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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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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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耶穌背後，挨著他的
腳哭。眼淚濕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把香膏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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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對他說︰「西門，我有句話要對你說。」
西門說︰「夫子，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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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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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穌說︰「你斷的不錯。」
於是轉過來向凓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麼？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
水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濕了我的腳，用頭髮擦乾。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
時候就不住的用嘴親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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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對那女人說︰「你的罪赦免了。」
同席的人心裏說︰「這是甚麼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路加福音7章 36-50節

什麼是「愛的動力？」什麼力量會
推動你去愛神及愛你周圍的人？在今日
後現代時潮中，要維持一個愛的生活不
是易事。我們不能靠毅力去愛神；也不
能靠你與他人之間有否對的「化學作用」
才愛他；而要培養正確的愛的動力。
路加福音7章這個故事指出，「愛
的動力」好比一個特製的「火爐」，
必須用對「燃料」，才會點燃，並且能
自然，持續地提供能源。當人有了基
督，就得到聖靈— 這獨特的「愛的火
爐」—供應你愛神，愛人的能源。
路加的故事說到，有一個法利賽人
名叫西門，請耶穌和他吃飯﹐那城裏有
一個女人知道耶穌在那家作席就進去。

在宴會中耶穌藉著這女人改變了生命所
作的見證﹐證實出祂是誰，同時也顯示
出她自己生命的光景。
路加在此的信息乃是：當 罪 人 蒙 基
督的恩典得赦免後，當以愛去回應生
命 。 愛的動力— 出自基督賜給信祂的
人那赦罪的愛— 成為一個「愛的火
爐」，也成了我們「生命的指標」。我
們可以從兩方面去認識它：第一﹐愛的
動力顯示出人生命的光景；與第二﹐愛
的動力單靠基督的恩典。

壹、愛的動力顯示出人生命的光景
路加7章36節：「有一個法利賽人請
耶穌和他吃飯，耶穌……去坐席。」

李定武 著
路加在37-38節接著記載：「（看）那城裏
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站在耶穌背
後……哭。眼淚濕了耶穌的腳……就用
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
腳，把香膏抹上。」
（註1）作者叫我們看
這女人〔「看」字出現2次（路7:37, 44），
「向著」一次（路7:44），共3次〕
，顯示
她成了耶穌的見證人。同時，經文又引
我們注意一個相對律的應用：針對「愛的
動力」，這女人與屋主西門，兩人成了
強烈的對比，標明出生命光景的不同。

一. 一個不認識主恩的人─ 一定有盲點
西門是一個法利賽人，在他與主耶
穌彼此的交談中顯露出許多的盲點，過
著一個沒有愛，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
1. 對自己的盲目
西門自以為義，忽視人類的罪性，
顯明他未得救。他本著高傲的心態，以
輕視的眼光觀察耶穌，目的要確定祂到
底是誰？
2. 對別人的論斷
西門對人的態度顯露出他心中沒有
愛。首先，他按這女人過去的行為論斷
她，而不注意她現在的改變；其次，他
並沒有按常禮接待耶穌，並繼續在評估

祂，因為耶穌是罪人的朋友，西門認定
祂不可能是先知。
3. 對恩典的誤解
西門相信罪人不配接受神的恩典；
義人則又不需要恩典。但針對像西門這
樣的人，耶穌仍然給他恩典，這實在是
奇妙！耶穌在宴席中特地為西門及在場
的法利賽人講了一個以「恩典」為中心
的比喻（路7:41-42）。為了讓西門能認
識恩典，耶穌提到兩個欠債的人，他們
分別欠債主五十及五百日的工資，而兩
人都無力償還，需得恩免。
首先，耶穌指出人的罪對神來說好
像欠債一樣，被債主恩免的人，會生出
感恩之心，而引發愛的動力。愛的動力
源自感恩的心。在這段經文中「恩免」
〔路7:42，43共出現2次〕或「赦免」
〔路
7:47，47，48，49共出現4次〕這兩同義
字合起來共出現6次，是本段經文的一個
鑰字；另一個字，
「愛」
〔在路7：42，47，47
共出現3次〕則是主題。
其次，耶穌提出一個問題：既然都
得了恩免，哪一個更愛債主呢？西門似
乎是不經心的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
恩免的人。」（路7:43）請注意，主並不
是在問恩免的數字，那已經給出了（路
7:41）
；卻是在問：什麼是欠債人心目中
對蒙恩免之債的「估價」？（註2）這也
正是主耶穌要我們思想的問題。
應用「相對律」來觀察這段經文，
我們可以看出西門及這女人的不同。首
先，比喻的結論是：罪被赦免得多的
人，應當有更多愛的表現。因此愛的動
力在於感恩，感恩程度深的人，生命的
改變理應大；其次，這女人對主表露出
如此的熱情，顯然她重大的罪都已經被
主赦免了。
依此看來，「愛的動力」乃是一個
人「生命的指標」，表明這人屬靈的光
景。西門沒有嘗過基督的恩典，沒有得
救，因此心中沒有「愛的火爐」，只會
論斷或埋怨。

