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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C B C W L A 新約讀經班的要求

1.每次上課之前讀完五章聖經

2.參加隨堂測驗

3.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路加福音的金句

19:10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9: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加福音的大綱

1. 耶穌的起源，1-3 章

2. 耶穌在加利利 4:1-9:50

3. 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4. 耶穌在耶路撒冷 19:28-24:53



路加福音 3.耶穌去耶路撒冷(9:51-19:27)

11-15章 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与警戒

11章 如何祷告，赶鬼，如何认识真福神迹

如何省察自己，洁净内心，警告法利赛人六祸

12章 如何行事说话，看待钱财，如何侍奉神

13章 论悔改，论安息，论神的国，为耶路撒冷叹息

14章 再论安息，论坐席，论如何做门徒

15章 三個失而復得的比喻 福音中的福音



路加福音独有的内容 十一到十五章

無知的財主 (12:16-21)

耶稣爲耶路撒冷悲哀（13:31-35）

請那些不能報答妳的人吃飯（14:12-14）

要愛主勝過愛一切（14: 25-26）

蓋樓和打仗的比喻 要先計算代價（14: 28-33）

浪子回頭(15:11-32)



第十一章 主的教导与警戒

一、教导如何祷告 (1~13节)

二、教导赶鬼须知(14~26节)

三、教导认识真福──听神之道而遵守(27~28节)

四、教导认识神迹(29~32节)

五、警戒的话：

1.省察自己，使心眼瞭亮，全身才会光明(33~36节)

2.不要单洗净外面，而要洁净里面(37~41节)

3.警告法利赛人六祸(42~54节)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第11章 11:1-4 主祷文

1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

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

教导他的门徒。

2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有古卷只作父阿)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有古卷无愿你的旨意云云).

3 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

赐给我们。

4 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

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

们脱离凶恶。(有古卷无

末句)

看
天
父

1

2

3

为我们

1

2

3

（比较马太6:9-13）

今日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
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一、教导如何祷告 (11：1~13节)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1. 禱告是眾門徒的事，不只是個人的事。

2. 要先尊主的名為勝，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3. 再求我們的需要：

a) 飲食

b) 赦免

c) 試探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11:5-13 凡祈求的就得着

5 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
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
借给我三个饼。

6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
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

7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
。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
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

8 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
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切的直求，
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9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10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

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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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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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是神赐予的最宝贵的礼物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一、教导如何祷告 (11：1~13节)

祷告就要情词迫切

禱告必須持續不斷，情詞迫切地直求，而神總是隨時準備好要賜予

禱告不在乎

長短和言詞

的華麗，而

在乎 對天父

的認識和信

心



1. 關於別西蔔的辯論（11:14 ～ 23

）

14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吧的鬼。鬼

出去了，哑吧就说出话来众人都希奇

。

15 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

西卜赶鬼。

16 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

来的神迹。

17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

，凡一国 ，就成为荒场。凡

一家自相分争，就必败落。

18 若撒但自相分争，他的国怎能站

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

赶鬼。

19 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

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

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20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

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21 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

，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

22 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

，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

了他的赃。

23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

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趕鬼是神的能力，有一比撒但權勢更大者

在行趕鬼的事。在這種情況之下，沒有人

可以保持中立，要麽屬基督，要麽屬撒旦

。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二、教导赶鬼须知(11：14~26节)

『神的国』指神施行祂
权柄的范围

只有靠

神才能

将鬼赶

走

一國或

一家若

彼此相

爭，很

快就敗

落， 所

以靠鬼

王趕鬼

在邏輯

上是站

不住腳

的



11:14-26 趕鬼须知

2. 邪靈離開又回來（11:24～26）

24 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

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25 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

26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

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當人身上的邪靈被趕出去，或者把汙穢的思想，邪惡的陋習除去

，卻沒有別的來填充其原來的位置，這是不夠的， 必須讓神聖

善的靈接踵而來占據空虛的靈魂，否則，會比 原來的光景更糟

糕。

信主后要用圣灵充满自己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洁身自好却不信主，污鬼上身



11:27-28 真正的有福

27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
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

28 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聽耶穌教導的人中突然有一個女人發出感嘆。她顯然認為有像耶
穌這麼一位兒子一定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所以 就對馬利亞
發出了祝福和贊揚。

