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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驚世駭俗的救主
耶穌如何彰顯上帝的心意

在六十年代的一首英文歌，歌名為《問題67和
68》。我以為這是暗指另外有1-66個問題，但

我猜不透它們是哪些問題。其實，我也想不出問題67
和68是什么，可以說，我對這些問題充滿了問題。

	 倘若我們夠誠實，都會承認自己對很多問題仍存

疑，尤其是遇到危機時，許多重大的問題就會浮上心

頭。例如，當我們看到積善之家有人久病纏身、英年

早逝，或有財務危機時，我們會怎么做、會怎么說？

當整個區域遭受天災或戰亂之苦時，我們能說什么？

	 反觀我們自身，若這樣的苦難臨到自己，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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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問題會不斷在我們腦中縈繞：為何會發生這

樣的事？上帝真的存在嗎？祂在乎嗎？我們存在是為

了什么？我們來自何方？任何事都有終極意義嗎？

	 當我們提出問題，不會想要一個簡單的回答說發

生了什么事，單單獲取知識並不能滿足我們。我們必

須提出正確的問題，我們要知道到底是為什么。

	 為什么好人會受苦而離開我們？為什么年輕的媽

媽會失去丈夫，獨自撫養孩子苦撐家庭？為什么上帝

會允許整個族群無辜遭受殺害？為什么？

	 不是只有我們這個世代才被“為什么”這類問

題困擾。想像一下，在第一世紀的以色列，加利利出

現一位革命性拉比時的景況。耶穌激進的言行令人瞠

目，引起質疑。祂能鼓舞啟迪人心，大有權能，也令

人心生困惑。實質上，祂迫使猶太社群面對一個危

機。為什么呢？因為耶穌打破了自摩西律法建立以來

便根植于猶太人當中，並一直引以為傲的行為習俗。

	 人們為了想理解耶穌，對祂提出許多疑問。馬可

福音第2章以快節奏記錄了耶穌的事蹟，這些問題在當

中尤其醒目。曾有四次，人們問耶穌為什么如此特立

獨行。他們想知道耶穌到底是何許人也，祂有什么圖

謀。他們的質疑值得我們仔細審視。

柯貝爾（Bill Cr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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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見

祂在房子裡，就有許多人聚集，甚至連門前都

沒有空地，耶穌就對他們講道。有人帶着一個

癱子來見耶穌，是用四個人抬來的。因為人

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

頂，既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

下來。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

子，你的罪赦了。”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裡，心

裡議論，說：“這個人為什么這樣說呢？祂說

（一）

祂以為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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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妄的話了！除了上帝以外，誰能赦罪呢？”

（馬可福音2章1-7節）

耶穌的使命主要有兩個層面。祂說：“人子

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

19章10節）。這句話宣告了其中一個層面，祂的使命

是拯救失喪與面臨滅亡的人類。

	 祂第二個層面的使命 出現在希伯來書，作者寫

道：基督是“上帝本體的真像”（1章3節）。在聖子

耶穌身上，我們看見天父上帝的心意。

		 耶穌有沒有完成這項使命呢？耶穌開始祂的公開

服事時，施洗約翰看到祂，就說：“看哪，上帝的羔

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1章29節）。施洗約

翰讓世人知道耶穌是誰。

	 三年之后，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前一晚，祂與

	耶穌這部分的使命構成約翰福音的框架，約翰宣告

說：“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

祂表明出來”（約翰福音1章18節）。耶穌道成肉身（14
節），來到世上向我們顯明天父上帝──開啟我們的眼

目和心靈，引導我們明白造物主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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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門徒聚集在馬可樓上 ，耶穌的其中一個門徒腓