二. 一個嘗過主恩的人─ 一定有特點
觀察過西門後，路加要我們看這女
人：雖然她以前是個罪人，但因嘗過主
恩的滋味，所以有她的特點：
1. 對主有信心的領受
這女子以前聲名狼藉，是什麼促使
她的改變？為何她愛主的動力如此強？
惟一的答案是她在這宴席之前，曾聽過

耶穌講道，接受了基督的恩典得救了。
她從神所領受的信心可以從三方面看出
來（註3， p139）：
第一，認知（notitia）：她知道耶穌是
誰— 知道耶穌是由神而來的﹔知道耶
穌有赦罪的權柄；知 道 耶穌赦免了她的
罪。第二，同意（assensus）：她認定耶
穌講的都是真實的— 她跟隨耶穌進入
西門的家，想與祂同在聽祂的教訓，因
感恩願服事祂。第三，信靠（fiducia）：
她體會自己是藉基督的恩典得蒙拯救，
有了更新的生命，所以願意信靠祂。
路加所描寫的這女人與拿因的寡婦
（路7:11-17）一樣都是沉默的，見證出
當代社會中那群可憐的大多數，被社會
所拋棄，被會堂所拒絕。耶穌卻用了這
女人的事奉，見證自己的確是罪人的朋
友，祂的恩典能隨時臨到這批無聲無息
的、失去盼望低層階的群體。這女子成
了主的活見證，藉她與主的同工，證實
出耶穌是彌賽亞— 「人子來，為要尋
求拯救失喪的人。」（路19:10）。
2. 對主有愛心的服事
這女人雖只服侍耶穌的「腳」，卻顯
出她對主的愛及事奉主的誠心。洗「腳」
是猶太僕人不肯作的工作，但這女人願
意以奴僕的身份服事恩主：用眼淚洗主
的腳﹔甘心為主在人前解髮，放下尊
嚴、用髮擦乾，又用嘴親和香膏膏主的
腳。這都是因為主的愛激發起的愛！
3. 對恩典有真的領會
路 加 以 對 稱 重 複 的 方 式（ 路 7 : 3 7 38；7:44-46）強調這女人的感恩行動；
同時應用相對律指出恩典對一個人的影
響：西門對主的失職與這女子愛主愛的
表現。這位嘗過主恩滋味的女人，以
下列方式向主表達愛：「眼淚…頭髮擦
乾…嘴…親…香膏」（路7:38）﹐她將
自己在世上惟一擁有的三樣東西— 情
感、愛與金錢﹐全獻給了主。第一，
「淚」代表她對主情感的流露：她罪債
的重擔得釋放，這是她感激與喜樂的表
現；第二，「親吻」是愛的表白：她純
潔，親熱又卑微地不斷親主的腳，向祂
表明內心至誠的愛；第三，解髮與「香
膏」代表她願為主捨下的尊嚴與金錢：
她向主付上最高的代價與敬意，內心願
榮耀恩主的名。
什麼是這女人「愛的動力」
？她愛的
動力來自對基督恩典的感激。她為何感

恩？因為她的罪被赦，她的感恩行動證
實出自己已接受了神救贖的恩典。她對
主已有相當程度的認知，並願意跟隨祂。

貳、愛的動力源自耶穌基督的恩典
路加7章44節：耶穌「於是轉過來向
著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
麼？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
47節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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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節：「耶穌
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
安的回去吧！』」「愛的動力」是一個
「恩典的火爐」。它所用的燃料，不是
摩西的律法與人的意志力，卻是基督的
恩典！