耶穌並沒有否認這個女人的感嘆，但接著說明更有福的事情不是
肉身上與耶穌有關系，而是藉著聽神的道並且遵守，從而在靈裏
和耶穌建立關系。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血缘的关系不如属灵的关系重要



11:29-32 认识神迹 約拿的神迹

29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

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30 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

神迹。

31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

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32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

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主用約拿的神迹預表自己從死裏複活的事。約拿怎樣在大 魚腹內三

日三夜後從海中獲救；主耶稣也會在墳墓三日三 夜後從死裏複活。

真正的信心並非基于理智的證據，而是基于神的道本身。 求神迹的

態度並不討神喜悅，因爲他們是憑眼見而不是憑信心。

不信的人說：“我看見了便會相信。”神說：“妳要相信， 然

後妳就會看見。”耶稣比所罗门，比约拿更大，更要相信。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9:51-19:27)

预表耶稣见约拿书1:17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王上十1~10

聖經裡比比皆
是神蹟，關鍵
是有沒有願意
相信的心，若
是不願意相信，
就是神蹟發生
在你的周圍，
你也只會認為
是巧合、甚至
視若無睹。

摘自萧牧师
每日灵修



11:33～36 裏頭的光──省察自己

33 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窨子里，或是斗底下，总

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

34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

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35 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

了。

36 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

灯要放在高处才能照亮更多人，耶稣是至高出

的光。 提防靈裏的瞎眼，和心裏的剛硬，不接受

神的光。领受了神的光，还要用来照亮更多的人。

清纯明亮

阴暗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不要让心里的光熄灭

瞭亮：純一，健
全，慷慨（不缺
乏）

昏花：不健全，
邪惡，吝嗇（缺
乏）

耶穌已經把福
音的真光向世
人顯明了，我
們不要再像當
時要求看更大
神蹟的人一樣。
問題並不是耶
穌所發的光，
不夠亮；而是
那些人屬靈的
眼睛，給蒙蔽
了！

摘自萧牧师
每日灵修



11:37～41 真正的潔淨

37 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
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

38 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
诧异。

39 主对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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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无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
吗？

41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于你们
就都洁净了。

主強調內在的重要性；然而，法利賽人
重視的是刻板遵守律法的條例，所關注
的只是外在的 行爲。他們關心的是一個
人做什麽，耶稣卻關心一個人心里想什
麽。讓良善從你裡面出來，自己潔淨，
別人也潔淨。

42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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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是你们当行

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43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

们 ，又

44 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

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

知道。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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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44 法利賽人有禍了

1轻重不分不行公义

2贪图虚名

3内心不洁 掩饰败坏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神赐圣灵能洁净我们的心



11:46-54 律法师有祸了

46 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

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

个指头却不肯动。

47 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

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

48 可见你们祖宗所作的事，你们又证明

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

知的坟墓。

49 所以神用智慧曾说，用智慧或作的智

者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

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

50 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

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51 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

坛和殿中间撒迦利亚的血为止。我

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

的人身上。

52 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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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

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

话。

54 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

4加人重担用律法要求别人

5杀害先知的共犯

6 阻挡别人认识神 夺取天国的钥匙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逼迫耶稣

创四8~11

代下24：15，20~22

這實在令人驚訝，他們要問耶穌話，聽耶穌回答問題的動機，
竟然是要拿祂的話柄！這可以做為讀經、查經時的一個提醒，
讓我們用更謙卑的心，更多認識耶穌並更深降服於祂的心，
來面對神的話吧！ 摘自萧牧师每日灵修



錯誤的性質 對信徒和教會的影響

1 輕重不分 因為強調次要的事，因此而看不見重要的事

2 貪圖虛名 人追求榮耀，神不得榮耀

3 掩飾敗壞 使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到汙染

4 給人重擔 能說不能行

5 擔任共犯 雖不直接殺害先知，但卻為他修造墳墓

6 奪取天国的鑰匙 自己不進去，又不讓別人進去

法利賽人六禍



贫穷人与宗教人

路加福音凸显耶稣与两种人之间的关系
1贫穷人
耶稣来传福音给贫穷人，他们接受耶稣，亲近耶稣，接受他的
信息。贫穷人指妇女，小孩，税吏，罪人，外邦人，...这些社
会地位低下，心里谦卑的人.