力求祂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約翰福音14章8節）。耶穌告訴腓力：“人看見了

我，就是看見了父”（9節）。耶穌公開服事的開始和

結束，都離不開這項使命，就是要向受造者顯明天父

上帝。

	 所以耶穌來到世間，其中一個原因是要向世人顯

明上帝對我們的心意。那么這會如何影響我們對馬可

福音第2章的理解？耶穌如何以祂的言行向我們闡明天

父呢？

	 如果我們觀察一個看起來極為自負的人，常常

都會聽到人們用言語挑釁他，說：“你以為你是誰

啊？”或是說：“你憑什么這么做？”我們可以推

斷，這個遭到質疑的人似乎自視過高，而他錯誤的自

我認知需要糾正。

	 在馬可福音第2章，首先提出“為什么”的人，心

中就存有先入為主的假設，認為耶穌有這種錯誤的自

	在這個稱為馬可樓（the upper room）的地方，耶穌為門
徒洗腳，藉此教導他們僕人式領袖的功課。祂也在這裡

與門徒分享最后的晚餐，將祂蘸在盤子的餅給了猶大，

表示猶大要出賣祂（約翰福音13章5-2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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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知。當時的宗教領袖親眼看

見、親耳聽見發生的一切，禁不

住義憤填膺地質疑：耶穌以為祂

自己是誰。讓我們想像一下當時

的場景：

	 在迦百農一個人滿為患的屋

子裡，耶穌正在講道。忽然，眾

人頭上的屋頂被掀開，露出了一

片藍天，幾個人用一塊托板，把

一個癱瘓的人從屋頂上面縋下

來，落到屋內。這四個人因着信

心而想方設法將朋友帶到耶穌

面前，但耶穌的回應卻是對癱子

說：“小子，你的罪赦了。”（5節）

	 假設你是這位癱子的四位友人之一。你拆了別人

家的屋頂，費力地將朋友抬上屋頂，再將他縋入屋

內。你將你的朋友帶到耶穌面前，顯然是指望耶穌醫

治他。耶穌卻說：“你的罪赦了。”這話恐怕不是你

期望或願意聽到的回應。

	 但是，耶穌這話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越這些朋友

的失望，雖然，他們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耶穌的這

句話促使文士（宗教律法的專家，福音書常稱他們為

.“求主將父顯給

我們看，我們就

知足了”（約翰

福音14章8節）。

耶穌告訴腓力：.

.“人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

（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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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師）提出一個令人深思的重大問題，涉及耶穌的

身分：

		 “這個人為什么這樣說呢？祂說僭妄的話

了！除了上帝以外，誰能赦罪呢？”（7節）

	 顯然，他們認為耶穌沒有資格做祂剛剛做的事

情，即赦免人的罪。這些宗教教師認真鑽研聖經，他

們堅信唯有上帝才能徹底饒恕並赦免人的罪。其實，

他們骨子裡真正要問的問題是：“祂以為自己是誰

啊？”唯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倘若耶穌這位教師

宣稱祂擁有這權柄，祂一定犯了褻瀆 上帝的罪，因為

他們深信耶穌不可能是上帝。妄稱自己是上帝犯的是

死罪，應被石頭打死。祂究竟以為自己是誰啊！

	 對于這些人的質問，耶穌的回應是行了一件肉眼

可見的事，來證實祂有能力做那肉眼看不見的事。

	 沒有一個人具有赦罪 的能力，但也沒有任何人能

單憑一句話醫好癱瘓的人。耶穌藉由強調顯而易見的

事，指出了這個事實。赦免罪的宣示不是憑經驗或實

驗可以證實的。用口“說”這人的罪得赦免並不難，

	從廣義上講，褻瀆的意思是侮辱或貶抑另一個人。但

在聖經中，這個詞特指褻瀆上帝，因此，它被視為最嚴

重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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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說“起來行走”，並指望癱子立刻得到奇蹟般的

醫治，那就難如登天了。因為癱子要么得醫治，要么

不能得醫治；換言之，耶穌要么擁有祂所宣稱的權

柄，要么根本沒有。

	 所以耶穌為了表明祂有權柄做這件事（赦罪），

祂做了另一件事（醫治）。耶穌這位教師要癱子起來

行走，癱子照着祂的吩咐做了！這個具體可見的證據

證明了耶穌不可見的宣告，就是耶穌像祂的天父一

樣，有赦罪的權柄。

	 耶穌來到世上赦免我們的罪，為要顯明天父的心

意，就是天父要白白地、完全地赦免人的罪，而耶穌

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具體展現天父赦罪的心懷。對我

們所有人而言，這是天大的好消息。因為在我們當

中，誰未曾在自己的軟弱、過犯和罪過的重擔下掙扎

過呢？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負罪感和羞愧確實可以成為

極為強大的桎梏，使人覺得無法得到真正的饒恕。面

	詩篇第51篇是大衛與拔示巴犯下淫亂的罪之后，寫下
的懺悔詩。他宣告：“我向祢犯罪，惟獨得罪了祢”（4
節）。這表示他承認，人所犯的罪最終都是得罪了上帝。

因此，人所犯的罪需要得到上帝的饒恕，即使他的過

犯也得罪了人。唯獨上帝才能真正赦免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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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樣強力的攔阻，我們找到一位渴望饒恕我們的上

