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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彰显与法利赛人的抵挡能力的彰显与法利赛人的抵挡 路加福音五12至六11

有一群门徒跟随耶稣，又有一群非门徒在抵挡耶稣，
两股势力围绕在耶稣的身边。两股势力围绕在耶稣的身边。

五12 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疯，
看见他 就俯伏在地 求他说：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

「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时代 长大麻疯的人是不洁净的耶稣时代，长大麻疯的人是不洁净的，
他所碰到的东西都不洁净，大家都闪他闪得远远的。

主耶稣很多动作 表达了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五13a 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主耶稣很多动作，表达了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

他可以用任何方法带给大痲疯的病人医治，
这里所彰显的，不只是耶稣的能力、更是主的怜悯。

五13b 大麻疯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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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4 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

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作证据。」

耶稣不是要这个大麻疯的人去替他作见证，
相对的是说 ─ 不要扬声，只要按照旧约律法，

当身体得洁净的时候，要献上某些的祭物，

由大祭司宣告「在礼仪上你是洁净的」，
可以重返社会，开始正常人的生活。

五15-16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
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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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五17-20 有一天，耶稣教训人，

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

没有名字、
可是很有名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
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佩服

从瓦间把他连褥子缒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佩服
这几个朋友

不只是躺着的瘫子，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你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这种好朋友？

不只是躺着的瘫子，
包含四个朋友

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好朋友？
感谢神，我有很多！能够出来服事主，

需要很多祷告的盾牌在我的身边需要很多祷告的盾牌在我的身边，

他们最知道我的软弱、

服事中的瓶颈 性格中的破口服事中的瓶颈、性格中的破口。

有我的好朋友在祷告当中，成为我属灵的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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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 26 耶稣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

瘫子有好朋友，把瘫子放在耶稣的跟前…

五20-26 耶稣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焦点澄清了，在铺排中突显出…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

「这说僭妄话的是谁？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 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甚么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甚么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你的罪赦了」 是为要让文士跟法利赛 知道「你的罪赦了」，是为要让文士跟法利赛人知道，

「主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

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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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主要的张力 ─
有人对耶稣有信心，因耶稣的能力、怜悯得医治

也铺排另外一群角色，反对耶稣、不相信耶稣、

存心找碴的所谓宗教人士，

耶稣要他们看见 ─

「主耶稣好大胆，竟然说『你的罪得赦了』！」

耶稣要他们看见 ─
他不只是有能力的、上帝所派来的，

带来怜悯 释放的医治者带来怜悯、释放的医治者
更是能够赦免、解决人罪的问题，

从神而来的神的儿子从神而来的神的儿子

这个张力继续铺排在路加福音 ─
敌对、跟随耶稣的势力，同时围绕在耶稣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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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

又有一个门徒被召 (五27-29) 马太福音的作者

利未
主后第一世纪，税吏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有决心 有行动 可不是三分钟的热度有决心、有行动，可不是三分钟的热度…

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

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

税吏的朋友带来了税吏、税吏的朋友带来了税吏、

罪人的朋友带来了罪人，

来到了耶稣的跟前。来到了耶稣的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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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那一群反对党 ─ 当时的宗教人士…

五30 32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五30-32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
「你们为甚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

每 个人的焦点很不 样每一个人的焦点很不一样 ─
法利赛人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跟当时的人划清界限
耶稣所看重的跟他们所看重的 差距非常的大耶稣所看重的跟他们所看重的，差距非常的大

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悔改。。」」

耶稣的服事带来了两股势力的交战，
有些人自认为有资格来跟随耶稣，可是主耶稣所选召的人，有些人自认为有资格来跟随耶稣，可是主耶稣所选召的人，

让那些当代的属灵人士、宗教人士，似乎非常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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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宣告了他有赦罪的权柄，紧接着 ─
服事需要赦免的罪人、税吏、名声不好、不受欢迎的人