2宗教人
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文士，律法师，表面上他们与耶
稣信仰相同，但却毁谤耶稣，逼迫耶稣，捉拿耶稣，审问耶稣，
甚至将耶稣送上十字架。



十二章 主的教导安慰与警戒

一、门徒当如何行事说话(1~12节)

二、如何看待钱财和生活问题(13~34节)

三、事奉主者该有的态度和认识(35~59节)
关于仆人的教导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12章：主的教导安慰与警戒

7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

8 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

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

。

9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

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10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

免，惟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

11 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

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

诉，说什么话。

12 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

你们当说的话。

1防备
虚假

2要敬
畏神

3看重自己 神必看顾

1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
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
防备法利赛人的 ，就是假冒为善。

2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
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3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
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
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4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
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
。

5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
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6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4要认耶稣为主

5要顺服圣灵

一、门徒如何行事说话(1~12节)

做诚
实的
人

善良
的人

不要
装假

圣灵会引导我们行事说话

酵 邪恶的意念，假冒为善

面对千万
民众讲道
的对象是
门徒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12章：人子救主的教导与警戒

12:1～3 提防法利賽人的酵 — 假冒為善

主警告門徒要提防假冒為善的罪，就是人的心遠離神，外表卻裝

得很敬虔。

假冒為善的人喜歡把某些東西隱藏，以好的假象示人，當不再能

隱藏的時候，假面具就無可避免地會揭開來。 人們可能會認為自

己在暗中說的話很安全，但一切最終都要被帶到明處。

12:4～12 警戒和安慰

1.不要怕那只能殺身體的（12:4~5）

2. 比麻雀還貴重：神看顧祂的門徒（12:6~7）

3. 不得赦免的罪：褻瀆聖靈 （12:8~10）

4. 應許聖靈與門徒同在（12:11~12）



12:13-21無知的財主的比喻*：如何看待錢財

13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
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14 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
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15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
在乎家道丰富。

16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17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
方收藏，怎么办呢？

18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
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
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19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
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
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
吃喝快乐吧。
20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
的，要归谁呢？
21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
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耶穌指出一個與世界格格不入的
原則︰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
在神面前富足，精神富足，才是
真正的富足。

耶穌藉著「無知財主」的比喻，
來說明基督徒應該如何看待錢財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贪心永远不得满足，钱财成为人的负担

清心能
辨好家
務事

钱财不能使
人得到真正
的快乐



12:13-21無知的財主的比喻：如何看待錢財

耶穌的聽眾中有個人跟他的兄弟之間有因如何分家業起了 爭端。他請
耶穌作出裁決。

耶穌針對防備一切的貪心發出強烈的警告：要謹慎自守， 耶穌接著就
指出一個與世界格格不入的原則︰人的生命不 在乎家道豐富。對那些
窮其一生追逐財富名利的人來說， 這樣的教導尤其顯得振聾發聵。

耶穌接著用比喻描繪了一個富有的農夫，他的倉庫裝滿了， 沒有地方可
以容納新收的糧食財物。這人並不關心如何有 智慧地運用他的財富，既
不想要服事神，也沒想到幫助其 它人。他所關心的，只有放任地吃喝玩
樂。

神稱之謂無知的人，因為這個財主竟然那麽地肯定未來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而不知道他的靈魂在當夜就要被神取走，曾經讓他滿足和驕傲的財富對
他變得沒有任何意義。。

耶穌藉著「無知財主」的比喻，來說明基督徒應該如何看 待錢財：在
神面前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12:22～34 不要憂慮，只要求神的國
22 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
虑穿什么。

23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

24 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
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
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25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
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

26 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作，为
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27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
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
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28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
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29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30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

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

的。

31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

就必加给你们了。

32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

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33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

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

，虫不能蛀的地方。

34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

的心也在哪里。

灵命高于物质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对神有信心，能使我们免
去许多无谓的挂虑

不信主的人

真的财宝

不要忧虑
吃什么喝
什么

我們的心專
注於神國的
事，那些原
本會讓我們
憂慮操煩的
事，真的都
可以放得下
的！
摘自萧牧师每
日灵修



12:22～34 不要憂慮，只要求神的國

神既然賜給我們生命和氣息，就必然顧念我們的需要 (徒17:24-28)

。

主一方面教導我們為日用的飲食祈求(11:3)，另一方面又要我們不要為
此憂慮。祈求是信心的表現， 相信神會供應，憂慮是不信神的表示，
對未來沒有安全感。

耶穌指示門徒們如何正確地生活: 