一. 愛的動力不能源自神的律法
保羅說：「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羅3:20）奧古斯丁說：「當我們試著
要實踐律法的要求時……因……顯得軟
弱，而感消沈，律法會導致我們去尋求
恩典的幫助。」（註3，p80）耶穌基督
賜恩典給西門，叫他注目看這女子的改
變，為的是要指出他的盲點：西門不認
識神恩典的能力，所以看不見耶穌的見
證人— 那女子蒙赦免後更新的生命；
反自認是義人，不需要恩典的赦免。
路加這段經文給了我們一個警告：
不要像法利賽人！基督徒也需要主恩典
的提醒。法利賽人乃是教會中才有的產
物；多少時候，在教會久了的人，往往
會與法利賽人在態度上相似，有盲點，
需要在基督恩典中有新的看見與學習：
第一，學靠基督恩典作主見証（見
表1）。主問道：「你看見這女人麼？」
（路7:44）也就是說：「你見到我的恩
典嗎？」一個人生命的改變全靠主的恩
典。我們是否有荒廢過主的恩典？
第二，學靠恩典燃燒愛的熱忱。要記得
西門的盲點！主指出「但……但……但」
（見表 2， 三次） ，西 門沒有將 愛用在
主身上。基督的恩典是寶貴的，不要忽
略，把恩典用來燒火鍋，吃下去；而是
應該點燃「愛的火爐」，燃燒那回應愛
神、愛人的愛！

二. 愛的動力不是源自人的毅力
路加7章44節：「耶穌……於是轉過
來向著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
女人麼？』」愛是不能強迫的，它需要以恩
典當燃料，培養出來，所以主耶穌要西

讓我們從以下兩個角度來認識基督
的恩典：
1. 耶穌指出恩典的原則
凡信基督，罪得赦免的人，都欠基
督愛的債。基督賜給信祂的人一個「愛
的火爐」，獨靠祂的恩典而燃燒，成為
愛神及愛人的源頭。
耶穌針對恩典給出祂的第一項原
則：多得恩免的愛債主更多（路7: 43）。
但你對欠了神多少債是如何估計的呢？
（路7:42）我們這些蒙受恩免的欠債者所
表達的愛和感激，往往並不算不清實際
的數量，因為救恩是無價的，因此，你的
自我估計，就決定了你對主愛的動力！
2. 耶穌確定恩典的果效
一般對路加7章47節上有兩種解釋
（註 2） 。第一 種 ，天主 教解 經 家的 看
法：認為人的信必須加上愛心才得稱
義；這女子的罪被赦是因為她的愛多；
或她的愛贏得神的赦免。但這論點是錯
的﹐與在前主的比喻（路7:41-42）不
合；與7章47節下的因果次序相反；又與
7章50節（因信得救恩）相衝突。
第二種才是正確的解釋：將「我
告訴你」看作是路加福音7章47節中的
主句。此節上句可譯作：「所以我告訴
你，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並且我告訴

而是一件事實：只有一位被赦，就是這
有罪的女人（路7:47上）主告訴我們一個
重要的結論：只有真正體會到罪得赦免
的人，才會有愛的表現。
什麼是你我「愛的動力」呢？答案
就在於你對另一個問題的回應：你覺得
自己有欠神債嗎？經文中的那法利賽人
覺得自己的罪少，不需要基督的恩典，
因此赦免少，愛也少；另一個人，這
位為耶穌作見證的女人，承認自己的罪
多，她估計欠主耶穌太多、太多的恩免
之債，就是她這一生服事主都還不了欠
主的債，所以她的愛也多。
主耶穌在路加這段經文中帶給我
們的信息是：當罪人蒙基督赦免的恩
典時，才會以愛去回應生命。「愛的動
力」能分辨出人生命的光景，因為它是
人「生命的指標」；「愛的動力」好比
一個「愛的火爐」，它的燃料不是靠神
的律法，不是靠人的毅力，卻單靠基督
的恩典。
主耶穌邀請你與我對神恩典的虧欠
作個評估，我們到底欠神多少？有一首
詩歌叫「主愛有多少」（註4），頗能描
述我對神赦免之恩的感受：

主愛有多少？主恩有多深？
祂甘願捨命，為救人靈魂；
主愛有多少？主恩有多深？
每當我思想，我心感恩。
天地有多麼高，兩極有多麼遠，救
主的慈愛，也有多大！
永恒有多麼長，無限有多麼廣，救
主的恩典，也有多深！
早年美國校園團契（IVP）主辦的俄
巴納宣教大會，曾唱過一首主題歌，叫
「相愛的見證」
，很多人喜歡它（註5）
。它
的歌詩正反應出今天針對主耶穌信息應
有的應用，它也是歷代信徒對基督的愛
及恩典應有的心態。主耶穌要你、我以
「相愛的見證」去回應我們對祂所欠恩典
的債：「我們要彼此相愛，我們要彼此相
愛，眾人就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註5）

