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7

國度。

［耶穌的比喻］
回到屋裏的污鬼和兩個欠債的人
太十二：43-45 中的“回到屋裏的污鬼的比喻”
和路七：40-50 中的“兩個欠債的人的比喻”是關於
在神國裏向外湧流的愛的比喻。
A. 回到屋裏的污鬼

閱讀太十二：43-45。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討論。這個故事有什麼反映真實生活的元素？
筆記。 根據某些人的經驗來說，這個故事的元素並不反映真實的生活。這是因為他們不相信有撒但或邪靈存
在，所以他們認不出撒但或他的邪靈的所為。他們還沒有意識到，在他們的生活中有某些（並非所有）事件是
由邪靈造成的。然而，在耶穌的時代，以及今天在許多社會裏，人們都普遍相信有邪靈存在，也看到他們的破
壞行為。他們已看到耶穌如何把邪靈從人身上趕出來，或看到邪靈在今天如何被趕出來！對他們來說，這個比
喻的故事不是奇怪和迷信的，也不是受文化影響的。
2. 觀察緊接的上下文，並確定比喻的元素。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釋或應用是什麼？
筆記。
(1) 這個比喻的背景記載在太十二：22-42。
它包括以下幾方面：
撒但滅亡的標記。太十二：22-37 所討論的問題是，基督的神蹟到底是表明撒但掌權（統治、主權、控制），
還是表明他被打敗（滅亡）的標記或證明？故事的背景是法利賽人和文士對耶穌和祂的傳道工作的反對漸漸加
劇。他們批評耶穌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並且已經商議怎樣可以除滅祂（太十二：2，7，10，14）。他們看到
耶穌怎樣醫治一個被鬼附着、又瞎又啞的人（太十二：22-23）。現在，法利賽人和文士公然褻瀆耶穌，說祂
是靠着撒但（別西卜）的能力趕鬼的。
可是，耶穌回答說，祂既靠着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他們了。耶穌指出祂醫治和趕鬼的神蹟，是表明
撒但和他的邪靈被打敗（滅亡）的標記（而不是撒但或他的邪靈掌權的標記）！它們是表明神的國度（王權、
權能統治）在世上真實存在的標記和證明！耶穌指出捆綁撒但，並且趕出他的魔鬼，是表明神的國在祂第一次
降臨的時候臨到地上的標記！
約拿的神蹟。在太十二：38-42，耶穌斥責猶太宗教領袖渴求神蹟。儘管耶穌在他們中間行了許多醫治的神
蹟，這些法利賽人和文士卻不接受這些神蹟，認為它們只是地上的神蹟，是靠着魔鬼的能力行出來的。他們要
求的是要看見從天上來，靠着神的大能行出來的神蹟，正如以利亞使火從天上降下來那樣，好叫耶穌可以證明
祂確實是彌賽亞（太十六：1）。這些以色列宗教領袖和他們的跟隨者對於世人得到醫治和拯救並不感興趣，
他們只是對那些驚天動地、震撼人心的事件感興趣。
耶穌基督給他們唯一的神蹟，就是約拿的神蹟。約拿的神蹟是一個預表（作為一個例證的事件），表明耶穌基
督的受死和復活。對於一個渴求震撼人心的神蹟的世代，給他們唯一的神蹟，就只有耶穌基督的受死和復活！
一個消極的宗教的標記。法利賽人和文士所提倡的那種宗教，絕對是一個“消極的宗教”。他們並不強調舊約
律法積極的一面，而是強調所有消極的方面。他們這樣教導人：
- “不可與稅吏和罪人結交”，
- “不可在安息日掐麥穗或醫治人而犯了安息日”，
- “不可違背你向神所起的誓”等等。
想一想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有許多宗教領袖要求人“不可”這樣做或那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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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的消極律例：不可：
- 吃某些食物（例如：猪肉）
- 喝酒
- 吸煙
- 跳舞
宗教裏的消極律例：不可：
- 在宗教聚會期間唱歌
- 說神藉着肉身把自己顯明出來（例如：耶穌基督）（縱使祂從荊棘裏火燄中把自己顯明出來）（出三：16）
- 質疑某一本書是從天上來的宣稱
- 質疑某一個自稱先知的人的信念，或質疑他所說的真理
- 跟那些與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交往，等等。
針對男性的消極律例：不可：
- 刮鬍子
- 在外出的時候不戴上一些遮蓋頭部的衣物
針對女性的消極律例：不可：
- 在敬拜的時候不戴上帽子或一些遮蓋頭部的衣物