帝，祂要粉碎我們罪咎的枷鎖，將我們從過犯所帶來

的羞愧和捆綁中釋放出來。

	 耶穌藉着祂的捨命和復活，為我們帶來了拯救，

使罪得赦免成為可能；祂賜給這位癱子的赦免，預示

着祂要在十字架上成就終極的拯救作為。

祂以為自己是誰？

	� 基于這些文士的信仰和信念，為什么說他們對

耶穌的宣告所做的回應可以理解？為什么這種

反應有危險？

	� 我們原諒某人的過犯和耶穌所賜給人的赦罪之

恩，二者有什么不同？

	� 倘若你帶一位朋友到耶穌面前尋求醫治，卻聽

到耶穌說出赦罪之言，你會怎么回應？

	� 耶穌在癱子身上的可見作為與不可見的作為，

二者的對比為什么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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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祂以為他們是誰？

	 耶穌又出到海邊去，眾人都就了祂來，祂

便教訓他們。耶穌經過的時候，看見亞勒腓的

兒子利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

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耶穌在利未家

裡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與耶穌並門

徒一同坐席，因為這樣的人多，他們也跟隨耶

穌。法利賽人中的文士看見耶穌和罪人並稅吏

一同吃飯，就對祂門徒說：“祂和稅吏並罪人

一同吃喝嗎？”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

健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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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馬可福音2章
13-17節）

在我成長的年代，有許多流行音樂的主題都是

歌頌戀人為了尋求愛而努力衝破社會階級。

歌曲中有好些歌詞，都是描述戀人試圖克服攔阻他們

相愛的社會階層。

	 在每種文化中，似乎都有某種程度的階級制度。

我們可以在任何一所中學裡，看到它的存在。有“富

人”和“窮人”、“好人”和“壞人”、“自己人”

和“外人”、“我們”和“他們”。這些針對別人的

價值判斷對他人有相當的殺傷力，也表現出一種扭曲

的（也是膨脹的）自我認知。

	 在第一世紀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們把人分為

“義人”和“罪人”，“遵守律法的”和“違背律法

的”。馬可福音第2章的第二個“為什么”，就出自這

些概念。

	 在馬可福音2章13-17節，耶穌呼召稅吏利未（他

也叫馬太）加入祂門徒的行列。然而，這很可能在祂

的追隨者當中引起反感。人們恨惡稅吏有兩個原因：

首先，他們勾結當時佔領以色列的羅馬政府。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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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濫用羅馬人賦予他們的權力，剝削自己的同胞而

致富。

	 在宗教領袖的眼中，一個真正的先知竟然會不惜

毀譽與稅吏為伍，實在不可思議。在耶穌自己的門徒

當中，那些來自同一處海岸的漁夫們，對馬太恐怕也

沒有什么好感。這些年來，馬太必定從他們身上搜刮

了不少銀錢。

	 對于耶穌揀選馬太，其中一個門徒必然覺得特別

難以接受，他就是奮銳黨的西門。奮銳黨是一群革命

分子，主張以暴力推翻羅馬政府，所以讓奮銳黨與通

敵分子同處，必然在門徒中間產生明顯的緊張關係 。

	 接着，耶穌更引起公憤，祂竟然到利未家中，與

猶太社會最下層的人同席用餐。猶太人稱他們是“稅

	猶太人鄙視他們的稅吏同胞，因為他們與壓迫猶太

人的統治者（羅馬人和他們的附庸王，例如希律˙安提

帕）狼狽為奸。這些稅吏以不誠實而惡名昭彰，貪污和

勒索更是家常便飯，因為他們專靠收取超過應繳的稅款

營生。在猶太教的口傳律法集《米示拿》（Mishnah）
中，甚至禁止人們接受稅吏的施捨救濟，因為他們的錢

被視為不義之財。如果稅吏進入一間屋子，這屋子裡的

一切都會被視為不潔淨。拉比甚至允許人們向稅吏撒

謊，以保護自己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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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和罪人”，是體面的上層社會人士認為的人渣或敗