(1) 生命本身比物質更重要；

(2)要專心求神的國，相信天父必賜 下一切所需用的;

(3) 還要用神賜的財物去幫助有需要的人，這樣就必有財寶存在天

上，

我們的心 也必向往天上的事，而輕看世上的事。

对神有信心，能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挂虑。



12:35～48 關於仆人的教導

1.儆醒的仆人的比喻（12:35～40）

35 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

36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
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37 主人来了，看见仆人儆醒，那仆人就有福
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
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

38 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
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

39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儆醒，不
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40 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2. 忠心的與不忠心的仆人（12:41～48
）41 彼得说，主阿，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
呢？还是为众人呢？

42 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
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43 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
人就有福了。

44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
一切所有的。

45 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
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
酒。

46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治他（
或作把他腰斩了），定他和不忠心的人
同罪。

47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

48 惟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的
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
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主應許說：“
我去了還要再
來。”（約
14:1～3）门
徒應警醒等候
。

主選派管家的條件：一要忠心，二要有見識。這
樣忠心的事奉是蒙福的，並有更大的托付.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恶仆

照着神所赐的恩
典能力，尽性尽
心尽力做好神托
付的事

有见识：

不同的人會有不同
的需要，你知道什
麼時候該說安慰鼓
勵的話、什麼時候
該說勸戒責備的話？
什麼時候應當從旁
予以協助、扶持？
甚麼時候給予愛心
關懷與探訪嗎？

摘自萧牧师

每日灵修

警醒期盼，
做好準備：
主人一來到，
就立刻給他
開門，若是
主明天就
來...

忠心：时刻预备遵主命



12:35～48 關於仆人的教導

门徒是主的仆人，应当学习做忠心有见识，又时时事事有准备的好仆人，不做懒惰，
凶恶的坏仆人。

1.儆醒的仆人的比喻（12:35～40）

主應許說：“我去了還要再來。”（約十四1～3）门徒應 像仆人等候
主人，腰里要束上帶子、點上燈，一面作工、 一面警醒等候。

2. 忠心的與不忠心的仆人（12:41～48）

主選派管家的條件：一要忠心，二要有見識。這樣忠心的事奉是蒙福的，

並有更大的托付；

反之，仆人若不忠於主所托，當主突然來到，見他所作的 一切，惡仆必

被問罪。

主按著所賜給仆人的恩賜才幹，托付他管理家務，並會在審判的時候按公

義賞善罰惡。

照着神所赐的恩典能力，尽性尽心尽力做好神托付的事



12:49～53 预言為主分爭
49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

50 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51 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
人分争。

52 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分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
人和三个人相争。

53 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
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

主耶穌知道祂來到地上，起初不會帶來和平，而 必會引起分爭、

不和、逼迫與流血。這本不是他 的本意，只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

這樣的結果或影響，因為人對耶穌的態度會有很大的不同，正如

西面所預言的：“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

許多人興起。”（路2：34-35a）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不挑起纠纷
纷争却
不可避免
正确面对处理



12:54～59 分辨時候
54 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
然就有。

55 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

56 假冒为善的人哪，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
候呢？

57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

58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
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

59 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人們善於從雲和風的變化來預測天氣，但對屬靈 的事卻表現得很遲鈍
。他們本有足夠的能力可以 知道，卻沒有意願要知道。所以耶穌警
告人們應 該有智慧地分辨身處的時代，然後藉認罪悔改， 與神和好
，以免去必受的刑罰。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十三章 主的教导与警戒
一、13:1-9 论悔改：

1.若不悔改，都要灭亡(1~5节)

2.存留乃为悔改结出果子(6~9节)

二、13:10-17 论安息：

1.病得医治，才会有真安息(10~13节)

2.在安息日应当解开捆绑(14~17节)

三、13:18-30 论神的国：

1.神国的外表好像芥菜种长大成树(18~19节)

2.又好比面酵使全团都发起来(20节)

3.若不努力进窄门，就不能在神的国里坐席(21~30节)

四、13:31-35 叹惜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1. 若不悔改，都要滅亡（13:1-5）

1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

2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3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4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
的人更有罪吗？

5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可能在彼拉多任猶太巡撫時，爲了鎮壓加利利人暴亂，在 他們獻祭時出兵，
以致被殺者的血攙雜在所獻的祭物中。