- 不戴帕子在公眾場合出現
- 在公眾場合被人認出
- 與男人談論神
- 與男人交談
猶太宗教老師有一份列出了三百六十五條禁令的清單（除了一份列出了二百四十八條命令的清單之外），所有
的跟隨者都必須遵守！因此，在他們的宗教裏有三百六十五項“不可做的事情”！
耶穌基督就是在猶太人這種消極的宗教的背景之下講述“回到屋裏的污鬼的比喻”。
(2) 這個比喻的故事記載在太十二：43-45 上。
(3) 這個比喻的解釋或應用在太十二：45 下。
耶穌說：“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祂所說有關乾淨但空置的房子的教訓適用於這個邪惡的世代，即以色列
國（也適用於今天由人創立的宗教），他們不承認或不相信耶穌是他們的彌賽亞。
3. 找出比喻中相關和不相關的細節。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細節是真正重要或相關的？
筆記。
一個人。耶穌沒有給這個比喻中的任何細節賦予任何特定的意義。有一個人起初被鬼附，後來污鬼離了他，最
後他又被八個邪靈附身；耶穌只是把這個人的景況和這個世代（這一代信奉宗教的人）的景況作比較（太十
二：45）。整個比喻的意義必須根據這句話來解釋。
邪靈。耶穌不是要教授一個魔鬼學的課程。祂不是要我們花時間去思想邪靈的事，而是要我們思想“這邪惡的
世代”（太十二：39，45），這個世代就像一個被八隻污鬼附身的人那樣。因此，“邪靈”沒有別的含意，在
這個比喻中也不是相關的細節。
無水之地。就如良善的天使讓人聯想到秩序、美麗和豐盛的生命，照樣，邪惡的天使或邪靈讓人聯想到混亂、
荒凉和死亡。這些無水之地或曠野並沒有任何相關的意義，只是用來加強故事性而已。
一個人被一個邪靈附身，然後邪靈離了他，最後他又被八個邪靈附身。這是一個重要和相關的細節，因為它描
述這個邪惡的世代的景況！這個比喻的意義只可以根據上下文推斷出來。
施洗約翰和耶穌早期在以色列的傳道工作，就好像拯救人脫離邪靈。約翰向人傳道，指出人必須悔改，並且要
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他有許多跟隨者（太三：5）。耶穌基督也呼籲人悔改，因為祂說神的國近了
（太四：17）。祂也有許多跟隨者（太四：23-25）。以色列因着施洗約翰和耶穌的傳道工作而出現的情況，
就如邪靈從人身上被趕了出來那樣──“人”代表在耶穌時代的以色列民。
可是，以色列的情況在法利賽人和文士的影響之下迅速改變了。越來越多法利賽人和文士的跟隨者反對耶穌基
督。宗教領袖公開地批評、指控和辱罵耶穌基督（太十二：2，7，10，14，24）。他們甚至商議要除滅祂。最
後，他們和他們的跟隨者都呼喊說：“把他釘十字架。把他釘十字架！”（太二十六：59；二十七：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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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如今在以色列出現的情況，就如換來八個邪靈代替那一個邪靈附在那個人身上。“那個人”仍是代表以
色列國，耶穌稱之為“這邪惡的世代”！以色列民反對和拒絕耶穌基督，他們的景況只會變得更糟！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
筆記。
太十二：43-45 中的回到屋裏的污鬼的比喻教導我們有關“在神國裏向外湧流的愛”。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神國的特徵是一個積極的宗教，而不是一個消極的宗教。它的特徵是積極地向外
湧流（能看見）的愛，而不是消極地向內增長的宗教（帶着一系列消極的律法和規條）。”它的特徵是耶穌基
督向那些需要得醫治、得釋放和得拯救的人那份向外湧流（能看見）的愛（太十二：9-14），而不是猶太教中
那種律法主義式的消極心態（太十二：2）、定罪的氛圍（太十二：7）、消極的批評（太十二：24），以及盲
目追求外在的神蹟（太十二：39）。
向外湧流（能看見）的愛，是神國的其中一個明顯的特徵！向外湧流（能看見）的愛，是堅持獻身去做正確和
良善的事，而不是持續地害怕會做了什麼錯事和壞事！真正屬於神國的人就像一所有人居住的房子，裏面充滿
積極的活動，而不是一所空閒、打掃乾淨的房子（太十二：44）。住在裏面的人藉着神的恩典並因着信而得醫
治、得釋放和得拯救，他們以積極的愛、公義和聖潔，而不是以消極、不造成傷害的心態，來向神表達他們的
感恩之情！
5. 將比喻與聖經中相似和相對的經文作比較。