類。于是，有人對耶穌的行為提出質疑 ：“祂和稅吏

並罪人一同吃喝嗎？”（16節）

	 這個質疑同樣出自文士，這些猶太宗教律法的專

家。根據他們的看法，吃飯不僅是獲得營養而已，它

還有多個層面的含義，關係到每個人禮儀上的潔淨。

該怎么洗手，該怎么預備食物，該怎么清潔餐具與鍋

具，當然還包括誰和你同席，這一切對人的潔淨都有

深刻的影響。你在禮儀上的潔淨與否，會直接影響你

參與聖殿及會堂活動的機會。

	 事實上，這些宗教領袖是在質疑：“祂以為他們

是誰？”為什么一個被稱為先知的人，竟會愚蠢到與

那樣的人為伍？

	 對于這些領袖的質疑，耶穌的回應是強調群眾的

需要。耶穌明確指出，他們的需要是祂最關心的事。

祂這么做是要顯明天父上帝接納、包容的心意，凡來

	稅吏利未很可能是利未人（雅各兒子利未的后裔，

這個支派負責在聖殿中服事；民數記1章50節，3章12節
等等），因為第一世紀絕大部分名為“利未”的人，其

實都屬于利未支派。如果馬可福音中的利未的確是利未

人，他更會特別遭到同胞的蔑視，因為他本有一個敬虔

的身分，卻選擇了這么令人不齒的職業。



祂以為他們是誰?  17    

到上帝面前的人，祂都接納進入祂的家中。上帝以包

容的態度對待我們，祂不是看人們的外在行為，而是

以迥然不同的價值體系審視一切。

	 在撒母耳記上這卷書中，我們看到上帝棄絕掃羅

王后，先知撒母耳如何揀選代替掃羅王的繼任人選。

上帝告訴撒母耳，前往伯利恆的耶西家中，膏抹其中

一位兒子為繼任的王。耶西將他的兒子一個一個帶到

撒母耳面前，但是，前面七個兒子都不是上帝揀選的

王位人選。上帝揀選了耶西在野地牧羊的第八個兒

子。上帝告訴撒母耳：“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

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母耳記上16章7節）

	 耶穌看人的內心，祂看到迫切需要祂的世人。祂

甘心樂意與罪人為友的態度如此清晰、大膽，讓我們

可以看見上帝在其中的心意。想到創造及統治宇宙的

聖潔上帝，竟然願意接納我們進入祂的家中，這清楚

說明了上帝對我們的看法。雖然我們是墮落、敗壞的

受造者，但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參閱創世記1
章26-27節），是祂以無以倫比的大愛來救贖的對象。

所以上帝愛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健全，而是因為我們

迫切需要祂。

	 今天，我們仍然住在有“自己人”與“外人”之

分的世界。我們不惜犧牲那些耶穌為之捨命的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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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設立屏障來保護自己和名聲。約翰寫道：“上帝愛

世人”（約翰福音3章16節），這裡的世人並非單指被

社會接納或合乎道德規範的人。上帝所愛的世人，也

包括我們想排斥的人。耶穌特意並堅定地接納祂那個

世代中不潔的人，是在大聲警戒許多教會及我們自己

心中仍持有的“堡壘心態”。

	 基督徒常問：“耶穌會怎么做？”不過，這個問

題問得並不太正確。更恰當的問法是：“耶穌曾經怎

么做？”祂親近所有的人，反映出天父的心意，祂在

我們這個好爭論、暴戾乖張、兩極化的世代中，為我

們樹立了效法的典範。

祂以為他們是誰？

	� 你何時體驗過某種階級制度？你被歸在社會階

層的哪一端？那是什么感覺？

	� 耶穌在祂的整個事奉中始終看重人的價值。祂

以哪些方式表明人的價值？

	� 將人分類如何證實了宗教領袖的信念？這反映

出哪些信仰態度？

	� 我們在自己的教會中，是否有看到同樣將人分

類的情形？我們要如何改變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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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祂為什么不禁食，
反倒又吃又喝？

