著盛香膏的玉瓶，38 站在耶穌背後，挨著他的腳哭，
眼淚溼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把香膏抹上。39 請耶穌的法利
賽人看見這事，心裏說：「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誰，是個怎樣的女人；乃是個罪
人。」40 耶穌對他說：「西門！我有句話要對你說。」西門說：「夫子，請說。」41 耶穌說：

「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42 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
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43 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恩
免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44 於是轉過來向著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
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溼了我的腳，用頭髮擦乾。45 你沒有與
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地用嘴親我的腳。46 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
香膏抹我的腳。47 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
就少。」48 於是對那女人說：「你的罪赦免了。」49 同席的人心裏說：「這是甚麼人，竟赦免人
的罪呢？」50 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
今天的經文裏，一個法利賽人西門請耶穌到家裏吃飯，這個邀請並不是誠心誠意，而是另有詭詐的。因
為不久後耶穌就指出，祂進入西門家時，西門忽略了一個作為猶太主人應有的禮貌。在猶太人的家庭，
當客人到達時，第一件當作的事就是拿出水來給客人洗腳，並且互吻臉頰以示歡迎和尊敬，然後拿出油
來抹在客人頭上。這三件事是當時猶太主人最基本的待客之道，但是西門卻一件也沒有做到（44-46
節）。因此這是一個沒有誠意的邀請。那麼他為何要請耶穌去他家呢？只有一個答案：這個邀請是出於
敵意，他想要觀察耶穌，看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把柄。
他的確找到了把柄——是一個有罪的女人送上來的。這女人來了，因為她「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裏坐
席」（37 節）。她清楚知道那裏的人會以怎樣鄙視的眼光看她，但她不顧一切，對眾人的眼光都視若
無睹。她就是要到耶穌的面前。她到耶穌腳前哭泣，眼淚濕了耶穌的腳，她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
嘴連連親祂的腳，然後她打破盛香膏的玉瓶，把香膏抹上（38 節）。作為猶太婦女，披散頭髮是極度
失禮的舉止。結婚的日子，女孩子會束上髮，自此以後，她不會再以散髮示人。現在這婦人在眾人面前
弄散長髮，正表示她心中除了耶穌以外，再沒有別人。
正如今日許多人的光景一樣，西門首先定罪那個女人。西門認為在當時那個屋子當中，只有那女人是罪
人，他自己不是。這正是一個典型『自以為義』的心態。耶穌當然明白西門的心意，因此講了一個債主
和兩個債戶的故事（41-42 節），一個欠五十兩，一個欠五兩。因兩個人都無力償還，債主便免了他們
的債。耶穌問西門，那一個欠債者會愛債主更多？西門的答案是正確的：「是那多得恩免的人」（43
節）。西門這句話就定了自己的罪，因為他自覺一無所缺，故此心中毫無對主的愛，亦因此得不著赦
免。反倒是他眼中的罪人，卻對主有如此的渴慕，因此她得蒙赦免。
這有罪的女人並沒有說甚麼話，只在主的腳前作了三件事，但是主卻稱讚她的「愛多」，這讓我們知
道，愛主的實際行動，比說千萬句愛主的話，更能摸著主的心。但是我們要小心解讀下面這句話：「她
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47 節）。不要以為愛多的就多得
赦罪，愛少的就少得赦罪。主的意思是說，因為她的愛多，所以就證明她得的赦罪多；至於那愛少的，
就證明他得的赦罪少。愛的多寡，不是我們蒙赦罪多寡的「原因」，而是我們蒙赦罪多寡的「結果」表
現。「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48, 50 節），主耶穌的意思是說『你的罪已經赦免了』
（『赦免了』的原文是過去完成式）—這有罪的女人，因著她對主的信心，從她挨著主的腳哭的時候，
就已經蒙主赦免了。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人愈是感到罪多，他反而會愈發良善（參提摩太前書 1:15）；自覺無罪反而是自
定己罪。只要我們有那麼一絲絲的自覺不足，便可以打開神的恕宥之門，因為神就是愛。深思深思！
想一想：
1. 思考：這個女人找耶穌的動機是什麼？
2. 思想：為甚麼那女人會用如此溫柔優美的態度對待耶穌？她究竟渴望什麼呢？
3. 『挨著腳哭，用自己頭髮擦乾』（38 節）這個動作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續）思考：你會用這樣的態度對待耶穌嗎？
（續）思考：這個女人對耶穌的愛是什麼樣的愛？
「兩個債戶」（41-42 節）比喻的意義是什麼？
（續）西門的生命當中存在甚麼樣的問題？為什麼耶穌要對他說「兩個債戶」的比喻？
（續）思考：我們生命當中在甚麼樣的光景下會有以上的問題？我們該如何避免這樣的問題？
思考：根據「兩個債戶」的比喻，那一個人是「真正」欠主人比較多兩銀子的人——西門還是有罪
的女人？
10. 「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47 節）這句話中何為因？何為果？（也就是說，是愛多
才赦免多？還是赦免多才愛多？）
11. 耶穌說這女人的「信」救了她，我們從何看出這女人的「信」呢？
12. 思考：從今天的經文來看，甚麼東西會使人與神的恩典隔絕？
13. 思想這個女人的表現，我有沒有體會到她有多愛耶穌呢？這對我有什麼提醒？
14. 今天如果耶穌就在我的面前，我會怎樣對待耶穌（不知所措、視如未見、禮貌寒暄、抱祂親祂、還
是其他反應......）？這個女人的例子給我什麼提醒？你覺得耶穌會喜歡我們怎麼對待祂？
15. 從這女人對待耶穌的態度來看，愛主的實際行動，比說千萬句愛主的話，更能摸著主的心。反思：
我有什麼「愛主」的行動呢？
16. 反思：你對主的「愛」多嗎？按照耶穌的話（47 節），這代表你得的「赦免」是多還是少呢？
17. 回應：你願意更愛主嗎？從今天的經文來思考，你知道如何更愛主嗎？
18. （應用）從今天的經文中，我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是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的？
4.
5.
6.
7.
8.
9.