閱讀太十五：13；二十一：19；二十五：18，26-28；二十五：41-46。
探索和討論。這些經文的教導與這個比喻所教導的有何異同？
筆記。耶穌並不只是滿足於一所打掃乾淨卻空閒的房子，這樣的房子代表一個消極、被動和不造成傷害的宗教
（一個以一大堆律法或規條來維持的宗教）。
神也不只是滿足於一個只靠人手來栽種和培養（教導和訓練）的人（太十五：13）。耶穌的舉動表明，一棵只
有許多葉子卻沒有結果子的無花果樹，會面對被咒詛的危險（太二十一：19）。耶穌指出一個人若把神所賜的
才幹和責任埋藏起來，會面對被棄絕的危險（太二十五：18，26-28）。一個人自以為是基督徒，卻不關心其
他需要幫助的基督徒，會面對無法承受神國的危險（太二十五：41-46）。
所有這些經文都教導我們，耶穌譴責一個消極被動、由人所制定一系列“禁止的事”的律法或規條所控制的宗
教。相反，祂鼓勵人用愛心去積極地服事。像法利賽人那樣的人只會強調：“不可做這樣的事，也不可做那樣
的事！”可是，耶穌卻強調：“要做這樣的事，也要做那樣的事！（你就必活着）”消極的宗教試圖藉着人對
違犯傳統的律法和規條的恐懼來轄制人。然而，耶穌基督使人得自由，使人可以去愛神、愛鄰舍和愛自己。
6. 總結這個比喻的主要教訓。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教訓或信息是什麼？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知道什麼或相信什麼，祂教導我們要成為怎樣
的人，或要做什麼？
筆記。
(1)

向外湧流（能看見）的愛是堅持獻身去做正確的事，
而不是持續地害怕會做錯事。
這是神國的其中一個明顯的特徵！在施洗約翰事奉的時候，以色列民的景況就好像人得釋放脫離了污鬼那樣。
人悔改了，並且一直期待彌賽亞來臨，實際上卻沒有接受彌賽亞。這樣是不足夠的！以色列民的心靈是空虛
的，就像空閒、打掃乾淨、修飾好的房子。然而，這樣的景況總不能、也總不會滿足人內心深處的需要，以及
神的要求。
(2)

不造成傷害並不等於聖潔！
律法主義式的被動心態跟向外湧流（能看見）的愛也不相同！
人們往往展開新的一頁，嘗試改善自己的生命或清理自己亂七八糟的生命。然而，耶穌基督所提供的遠遠不止
一所空閒而打掃乾淨的房子！人們經常培養自己的個性和品格，參加各樣的研討會、課程或訓練大會，為要培
養自己的個性和技能，並且做各種各樣的善事，為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然而，耶穌教導我們，一個人若要真正的改變內在的品格和外在的行為，就必須由神來栽種（太十五：13），
並且由神來更生和改變（約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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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往往對外在的禮儀、良好的行為、宗教儀式和必要的宗教行為留下深刻的印象。耶穌把這比作一所空閒而
打掃乾淨的房子！然而，耶穌基督教導我們，真正的基督徒不應只是擁有整齊乾淨的心和生命。他們必須擁有
潔淨的心（藉着耶穌的血），他們的心也要被充滿（藉着聖靈）！
(3) 此外，還有一些其他比喻指出虛有其表而沒有實質的內在生命的危險。
有些人看來像一棵長了許多葉子的樹，卻沒有結出果子，也有些人把他們所擁有的才幹埋藏起來，這些人好比
一所空閒、打掃乾淨、修飾好的房子。他們的外在行為似乎表明他們有所改變，但耶穌察看人的內心是否被聖
靈充滿，並且充滿向外湧流的愛（羅五：5）。
(4)

神國的特徵是耶穌基督的積極宗教，
而不是猶太宗教領袖和教師的消極宗教。
法利賽人這樣教訓人：“不要這樣行！”耶穌這樣教訓人：“要這樣行！”祂教訓人說：“要愛神！”，又說
“要愛你的鄰舍！”耶穌熱情而親切的態度與法利賽人冷漠、拘泥律法的態度互相抵觸。祂廣闊的心胸與他們
狹隘的宗族心態互相抵觸。祂向外湧流的愛與他們的自私自利也互相抵觸。祂強調律法的深層意義，這與他們
堅持遵守律法的字句互相抵觸（太五：17-48）。心胸寬廣的耶穌基督與狹隘固執的法利賽人無法同居！因
此，耶穌說：“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太五：20）。”
B. 兩個欠債的人