當別人遭遇不幸時，人往往抱著幸災樂禍的錯誤觀念與態 度，以爲是因爲他們

罪孽比自己深重，所以遭致神的懲罰。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3:19），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13:1～9 论悔改

13章人子救主的教导与警戒

你是更習慣對於別
人的錯誤指指點點，
懷疑別人的報應是
不是都是罪有應得？
還是你願意在神面
前好好地省察自己
呢？

摘自萧牧师每日

灵修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2. 存留乃爲悔改結出果子（13:6-9）

6 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

找果子，却找不着。

7 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

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

8 管园的说，主阿，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

9 以后若结果子便吧。不然再把它砍了。

存留是爲悔改結出果子，這是一個既滿有恩典又帶著嚴厲警告的比喻

神栽种的无花果树比喻以色列人，也比喻听主道而不遵行的人。

13:1～9 悔改

13章耶稣的教导安慰与警戒

耶穌要我們好好
關心自己的生命，
在神面前謙卑悔
改，結出好的果
子，免得最終都
會被砍，都要如
此滅亡！

摘自萧牧师每日
灵修



13:10-17：论安息

1.醫治駝背的婦人 病得醫治，才會有真安息（13:10-13）

10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11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

12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

13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

2. 在安息日應當解開捆綁（13:14-17）

14 ，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忿忿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作工。那
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

15 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哪，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

16 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但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
的绑吗？

17 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律法主義者認爲持守那些瑣碎細微的律法條文比救助那婦人的生命更重要，他

們愛制度勝于愛神愛人，他們辜負了神設立律法的本意。耶稣不停地在安息日向他
們挑戰，來顯明神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显明神設立安息日的本意。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13章人子救主的教导与警戒



13:18-30：神的國
1.芥菜種（13:18-19）

18 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
来比较呢？

19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
。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
。

2.面酵（13:20-21）

20 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

21 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
等全团都发起来。

3. 在神的國裏坐席的人（13:22-30）

22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
乡教训人。

23 有一个人问他说，主阿，得救的人少吗

24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25 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
面叩门，说，主阿，给我们开门，他
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
们是哪里来的。
26 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
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27 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
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28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
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29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
来，在神的国里坐席。
30 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
将要在后。

趁門還開著的時候，竭力通過窄門進入神的國坐席。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神國的本質是有生命的，是能生長的

酵雖然很少，卻可使整個面團産生變化

我們看到耶
穌的門徒們，
原本是一群
不受社會重
視的群體，
但在神的國
度裡卻可帶
來廣大而深
遠的影響。
弟兄姊妹們，
這是你、我
所屬的國度，
也是我們可
以給這個世
界帶來的影
響力！

摘自萧牧师
每日灵修

耶穌所走的路、
所經歷的事，
門徒也要走、
也要經歷。我
們真正要走的，
是一條窄路，
是必須要捨己、
要跟世界潮流
對抗，才能好
好跟從的路；
讓我們一起下
定決心，做好
準備，跟著耶
穌的腳蹤，一
起向前行!  

摘自萧牧师每

日灵修

抓紧时机，不要延迟



13:31-35 人子耶稣爲耶路撒冷悲哀*

31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
你。

32 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
成全了。

33 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
能的。

34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
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
是你们不愿意。

35 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
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再一次预言自己会在耶路撒冷遇害，重申自己的计划不变，
预言耶路撒冷不久就会被毁灭。要完成神交付的使命，就必须奋不顾身
一直前行。

路加独有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生性多疑、狡猾的希律安提帕

赛31:5      诗36:7



十四章 主的教导与警戒
一、安息日與法利賽人一起吃飯 （1～24）

1.醫治患水臌的人，再论真安息(1~6)

2.關於坐席的教導(14:7~14)
(1)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14:7-11）
(2) 請那些不能報答妳的人吃飯*（14:12-14）

3.大筵席的比喻：接受神的邀請，感謝神的恩典(14:15-24)

三、 论作主门徒的考验(14:25~35)

1.要爱主胜过爱一切*(14:25~26)

2.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14:27)

3.盖楼和打仗的比喻──要先计算代价*(14:28~33)

4.盐失味的比喻──半途而废的悲惨结局(14:34~35)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14章 人子救主的教导与警戒

14:1～24：安息日與法利賽人一起吃飯

1.醫治患水臌的人— 再論安息日的真義
(11:1~6)

1 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
们就窥探他。

2 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臌的人。

3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
以。

4 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

5 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
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