选召其中的一位，成为他们的朋友、一同坐席吃饭，

表达彼此的接纳、是朋友的关系

这群人是被耶稣接纳的、似乎是声名狼藉的人，

耶稣说 这些人需要医生 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说 ─ 这些人需要医生、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耶稣走进他们的群体，成为他们的朋友， 带来医治、赦免。

当下，耶稣所展现的影响力 ─
有病的人，从耶稣得着了医治、安慰

罪人，上帝透过耶稣给了他们悔改的机会

似乎不必悔改的义人，被耶稣给得罪了义 ，被 了
这是非常反讽的描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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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 洁 才拯救我主耶稣不是把我们变成跟他一样圣洁，才拯救我们。
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变成跟我们一样 ─ 成为一个人…

好来拯救我们、解除我们生命中罪的缠累、种种的困境。

我们在服事、跟随耶稣的时候，总会有一点罪罪疚感疚感……我们在服事、跟随耶稣的时候，总会有 点罪罪疚感疚感……
我们就会更努力、更认真的来读经、来祷告祷告，，

好像一副要将功补过、提升自己一些、变得、变得更好一点更好一点；；好像 副要将功补过、提升自己 些、变得、变得更好 点更好 点；；

让这罪疚感、不配的感觉成为一种动力，

我们是直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我们是直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

而不是跟耶稣保持一个距离…，好让他多赞许一些。他多赞许一些。

我们多么需要耶稣来服事我们 ─
服事服事我们这些不配、不大能，来到他跟前服事他的人，

我们多么需要他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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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当下，税吏还在税关、正在收税的时候，
耶稣呼召了他，使他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

这个门徒立刻产生他生命的影响力 ─
更多人有机会，因为他回应了耶稣的呼召

更多的税吏可以听见耶稣的福音、

跟耶稣一同坐席吃饭

让我们今天不论是在人生任何的处境当中，
就在那个当下、我们需要耶稣，

就在那个当下、我们被耶稣触摸，

听见耶稣给我们生命呼召的时刻，

在我们的周围，也一样可以透过我们，

蒙着主耶稣所带来赦罪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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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有一群人蒙恩，

有一群人却看不得 ─ 主耶稣怎么会跟这一群

好像不配蒙恩的人在一起呢？当下就给耶稣一些批评一些批评。。

五33-35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五33 35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
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惟独你的门徒又又吃又喝吃又喝。。」」

敬虔人是常常禁食；而主耶稣基督跟人家吃吃喝喝吃吃喝喝敬虔人是常常禁食；而主耶稣基督跟人家吃吃喝喝吃吃喝喝……
主耶稣走进人的生活当中，把福音带进去，

而不是把人拉出来、才让他听见福音。而不是把人拉出来、才让他听见福音。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
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当然是欢乐的时刻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当然是欢乐的时刻；

时候到了、耶稣不在的时刻，才是禁食的时刻。



‧走进犹太人社会 ‧赦罪的权柄‧对罪人的态度 ‧对安息日的态度

新布 新 皮袋用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的比喻，

来描述「新旧难合」。

耶稣所处当时的犹太教族群社会，

好像是旧衣服、旧皮袋

耶稣所带来神的国度，新的能力、恩典、动力，

对旧的衣服 ─要把他们撕得更厉害了

法利赛人信仰的框框，好像新酒灌在旧皮袋里，

新的酒继续发酵，要把皮袋给撑破了，

耶稣了解，在旧的体制、旧的价值观当中，
面对耶稣所带来神国的挑战面对耶稣所带来神国的挑战，

真的是新旧难合
对当代法利赛人 文士对当代法利赛人、文士，

所守着宗教礼仪的框框，真的是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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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框 价我们内在中，也会有自己的框框、价值观，
信主之后久而久之也会认为说…才算是敬虔；