	當下，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禁食。他們來

問耶穌說：“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禁

食，祢的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什么呢？”耶

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

陪伴之人豈能禁食呢？新郎還同在，他們不能

禁食。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

們就要禁食。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恐

怕所補上的新布，帶壞了舊衣服，破的就更大

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恐怕酒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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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惟把新酒裝在

新皮袋裡。”（馬可福音2章18-22節）

當你看到一則廣告，標着“新”這個字眼時，

廣告商試圖告訴你什么呢？你是否發現，那

些所謂的“新”產品根本算不上是新的？這種廣告很

容易讓人起疑。

	 但是，電影《刺殺據點》（Vantage Point）于

2008年上映時，它在情節上的確表現出新穎的手法。

它一再重複同樣的情節，卻是以八個不同的角度呈

現。每次重述時，都會揭示一些新的訊息。每次複

述，你都以為自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直到從下一個

角度來揭露這種想法的盲點。唯有到結尾時，所有角

度的觀點交織在一起，才揭示出真相。這是一部另類

的影片，名副其實地展示出“新”的含義。

	 對于真正的、全新的事物，其問題就是我們會感

到困惑不解，難以理解所發生的劇烈變化。正是這種

問題引發了馬可福音第2章的第三個“為什么”。

	 這一次提出問題的不是宗教領袖，而是群眾（馬

可福音2章18-22節）。這些人看來不是存心要試探或

攻擊耶穌，而是他們真的被搞糊塗了。在人與上帝的

關係上，他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施洗約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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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者和法利賽人的門徒禁食。相反地，耶穌和祂的

門徒卻又吃又喝。

	 文士指控耶穌與那樣的人為伍，說祂與一群不

潔之人坐席宴飲：“祂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嗎？”

（16節）接着，群眾則提出下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追

究得更加深入。祂為什么又吃又喝？人們問道：“約

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禁食，禰的門徒倒不禁

食，這是為什么呢？”（18節）

	 雖然耶穌在其他地方承認，禁食在一定的時間和

地點是合宜的，但祂在這裡用一連串的比喻來回應，

描繪出眾人顯然不明白的事實真相。祂要讓眾人知

道，有一件值得慶賀的新事正在發生！這件新事非

常新穎，就像婚禮上慶賀一個新組成的家庭。它新得

就像一件全新的新衣，無須任何縫補。它新得就像新

酒，裝在一個從未用過的新皮袋裡 。

	 耶穌所舉的每個事例，都有眾人無法領悟的新事

	《國際聖經百科全書》（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闡明皮袋在這裡的用法：“新約這段經文

的解釋是：新酒至少還會持續一定程度的發酵，新酒應

該裝進新皮袋是因為新皮袋仍有膨脹的空間，而舊皮袋

已經失去了膨脹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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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發生。藉由耶穌，天父上帝

正在更新萬有。整本新約聖經，

一直在展示這個事實。人可以得

到新的心，成為新造的人（哥

林多后書5章17節）；根植在上

帝大愛中的各種關係將得到更

新（約翰福音13章34節）；有一

天，受造的天地萬物也都要變成

新的（啟示錄21章1-4節）。

	 難怪我們的上帝會說：“看

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啟

示錄21章5節）。這裡的重點是

說，耶穌又吃又喝是因為上帝做

的這件新事配得歡慶。其實，天

父上帝自己也慶賀這件新事。路加福音第15章告訴我

們三個失而復得的故事。從某種意義而言，它們講的

都是更新，都在描繪失喪的受造者（我們）被上帝尋

回。耶穌也證實說：“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

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路加福音

15章10節）

	 誰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不正是天父上帝嗎？祂不

是正在慶賀失而復得、舊事變新嗎？

耶穌正在更新萬

有。人可以得到

新的心，成為新

造的人；根植在.

.上帝大愛中的各...