6 他们不能对答这话。

2.關於坐席的教導(11:7~24)

(1)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
11:7-11）

7 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8 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
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

9 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

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

10 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

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坐，那时你在

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11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2) 請那些不能報答妳的人吃飯*（11:12-14

）

12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

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

13 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

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

14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

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路加独有

請那些不能報答妳的人吃飯

法利
赛人
的双
重标
准

耶稣
是谦
卑的
榜样

见腓
利比
书2：
6-11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14章 人子救主的教导与警戒

14:1～24：安息日與法利賽人一起吃飯

(3) 大筵席的比喻：接受神的邀請，

感謝神的恩典(11:15-24)

15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

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16 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

客。

17 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

18 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

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

19 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20 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21 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

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

瘸腿的来。

22 仆人说，主阿，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

，还有空座。

23 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

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24 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

个得尝我的筵席。

只有放下世间一切缠累，
才能接受神的邀请，得享神
的恩典

主耶
稣位
我们
摆设
筵席



14:25-35 作門徒的考驗
1.要愛主勝過愛一切（14:25-26）

25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
他们说，

26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
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
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爱我胜
过爱原文作恨）

2.要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主（14:27）

27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
能作我的门徒。

3.蓋樓和打仗的比喻──要先計算代價（

14:28-33）

28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

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

29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

见的人都笑话他，

30 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

工。

31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

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

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

吗？

32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

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33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

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

门徒。

路加独有

路加独有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我們的價值觀、
生命的優先次序，
會漸漸不能被原
本所熟識的親人
認同，很難得到
他們的理解。我
相信，這對每個
人要作主門徒的
人而言，都是極
富挑戰性的！但
這也就是耶穌要
我們去思考的：
我是否願意撇下
一切所有的，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從主、作主門
徒？

摘自萧牧师

每日灵修（有删
节）



14:25-35：關於門徒的教導

14:34-35 鹽失味的比喻──半途而廢的悲慘結局

34 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35 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式。只好丢在外面。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鹹味是鹽特有的味道，也是鹽之所以被稱為鹽。如果鹽分 流失沒有了鹹味
後，便只剩下沒有味道的渣滓，毫無用處，失去了功用的鹽也不再是鹽。

主在早期事工中曾對門徒用過此喻，那時祂說，“妳們是世上的鹽。”

假如基督徒失去了其應有的品格和功用後，也會象失去鹹味的鹽一樣變得
毫無價值。

迷失自己，茫然世人已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
19:27)



十五章 三個失而復得的比喻 福音中的福音

一、寻回迷羊(1~7节)

二、寻着失钱(8~10节)

三、得回浪子*(11~32节)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路加独有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十五章 三個失而復得的比喻 福音中的福音

1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2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文士和法利賽人看不慣耶穌與罪人和稅吏友交往。他們厭棄罪人和稅吏，遠離他們

，自以為比他們更顯為義。文士和法利賽人也憎嫌耶穌這樣做，自以為站在道德和

公義的制高點上，指控祂：“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

主耶穌連著舉了失羊、失錢和浪子三個比喻來回應他們的非議。三個故事的重點是

，神一直在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為每個罪人的悔改感到滿心的喜樂和滿足，因為

“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主耶穌同時批評了文士和法利賽人的自以為義，他

們在神面前不承認自己失喪的狀況。事實上， 他們比稅吏和罪人的光景更糟糕，

因為他們頑梗地拒絕承認自己的罪，以為自己不需要神的救恩。他們自以為敬虔

愛神，但他們的愛只停留在表面固守律法的條例上，而不是真正明白和體貼神的心

意。



15:3～7 失羊的比喻

3 耶稣就用比喻，说，

4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

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5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6 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

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7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

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

喜更大。

8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

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

直到找着吗？

9 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

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

一同欢喜吧。

10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

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15:8～10 失錢的比喻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神是主動尋找的神，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看見一個罪
人悔改，好象牧羊人歷經千辛 萬苦找著丟失的那只羊
一樣 充滿了極大的喜樂。