註1，路加福音7章36及46節為了強調﹐在希臘文中
都用「看」及「油」字作為句首字(見表1, 2)。
註2，A. Plummer《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
Luke》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Edinburgh, England: T&T Clark), pp. 212-214.
註3，巴刻著（J. I. Packer），張麟至譯
《簡明神學》
（更新傳道會1999年）
。
註4，《主愛有多少？》葉薇心詞，徐世賢曲。
註5﹐《They’ll Know We Are Christians by Our Love》
「相愛的見證」Words and musics by Peter
Sholtes, (Dayton, OH: Lorenz Corp., 1991) 中文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

表1. 何人：這女人─無名氏(路7:37，44)
1. 經文所注意的人物（重複律）：
。看，一個女人（直譯）（37節）
。向著那女人（44節）
。你看見這女人麼？（44節）

{

2. 耶穌的見證人
。蒙基督恩典→生命得更新
。她愛的動力→回應基督恩典
。主用她→耶穌是誰？→指出彌賽亞

{

表2. 相對律的應用：西門與這女人（路7: 44-46）
西門

這女人
3x

針對「腳」

「你沒有……
但」

眼淚
親嘴
香膏

強調（句首字）
水
親嘴
油

{

表3. 基督恩典的果效(路7:41-42)
兩件顯明的事實： 第三件：比喻（第41-42節）
。過去的罪
的應用原則：
。現在的愛
。恩免多的→更愛債主
(兩者都極大)

{

三﹒愛的動力需單靠基督的恩典

你這事），因為他的愛多。」這女人如
何會有如此大的愛心呢？因為她的罪得
赦免，生命更新了；而且赦免多的，應
當愛多﹐所以大愛跟隨著大罪是可能的
（見表3）。
為何主耶穌需要對那女人說：「你
的罪赦免了」？（路7:48）答案在於基督
的恩典是「愛的火爐」之惟一的燃料。
這也可以從三方面來看：第一，這女人
的愛證實她的得赦！第二，耶穌再次向
她公開保證她的得赦；第三，耶穌藉赦
罪宣告自己就是彌賽亞。這些答案不僅
回答了西門心中的問題（路7:39），藉此
成為主對他的警告，同時也是主最後向
西門給的恩召。
什麼是信、赦免與愛三者間的關
係？首先，愛與赦免的關係：不是愛
多，赦免就多（路7:47上）；其次，唯獨
我們對耶穌的信，使我們的罪蒙赦免；
祂的赦免又促使我們去愛神與愛人(約
13:35，15:17)。這就是恩典的推動力！
主的恩典對任何人都是不可或缺
的。那為何蒙主恩的人對主的反應會有
許多差異呢？答案是，問題不是這兩人
誰欠得多？誰欠得少？（路7:41-42）；

{

門看這女人究竟與他自己有何不同。
1. 西門的冷酷無情
主耶穌將西門與這女人作了一個強
烈的對比：指出西門的無禮（表2），路
加7章44-46節的三個句首字：水，親嘴，
油 都是強調語氣，指出西門身為主人所
沒作到的本分，原因是在於他只依靠自
己，而忽視了神的恩典。
2. 這女子愛的熱烈
相反的，為何這女子會對主有這樣
熱烈的愛呢？這絕不是靠她的毅力；乃
是藉基督的恩典所帶出的表現。
記得彼得自誇的失敗﹐如果我們單
靠肉體想行善肯定是會失敗的。他曾在
主面前誇口，靠毅力立志：「眾人雖然
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跌倒。」但
主卻說：「今夜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
認我。」
（太26:33-34）保羅卻知道：「我
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
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羅7:18）
人不能單靠自己的意志力，但主提醒我
們：人不能，神能！（路18:27）

因得赦免→生命更新：
∴大愛跟隨著大罪是可能的！

兩兄弟故事的再
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
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