種關係將得到更

新；有一天，受

造的天地萬物也

都要變成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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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與祂的門徒又吃又喝，正是在慶賀上帝所做

的輝煌新事，祂正歡喜慶祝這一新事！想到這裡，就

覺得真是美妙無比，我們的上帝不但在更新萬事，也

歡慶祂在我們心中所做的新事，以及為我們做的新

事。我們也應當像祂一樣歡慶。

	 “新”可以使人迷失和困惑不解，但是上帝所做

的新事，尤其做在祂所愛的百姓身上時，我們可以，

也必須與祂同賀。

祂為什么不禁食，反倒又吃又喝？

	� 經歷新事會不會讓你興奮不已？令你困惑不

解？讓你坐立難安？為什么？

	� 在耶穌所舉有關新事的比喻中，你認為哪一個

最通俗易懂？為什么？

	� 在耶穌所舉有關新事的比喻中，你認為哪一個

最難懂？為什么？

	� 上帝歡慶新事，如何與祂更新萬有的作為相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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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祂為什么打破
安息日的規矩？

	 耶穌當安息日從麥地經過。祂門徒行路的

時候，掐了麥穗。法利賽人對耶穌說：“看

哪，他們在安息日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着大衛和跟從他的人

缺乏、飢餓之時所做的事，你們沒有念過嗎？

他當亞比亞他作大祭司的時候，怎么進了上帝

的殿，吃了陳設餅，又給跟從他的人吃；這餅

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對他們說：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



 驚世駭俗的救主26

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馬可福

音2章23-28節）

我們說自己在“招惹”某人，是什么意思呢？

這話的意思是，我們在故意製造緊張關係，

甚至想引發衝突。在體育運動中，我們看到運動選手

試圖惹惱對手，讓對手向他們揮拳。我們在政治活動

中也會看到這種情景，就是一方會故意激怒對方，引

蛇出洞，進而揭露對方在媒體或大眾面前不討好的觀

點或主張。

	 我們見到有人招惹別人時，會覺得這人詭詐。然

而，如果是耶穌招惹別人呢？我們會怎么看？我認

為，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中，我們看到馬可福音第2章的

最后一個“為什么”。

	 耶穌許多引起爭議的言行都發生在安息日，很難

令人相信這不是一種策略。在這裡，耶穌和祂的追隨

者經過麥田，掐了麥穗；根據法利賽人的說法，掐麥

穗的動作是屬于“工作”。門徒用手揉搓麥穗（更多

的工作），然后吃麥粒。當時，在別人的田地裡摘取

用來果腹的穀物，是律法所允許的，但若在安息日做

這些事則另當別論。在這個分別出來讓人安息的日子

裡，嚴格的摩西律法規定了什么可以做，而更多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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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什么不可以做 。

	 那些看似無處不在的法利賽人，正在一旁觀看所

發生的事。或許，耶穌這么做就是要在他們和祂之間

營造緊張的氛圍。換言之，祂是故意招惹他們。這些

法利賽人認為，他們首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摩西律法，

並且挑戰任何威脅到遵行律法的行為。他們深信，他

們必須對這樣的行為做出回應。

	 有許多規條主導着法利賽人對摩西五經及其教導

的看法，安息日的規矩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這些法利

賽人認為，針對耶穌的門徒這種明目張膽違背安息日

規矩的做法，他們的攻擊絕對合理。所以，在這一章

中，他們第三次代表宗教團體興師問罪：“看哪，他

們在安息日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24節）

	 耶穌憑什么認為祂可以凌駕于摩西律法之上？

這也呼應他們提出的第一個質問：“祂以為自己是

誰？”摩西律法是上帝和以色列民之間必須遵守的盟

	猶太傳統列出39項嚴禁在安息日做的事。猶太傳統的

規定巨細靡遺，甚至還告訴百姓在安息日可行多遠的路

（根據約書亞記3章4節，不可超過兩千肘）。簡言之，
安息日成了一個令人喘不過氣的重擔，一個惱人的宗教

束縛，奴役了整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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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如果耶穌是猶太百姓的一位教師或拉比，祂怎么