閱讀路七：40-50。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討論。這個故事有什麼反映真實生活的元素？
筆記。這個故事講述兩個人欠了一個債主的債，這樣的故事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五十兩銀子（五百個得拿利）
相當於一個普通的工人大約兩年的工資，五兩銀子（五十個得拿利）則相當於一個工人大約兩個月的工資。這
兩筆錢的數目都相當大。他們兩人都無力償還。債主沒有把他們關進監裏，反而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
耶穌以一個問題來結束這個比喻，好讓祂的聽眾思考一下其主要信息。耶穌說：“這兩個人那一個更愛他
呢？”西門的回答是正確的，他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接着，耶穌指出實際的應用，將那個用膏抹祂的腳的女人與那個邀請祂來吃飯的法利賽人作對比，說：“所以
我告訴你，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他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
2. 觀察緊接的上下文，並確定比喻的元素。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釋或應用是什麼？
筆記。
(1) 這個比喻的背景記載在路七：36-39。
法利賽人。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飯。他邀請耶穌的原因並沒有說明。他可能聽說耶穌是一位偉大的先
知，所以出於好奇而邀請祂（路七：16）。也有可能他想找機會得把柄去告耶穌（路六：7）。他邀請耶穌並
不是出於愛，甚至不是出於對耶穌的重視，這一點從他如何對待耶穌就可以看出來了（路七：44-46）。然
而，耶穌接受了他的邀請。耶穌不但與稅吏和罪人一同吃飯（路五：29-30），也與法利賽人一同吃飯（路
七：36；十一：37；十四：1）。
一個女人。在以色列，有不速之客自行進到設宴的家並不是罕見的事。他們通常會坐在牆邊，觀察周圍所發生
的一切事情，甚至跟一些受邀請的客人交談。
有一個臭名昭彰的女人也進到他們吃飯的房子裏，並且站在耶穌腳前。將這個女人說成是妓女可能有失公平，
因為一個女人不必是一個妓女也可以是一個罪人。此外，從當前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已經不再過着從前
的生活了。在那天之前，她必定聽過耶穌傳福音，並且相信了福音，因為她所有的行為都表明她對耶穌的感恩
之情。她心裏越來越感受到神的赦免！因此，她帶着一份珍貴的禮物來獻給祂，感謝祂改變了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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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女人表達感恩的行動。她為自己過去的罪惡生活確實深感懊悔，因此她嚎啕痛哭起來，她的眼淚流到耶穌
的腳上。她用自己的頭髮把祂的腳擦乾，又用嘴連連親祂的腳，並且把香膏抹在祂的腳上。法利賽人西門覺得
這一切行動都是可厭的，就心裏說，耶穌不可能是一個先知，因為祂應該知道這是一個臭名昭彰的女人，也不
會容讓她摸祂。於是耶穌設這個比喻，對這個法利賽人的態度和想法作出回應。
(2) 這個比喻的故事記載在路七：41-42。
(3) 這個比喻的解釋或應用記載在路七：43-50。
耶穌在屋內的眾人面前，指出祂從主家法利賽人那裏所受到的低劣待遇。主家並沒有按照東方人款待客人的習
俗來接待耶穌。耶穌走過了塵土飛揚的路來到之後，他沒有給祂水洗腳（創十八：4；士十九：21）。他沒有
與祂親嘴來迎接祂，親嘴乃是一種表達愛意的方式（創二十九：13；四十五：15；羅十六：16；彼前五：
14）。他沒有用油抹客人的頭，甚至連廉價的橄欖油也沒有用，油乃是喜樂的象徵（詩二十三：5；四十五：
7；一四一：5）。簡而言之，法利賽人對待耶穌的態度是冷漠、傲慢和無禮的。
耶穌又說祂從那個女人那裏所受到的對待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用水洗祂的腳，而是用自己的眼淚來洗祂的
腳。這是她悔改和歸信的標誌。她不是用嘴親祂的臉，而是用嘴連連親祂的腳。她用嘴親祂的腳象徵謙卑和感
恩。她不是用廉價的橄欖油來抹祂的頭，而是把珍貴而芬芳的香膏來澆在祂的腳上！
接着，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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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所作的這個應用
含有以下的意思：這個法利賽人不相信福音。他不認為自己是個罪人；因此，他覺得沒有必要蒙赦免；因此他
也沒有表現出感恩之情！他對耶穌沒有愛，這表明他的不信。
相反，這個女人相信福音（路七：50）。她從前被自己的罪重壓，現在這些罪都得蒙赦免了！她相信耶穌所傳
講的信息，這讓她意識到自己的罪完全得蒙赦免了。她藉着她向耶穌所表達的愛，來表明她確信自己的罪已經
得蒙赦免了。耶穌說：“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路七：48-50），藉此印證
她在原則上早已知道並在心裏經歷到的事情。羅五：1 說：“凡因信稱義的，就藉着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這個女人有信心，因此她已經與神相和了，並向耶穌基督表明她的愛！比較一下這情況和賽五十七：20-21，
我的神說：“惡人必不得平安。”
3. 找出比喻中相關和不相關的細節。