禱告：
主啊，求祢赦免我的罪，洗凈我一切的不義，引領我活在祢的愛中，一生跟隨你。奉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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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不可赦免》
褻瀆聖靈者不得赦免（福音書合參）
 馬可福音 3:20-30，20 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吃。21 耶穌的親屬
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22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說：「他是被別西卜附
著」；又說：「他是靠著鬼王趕鬼。」23 耶穌叫他們來，用比喻對他們說：「撒但怎能趕出撒但
呢？24 若一國自相紛爭，那國就站立不住；25 若一家自相紛爭，那家就站立不住。26 若撒但自相
攻打紛爭，他就站立不住，必要滅亡。27 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壯
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28 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29 凡褻
瀆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乃要擔當永遠的罪。」30 這話是因為他們說：「他是被污鬼附著
的。」
 馬太福音 12:22-32，22 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人帶到耶穌那裏，耶穌就醫治
他，甚至那啞巴又能說話，又能看見。23 眾人都驚奇，說：「這不是大衛的子孫嗎？」24 但法利
賽人聽見，就說：「這個人趕鬼，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卜啊。」25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
們說：「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一城一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26 若撒但趕逐撒但，
就是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27 我若靠著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呢？這
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29 人怎能進
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30 不與我相合的，就是



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31 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
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32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
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路加福音 11:14-23，14 耶穌趕出一個叫人啞巴的鬼；鬼出去了，啞巴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
15 內中卻有人說：「他是靠著鬼王別西卜趕鬼。」16 又有人試探耶穌，向他求從天上來的神蹟。
17 他曉得他們的意念，便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凡一家自相紛爭，就必敗
落。18 若撒但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因為你們說我是靠著別西卜趕鬼。19 我若靠著別
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20 我若靠著神的能力
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21 壯士披掛整齊，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22
但有一個比他更壯的來，勝過他，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贓。23 不與我相合
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12:10）10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
惟獨褻瀆聖靈的，總不得赦免。