规律的生活很好 ─
我们的主、创造主，就是井然有序的上帝。

让我们的敬虔，不要变成规条化、礼仪化、以致于僵化；

主耶稣要给的祝福是更多、更美、更好的

让我们常常愿意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要让过去对神的经历，好像一件旧衣服，

反而拒绝了耶稣所带来新的祝福。

主耶稣面对犹太人提醒他说 ─ 「你们怎么没有跟我们一样，主耶稣面对犹太人提醒他说  「你们怎么没有跟我们 样，
我们是禁食、敬虔；你们怎么又吃又喝？」

求主释放我们 ─ 让我们就算是吃喝，也吃喝得很敬虔，求主释放我们  让我们就算是吃喝，也吃喝得很敬虔，

不在乎外貌；内在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主耶稣最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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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主耶稣很喜欢在安息日做些什么
安息日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来窥探耶稣，

看耶稣有没有做一些违反宗教礼仪的事情，来找耶稣麻烦

六1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六 有 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
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

在旧约律法当中只有很简单的说在旧约律法当中只有很简单的说 ─
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那一天是来敬拜的日子的日子，，

敬拜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把律法规条化、条文化，

安息日的规条 这个不可 那个不可 有六百多条安息日的规条 ─ 这个不可、那个不可，有六百多条…
「他们用手掐着麦穗吃」

六2 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甚么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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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 约的例证 撒 记耶稣回过头来，提出一个旧约的例证，记载在撒母耳记 ─
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

陈设饼曾经吃过在会幕中所撤换下来的陈设饼；

圣经当中说 ─ 这个饼是除了祭司之外，别人都都不可吃不可吃！！

这个例证，耶稣是让他们看见说 ─
你们今天所看重的事情，是圣经的启示吗？你们今天所看重的事情，是圣 的启示吗？

是上帝的教训？还是人为的传统呢？

这是让当代的法利赛人要有所反省的。这是让当代的法利赛人要有所反省的。

六5 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当时谁是安息日的主呢？
安息日的主已经不是上帝了安息日的主已经不是上帝了

而是他们奉为规臬的那些教条



‧走进犹太人社会 ‧赦罪的权柄‧对罪人的态度‧对安息日的态度

六6-11 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
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
耶稣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那枯干 只手的人说 「起来！站在当中当中 」」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当中。。」」

耶稣问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
那样 以的呢 就周围 着那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

没有人要回答、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问题显露了人心里的恶行 恶念因为问题显露了人心里的恶行、恶念。

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
以往大声归荣耀给神 旁边的人认出耶稣 拥戴耶稣以往大声归荣耀给神，旁边的人认出耶稣、拥戴耶稣…

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治耶稣。

能力的彰显与法利赛人的抵挡能力的彰显与法利赛人的抵挡
耶稣拯救手枯干的人，却得罪了这一群宗教人士 ─

已经似乎出现了十字架的呼声已经似乎出现了十字架的呼声。

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的，在我们生命中是隐藏不住的 ─
耶稣所带来的恩典 能力 祝福耶稣所带来的恩典、能力、祝福；
让生命中所经历的耶稣，可以不畏艰难的表明出来。

要想说 大家都能够很 面的回应不要想说…大家都能够很正面的回应，

主耶稣自己在服事的当下，带来医治、能力、怜悯，

求主耶稣给我们勇气 ─ 不论环境如何，

不是所有的人都正面的回应，还有人成为耶稣的敌人…

求主耶稣给我们勇气  不论环境如何，
愿意在每一个时刻表明耶稣是我生命的主。

耶稣的怜悯、恩典，在环境的艰难当中，耶稣的怜悯、恩典，在环境的艰难当中，

更显为可贵、有吸引力。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福音书中记载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所有的恩典 能力 就是今天的世代最需要的

祷告祷告

所有的恩典、能力，就是今天的世代最需要的。

这个世代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为没有你的话；

求你怜悯我们 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 祷告祷告求你怜悯我们，让每 个属你的儿女，
言语、动作、行为，都将你的话语活出来
愿意在一些不配的人当中
愿意走进黑暗的处境，让你的光明成为别人的照耀

让这个失望的世代，透过我们的服事、

透过你在我们里面所显明的恩典、能力，
让人从我的生命当中看见希望。

让你的恩典、权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地流露出来，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举起的救恩的杯。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