思

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紐約救主教會主任牧師) 文／呂允智 譯

路加福音15章1-2節

兩個種類的人
耶穌是講比喻的能手，即使是非基督徒也有許多人聽過祂
所講的浪子的故事，而大多數人討論這個比喻時，都將重點集
中在小兒子─「浪子」─的出走與歸家上，但這真是聖經
要傳給我們的信息嗎？
不是的！耶穌說的兩個兄弟，他們各代表著世人所走的兩
條不同路線：一條是遠離上帝的路線，另外一條是尋求被天國
接納的路線。
讀這個故時事時，我們要注意作者路加當初寫耶穌這個比
喻時的歷史情境，這是很重要的。在故事開始之前，路加在15
章1-2節中指出，有兩群人來聽耶穌講道：第一群人是「稅吏
和罪人」，與這群人相對應的是故事中的那個小兒子。他們既
不遵守聖經中的道德律，也不跟從虔誠猶太人所持守的禮儀潔
淨規矩；「往遠方去了」，遠離他們家庭的傳統與高尚社區的
禮教，就像那個小兒子一樣離家在外，過的是「任意放蕩」的
生活。第二群的聽眾是「法利賽人和文士」，故事中的大兒子
就代表著他們：他們嚴守教養中的傳統道德，研讀謹守聖經，
並且忠誠地敬拜上帝，時常祈禱。
路加把這兩群人對耶穌反應的差距，極清楚而有秩序地表
達了出來。路加15章1節原文中的希臘動詞「挨近」是用進行
時態，這表達出在耶穌的事奉中，祂對像小兒子這類的人有一
股持續的吸引力；他們總是群聚在祂四周。然而這樣的現象卻
讓道德界與宗教界的人士大惑不解，也極為憤怒。路加在15章
2節綜合了他們的抱怨和批評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
們吃飯。」在古代的中東，坐下與人同席吃飯就代表了接納，
所以他們的意思就是說：「耶穌怎麼膽敢去親近這類人？」「我
們絕對不許可這些人來參加我們的聚會！他們怎麼可以被耶穌
的教訓吸引過去呢？祂對他們所所傳講的真理一定不像我們的
純正嚴謹，祂一定只是譁眾取寵，說些他們愛聽的話罷了！」
由此來看，耶穌這個比喻的目的，究竟是針對誰呢？其實
是針對第二群人，即文士和法利賽人。耶穌因著要回應他們的
態度才開始講這個比喻的，祂用這兩個兒子的比喻，更深入審
視了大兒子的靈魂，最後以一個有力地訴求─要求他改變心
意，作為全故事的最高潮。
許多世紀以來，每逢在教會或宗教教育節目中講到這個故
事時，焦點差不多全都集中在父親身上，描述他如何無條件地
接納這個悔改回頭的小兒子。在我初次聽到這個比喻時，我甚
至想像著耶穌當時的聽眾，如何含著滿眶熱淚，知道不管他們
作了什麼事，上帝總是憐愛他們，歡迎他們歸家。但如果我們
是這樣想的話，就是將故事過度感情化了。這個故事的目標不
是「離家的罪人」，而是那些遵行聖經要求的宗教人士。耶穌
訴求的對象，不全是道德敗壞的局外人，更是講究道德的圈內
人。祂要顯明出他們的盲目、狹窄和自以為義，以及這些事如
何毀壞他們自身的靈魂，和其四周人的生命。因此，如果把耶

穌講的這故事，當成是要讓那些小兒子們肯定祂對他們無條件
的愛，那就錯了。
不！這個故事的原初聽眾並沒有融化在熱淚裏，而是如五
雷轟頂般冒犯和激怒了聽眾。耶穌的目的不是要溫暖我們的
心，而是要粉碎我們的分門別類。在這個比喻中，耶穌向每個
人心中對上帝、對罪和對救恩的想法挑戰。祂的故事顯明小兒
子的自我中心所帶來的破壞性，祂也用最強烈的字句定罪大
兒子的道德主義。耶穌說出這兩種人─不敬虔的和熱心宗教
的─都在靈性上迷失了，他們人生的路程都走入死巷中，沒
有出路；而且，所有人類能想到的與上帝連結的方式，都是錯
誤的。