可以漠視對猶太人來說這最基本的律法？他們是上帝

揀選的子民，行事為人必須遵照上帝的律法。

	 耶穌直接引用聖經的事例回應他們。祂回顧大衛

和他的隨從遭掃羅追殺時，吃了會幕中的陳設餅。這

餅原是獻給上帝的神聖祭品，只有祭司才可以食用。

大衛和他的隨從在逃亡的路上，飢餓難耐，所以他們

把陳設餅吃了。耶穌說，他們這么做並沒有褻瀆上

帝。

	 這段記載開了先例，讓耶穌和祂的門徒可以做同

樣的事情。設立安息日原是讓百姓受益，而不是傷害

他們。它的用意是幫助、堅固，而不是支配或轄制

人。它原是要讓百姓得自由，而不是使他們受奴役。

于是，耶穌正面迎戰法利賽人的指控：“安息日是為

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

安息日的主。”（27-28節）

	 在《信徒聖經註釋》（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中寫道：“耶穌運用這個上帝未曾責備

的舉動，顯明法利賽人對律法的狹隘詮釋已經模糊了

上帝的用意。律法的精意看重人的需要，勝過它的儀

式規條。”

	 這裡要指出，上帝的心意是為了百姓及他們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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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祉，而不是為了儀文。正如

大衛在他的悔罪詩裡寫道：

		 祢本不喜愛祭物，若

喜愛，我就獻上；燔祭祢

也不喜悅。上帝所要的

祭，就是憂傷的靈。上帝

啊，憂傷痛悔的心，祢必

不輕看。（詩篇51篇16-17
節）

	 耶穌證實，天父上帝首要的

關注不是儀文；上帝的心意是眷

顧傷痛之人和他們的需要。在這

裡，我們再度找到一個新的軌

道，帶領我們擺脫禮儀形式及

拘泥于律法的宗教束縛。耶穌引導我們脫離“該做什

么”、“不該做什么”的體系，取而代之的是讓我們

明白天父上帝的關注點：祂寬容和慈愛的心懷着重在

人的身上。

祂為什么打破安息日的規矩？

	� 你曾否被激怒去做一些事情？那是什么情況？

	� 在你的經歷中，哪些事情相當于猶太人安息日

耶穌引導我們脫

離“該做什么”、.

.“不該做什么”的

體系，取而代之

的是讓我們明白

天父上帝的關注

點：祂寬容和慈

愛的心懷着重在

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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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矩？

	� 為什么我們常常會覺得遵守條文比維持關係更

容易？

	� 為什么聖經極力區別“遵守儀式”和“與上帝

的關係”？在這裡如何看得出來？

真正的問題是⋯⋯

	 耶穌來到這個星球，所為何來？從一個層面來

看，馬可福音在第2章就提出四個“為什么”，為這卷

福音書記述耶穌在世的一生奠立了根基。學者認為，

馬可記載了西門彼得跟隨基督的回憶錄，展示了耶穌

是彌賽亞的重要論點。耶穌降世為要拯救我們，因為

上帝看重“人”過于“儀文”，而且上帝藉由耶穌正

在做一件新事。馬可福音余下的內容，就是在詳盡闡

明這些至關重要的觀念。

	 但是，這並非全部。耶穌還刻意攪動祂那個世代

的牢籠，摧毀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以便正確地彰顯

上帝。

	 若將這些記述連串起來，我們就能明白天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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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意：祂差遣祂的愛子降世，赦免世人的罪、接納

社會的邊緣人、歡慶新生命，並引人跨出宗教的牢

籠。我們看見天父的心意，祂愛世人到一個地步，甚

至將祂的獨生愛子賜給我們。

	 在這四段記述裡，我們領悟到四件有關天父的重

要事項：

	� 上帝的心是饒恕的心；

	� 上帝的心是接納的心；

	� 上帝的心是做新事的心；

	� 上帝的心看重“人”勝過“儀文”。

	 耶穌降世，徹底承擔了我們悖逆上帝所帶來的一

切后果。祂藉着戰勝、饒恕，並更新我們和萬有，來

向我們彰顯上帝的心意，其深刻程度史無前例。

	 或許，你擁有一位很棒的父親；或許，他遠遠低

于你對父親的期望；或許，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父親是

誰。然而，不論你屬于哪種情況，耶穌要引領我們認

識這位更偉大、更美好的父親，就是祂自己的天父。

耶穌降世，就是要讓我們在祂父家裡有一席之地。祂

向我們彰顯祂的父，幫助我們更充分地認識祂。從耶

穌身上，我們領悟到天父向我們所懷的心意，遠遠超

乎我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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