教導。耶穌沒有給這個故事中的任何細節賦予特別的意義。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
筆記。
路七：40-50 中的兩個欠債人的比喻教導我們有關“在神國裏向外湧流的愛”。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向外湧流的愛源於意識到自己得蒙赦免，而意識到自己得蒙赦免源於相信福音。
一個人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他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
向耶穌表明向外湧流的愛，是神國其中一個基本特徵！真正屬於神國的人無論犯了多少罪，他們的罪都已經得
蒙赦免了，他們向耶穌基督表明向外湧流的愛，藉此向神表達他們的感恩之情！
耶穌將法利賽人意識不到赦免和那個女人意識到赦免作對比。法利賽人認為自己是義的，感到自己根本不需要
任何赦免。因為他沒有得到赦免，所以他沒有一點愛。因為他沒有得到耶穌基督的赦免，所以他也不愛耶穌基
督。
相反，那個女人深深意識到自己的罪（罪性），同時也深深意識到自己完全得蒙赦免了。因為她許多的罪都得
蒙耶穌基督赦免了，所以她也深愛耶穌基督。
這個比喻將一個少得赦免的男人與一個許多的罪都得到赦免的女人作對比。在基督徒當中並沒有少得赦免和多
得赦免的比較。當神完全赦免一個人的時候，祂就宣告這個人在祂眼中是百分之百的義人（得蒙赦免），並且
在他一生中都繼續把他當作百分之百的義人（得蒙赦免）來看待和對待（參看羅四：4-8）！所有已經為罪悔
改和相信耶穌基督的基督徒，都完全得蒙赦免了（來八：12）！
當基督徒的屬靈生命漸漸成長，他們便漸漸意識到自己的罪性，他們意識到耶穌基督為他們所成就的事，他們
也意識到祂已經赦免他們何等多的罪。因此，基督徒對耶穌基督的愛也漸漸增多了。年長的基督徒往往比年輕
的基督徒更意識到自己的罪性。一個人越是意識到自己的罪性，就越需要意識到自己已經完全得蒙赦免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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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越是意識到自己已經完全得蒙赦免，就越發向耶穌基督表明向外湧流的愛，藉此向耶穌基督表達他的感
恩之情！
5. 將比喻與聖經中相似和相對的經文作比較。

閱讀。路五：17-26。
探索和討論。這段經文的教導與這個比喻所教導的有何異同？
筆記。 在路五：17-26，耶穌治好了一個癱子，這個癱子是由他的四個朋友擡到耶穌面前的。耶穌意識到這個
癱子的真正問題在於他在神面前的罪。耶穌能夠看透這個癱子的內心，看到他深知自己的罪，也看到他感到罪
疚，並且為自己的罪感到羞愧。耶穌也能夠看透他那四個朋友的內心，看到他們對祂的信心，也看到他們相信
祂能夠做的事情。耶穌看見癱子的信心，又看見他四個朋友的信心，心裏感動，便說：“朋友，你的罪赦了”
（路五：20）。
法利賽人和文士就惱怒，因為他們認為耶穌基督褻瀆神。他們指控耶穌正在做只有神才能夠做的事情，也就是
赦罪。他們心裏議論說，一個人用言語說：“你的罪赦了”比起用行動幫助那個癱子更容易。耶穌知道他們的
想法，祂立即把癱子完全治好了，藉此證明祂對自己的宣稱：祂是神 1，祂成為人的樣式 2，而且祂也有赦罪的
權柄！耶穌基督赦免人的罪，是以祂在十字架上所獻上的贖罪祭為基礎的。因為祂獻上了贖罪祭，所以祂有權
柄免去一個人的罪，並且宣告罪得赦免！
法利賽人專注於一個消極的宗教，當中有許多禁令，例如“在安息日不可為人治病”，耶穌卻專注於積極的行
動，向這個世界上貧困的人顯明祂的愛。

1
2

神的兒子
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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