謙卑、公開承認自己失喪並
願意 悔改歸向神的罪人，給
神帶來極大的喜樂。

100只羊
失去1只

10块钱
失落1
块

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显示其重要性



15:3～7：失羊的比喻
主用牧人尋找失羊的比喻來說明神的心

意。牧人為了一只 迷失的羊甘願翻山

越嶺，不辭辛勞地去尋找，目的是要把

這一只迷路的羊帶回羊群中，不願意失

去羊群的任何一只。

發現迷失的羊是個喜極而泣的經歷，牧

羊人歡歡喜喜地 把羊扛在肩上，回到家

裏。 找回丟失的羊的喜樂勝過一 切，

所以他請別人來分享他的喜樂。

神是主動尋找的神，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看見一個罪人悔改，好象牧羊人歷經千辛
萬苦找著丟失的那只羊一樣 充滿了極大
的喜樂。



15:8～10：失錢的比喻
在這個比喻中，一個婦人有十塊錢，可能是这個貧窮婦人 的所有的積
蓄。失落一塊錢对她是件嚴重的事，是當時一 個工人一天的工錢，所
以她下定決心要找到它。

婦人不斷細細地找那塊錢直到找著，就像牧羊人一樣，在 成功的時候
，她就與人分享她的喜樂，請朋友鄰舍來跟她 一同慶祝。失而復得的
錢

謙卑、公開承認
自己失喪並願意
悔改歸向神的罪
人，給神帶來極
大的喜樂。

比從未失去的錢
帶給她更大、真
正的歡喜。神也
是這樣。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11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12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

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

给他们。

13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

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

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赀财。

14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

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

15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

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16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

没有人给他。

17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

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

15:11～32失子的比喻 浪子回家*

18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

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

了你。

19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

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

21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

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

你的儿子。

22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

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

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穷困，
饥饿，
羞辱
终于
使他

预备好
说词

背诵

预备好
的说词

两个
儿子
失去
一个

三个比喻，损失程度不断增加，
结果一样喜乐

在神的面前

都是儿女而不
是奴仆

被父亲打断

动了慈心，
曾见：
拿因寡妇
撒加利亚人



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

快乐。

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

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25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

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26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

27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

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

28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

出来劝他。

15:11～32失子的比喻

路加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29 他对父亲说，我服事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

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

同快乐。

30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

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

肥牛犊。

31 父亲对他说，儿阿，你常和我同

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32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

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

下半场

大儿子
心灵迷
失而抱
怨

像征
法利
赛人

自以为义，藐视罪人，不念亲情

大兒子從未離開
家，一直與父親
同住，卻無法體
貼父親的心意，
一同為那位「死
而復活，失而又
得」的弟弟歡喜
快樂，反而還因
此動怒，這似乎
又讓我們看到一
開始那群法利賽
人、文士的內心
了！

摘自萧牧师
每日灵修

小兒子的「醒悟」也代表著我們生命中很重要的關鍵。也許我們的前途看似灰暗渺茫，我們的生活感覺走到盡頭，我們應
該要學習的是「醒悟過來」，思考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回到神的面前，與祂重建親密的關係！ 摘自萧牧师每日灵修

大儿子醒悟没有？



遠離神的人如同遠方流浪的 浪子，

失去了兒子的名分與 地位；當他

醒悟過來，未到 家門，父親已經

等著他回來 並且以極大的尊榮款

待他， 吩咐家人設宴慶祝這位失

而 復得、死而復活的兒子。

這個故事最令人感動的是當 兒子

回來時那位父親的歡喜 那兒子還

遠在路那一頭時， 他的父親就看

見他了，並 “跑去抱著他的頸項

，連連 與他親嘴。”全然不顧自

己是一個老者和作為父親的尊嚴，

就抱著兒子的頸項連連 親嘴。那

就是神看到浪子回家的喜樂！

15:11～32失子的比喻



大兒子的光景 大兒子既不體恤父親的愛子之心，又自以 為義，對回頭的同胞

弟弟無憐憫無同情，毫不接納，反而 在父親面前控告自己的弟弟。他雖在家

服事父親，實際上 心不甘情不願，心向往與外面的朋友吃喝快樂，他可稱為

家裏的浪子或者心靈的浪子。

大兒子象征文士和法利賽人 他們自

以為義，他們的驕傲 叫他們看不見

自己的罪，看不到自己的心其實已經

遠離神，。他們自己不憐憫不接納罪

人，也

不喜歡神這樣做。他們覺得他們忠

心 地服侍神，嚴格遵守神的 律法

誡命，然而卻從未因此得著神的獎

賞。他們不 體貼神的心意，更看不

見 神豐豐富富的賞賜。



世上最遙遠的距離

不是天各一方

而是— —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卻— —

不知道我愛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