馬可福音這段經文是緊跟在耶穌選召十二個門徒之後發生的。在馬可
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不管耶穌在那裏，群眾都帶著病痛苦難聚集到
祂的面前來。而耶穌也願意犧牲自己，盡力幫助他們，甚至連飯也顧
不得吃（20 節）。但耶穌的工作遭到了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的反對
來自祂的親屬，他們覺得祂對工作投入得太過分了，雖然出自善意，
但還是一種反對；另一方面的反對則來自祂的仇敵，而且充滿了惡
意。
馬太和路加福音記載，在那屋子裡，耶穌醫治了一個被鬼附的人（馬
可未記錄此事）之後，引起從耶路撒冷來的文士對祂的攻擊，說祂是
靠鬼王別西卜趕鬼的（22 節）。別西卜是猶太人對撒但的別稱。對這
種誣蔑，耶穌首先作出反駁：若祂靠這別西卜趕鬼，就是撒但對抗撒
但，把自己的目的挫敗了。撒但的目的是藉污鬼支配人，並非要趕出
污鬼叫人得自由。「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必先捆住
那壯士，纔可以搶奪他的家」（27 節）。這比喻中的壯士就是撒但，
牠的家就是這世界，牠的家具是在撒但支配下的人。耶穌則是那捆綁撒但，搶奪牠家的人。
耶穌接著宣告他們犯了「褻瀆聖靈」的罪，因他們明明見證了神的大能，看見耶穌把鬼趕出，卻說耶穌
是靠鬼王趕鬼；耶穌也宣告了這種人將面對的結局：「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
靈，總不得赦免。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馬太福音 12:31-32；馬可福音 3:28-29）
這是我們從今天經文中所要學習的最重要的一個功課。首先，不要因為耶穌說干犯人子，還可得赦免；
褻瀆聖靈，就不得赦免，我們就以為聖靈的位格高過聖子耶穌的位格。這裏告訴我們的是，聖靈和耶穌
在神救贖計劃中有不同的工作。在救贖恩典中，聖父預備救恩，聖子成全救恩，聖靈實行救恩。聖靈是
直接與罪人發生交通的位格，信與悔改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聖靈感動，沒有人能稱耶穌基督為主
（參哥林多前書 12:3）。罪人還沒有到基督面前的時候，是先受聖靈的感動。人若拒絕了聖靈，就沒
有辦法到聖子耶穌的面前，沒有透過聖子耶穌，也就不能到聖父的面前（參約翰福音 14:6）。所以一
個褻瀆聖靈的人就是一個拒絕聖靈施行赦罪之恩的人。如果他到死還抗拒、抵擋聖靈施行救恩，他的罪
就不可能得赦免，他就保存了罪，並帶到永恆裏去，這就是耶穌說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的意思。
換個角度來看，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28
節）。對信主的人又是何等的寶貴，這真是一句美妙動聽的話，是福音的一個大宣告！「一切的罪」包

括了大罪、小罪、人覺得不能赦免的罪；「一切褻瀆的話」，就是對不起神的話，是我們在還作罪人的
時候說的。這些都可以赦免，沒有一樣罪是不能赦免的，沒有一句褻瀆神的話是不能赦免的。我們要為
這樣的恩典感謝讚美神，只要我們肯信耶穌，就沒有一樣罪能攔阻我們得救，因為這是主耶穌親口說
的。這是我們的安慰，也是我們得救恩的確據！
想一想：
1. 從「耶穌的親屬說他癲狂了」（21 節）可看到耶穌的工作態度為何？
2. （續）請參考福音書的其他記載，為什麼這個敘述（21-22 上節）只見於馬可福音，而不見於馬太
與路加福音？
3. （續）思想：是什麼原因讓耶穌工作這樣投入？
4. （續）耶穌為著眾人的需要，而顧不得祂自己肉身的需要。這對我們事奉主的基本態度有何提醒？
5.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說：「他是被別西卜附著」；又說：「他是靠著鬼王趕鬼。」（22 節）他們
這樣說的動機是什麼？
6. 耶穌用「壯士」的比喻來駁斥文士們的污蔑。這個比喻的重點是什麼？
7. 什麼是「褻瀆聖靈」（29 節）？
8. （續）為什麼「褻瀆聖靈的永不得赦」（29 節）？
9. （續）思考：今天的人是否可能犯「褻瀆聖靈」的罪？
10.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28 節）這當中啟示了什
麼救恩的真理？
11. 主耶穌為人忙碌到一個地步，連最基本的享受都犧牲了──「連飯也顧不得吃」（20 節）。祂這樣殷
勤勞苦，全是為著我們，但我們為祂犧牲了甚麼呢？
12. 基督徒「故意犯罪」算不算褻瀆聖靈（參希伯來書 10:26）？我有沒有可能「故意犯罪」？為什
麼？
13. （應用）從今天的經文中，我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是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的？
禱告：
主啊！願祢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隨祢；求祢鑒察我，使我對罪惡敏感；求祢保守我，使我不犯罪得罪
祢。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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