為何人們愛耶穌卻不能接受教會
今天，大兒子們與小兒子們都在我們中間，與我們生活在
同一個社會裏，甚至住在同在一個家庭裏。
通常一個家中的老大，傾向於討好父母，他不但要擔負許
多責任，也會順服父母立下的家規。而在家中排行最小的孩
子，則傾向叛逆，比較有自由放任的精神，喜歡和朋友們在一
起，得到他們的稱讚。而作老大的長大後，往往會找一份傳統
的工作，就在父母親附近安家落業；而小兒子長大後卻可能浪
跡天涯，甚至搬到紐約與洛杉磯等大都會中，住在前衛人士聚
居的破亂巷弄裏。
這些天生不同的氣質，近來常被人強調。十九世紀早期
社會的工業化，產生了新的中產階層─ 小資產階級，他們
建立了勤奮工作與道德正直的倫理規範。後來因感受到小資產
階級的偽善與僵化現象，波西米亞社區（邊緣化的群體，包括
許多藝術家與窮人）興起了。從1840年代巴黎的穆捷（法國
作家Henri Murger，著有《波希米亞人的生活情景》），到倫
敦的布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二十世紀初期英
國的文人團體），格林威治村的垮掉世代（Beats of Greenwich
Village，二次世界大戰後紐約的作家團體），以及今天的獨立
搖滾現象（indie-rock scenes，指造成廣泛影響的各地獨立搖滾
樂團現象）。波希米亞社區的訴求在於脫離傳統的自由，與個
人化的自治。
這些對立的特質─即所謂的各種文化戰爭─所帶來的
衝擊，多少也同樣發生在今天的社會裡。越來越多的人們自認
為沒有宗教信仰，或甚至反對宗教信仰。他們認為道德是個極
為複雜的議題，質疑任何自稱擁有掌管別人生活的道德權威的
個人或團體。儘管（或是因為）有這種世俗精神的興起，但也
有相當數量保守的、正統的宗教運動在成長中。他們警覺受到
「道德相對主義」之攻擊，於是組織起來，要「奪回文化」，
如同法利賽人一般，對「小兒子」採取了要使之消無的觀點。
那麼耶穌站在誰的立場呢？就如在電影「魔戒」中，當
哈比人（hobbits）問古老的樹精（Treebeard）是站在誰的立場

時，他回答說：「我沒有完全站在任何人一邊，因為沒有任何
人完全站在我這一邊……不過，當然還有些事情，是我完全不
會站在那一邊的。」在耶穌的比喻中，祂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答
案也是類似的。祂既不站在不敬虔者那一邊，也不站在熱心宗
教者這一邊，但祂特別挑出宗教上的道德主義，指明它是一種
致命的屬靈狀況。
我們今天很難了解，當基督教信仰剛剛在世界上興起時，
沒有人視它為一種宗教。試著想像這些早期基督徒們的鄰居，
問及基督徒有關信仰的問題：「你們的廟堂在哪裏？」基督徒
回答說，他們沒有廟堂。「那怎麼可能？你們的祭司在哪裏工
作呢？」基督徒就回答說，他們沒有祭司。鄰居開始嘟囔：
「可是……可是……那你們怎麼獻祭來取悅上帝呢？」基督徒
則回答說，他們再也不用獻祭了；耶穌自己就是聖殿，取代了
所有的聖殿；祂就是祭司，取代了所有的祭司；祂也是祭物，
取代了所有的祭物。
那時從來沒人聽過這種說法，所以羅馬人稱他們為「無神
論者」；因為基督徒所講的屬靈實質極為獨特，是世上其他宗
教中找不到的類別。耶穌的這個比喻解釋了，為什麼人們稱他
們為無神論者時是極為正確的。
當我們站在現代的文化戰爭中間時，不要失去這種獨特
性。對在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人而言，基督信仰就是一種宗教
和道德主義，惟一和它相反的（除了一些其他的世界宗教），
乃是多元化的世俗主義。但是起初它並不是這樣；它被認為是
「第三者」，是一種截然不同的信仰。

300,000 冊

音第7章），或宗教人士與因族裔而被藐視者（如約翰福音3-4
章），或是宗教人士與因政治而被藐視者（如路加福音第19
章），都是被藐視者能與耶穌融洽交流，而屬於大兒子類型的
人卻與祂失之交臂，耶穌甚至對那些受尊敬的宗教領袖們說：
「稅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上帝的國。」（馬太福音21: 31）
在當時，耶穌的教訓持續吸引著被宗教所排斥的人，而激
怒那些相信聖經、極度宗教化的人們。然而今天我們的教會，
大體上來說卻沒有這種果效。耶穌所吸引的局外人，即使是當
代最前鋒的教會也無法吸引他們。我們傾向於吸引那些傳統保
守、衣冠楚楚又講究道德的人們，而那些自由放任、或那些心
靈破碎與處於社會邊緣的人們，則遠避教會。這現象只說明了
一件事：如果我們傳道人的講道和教會會友的行為，失去了耶
穌那種對人的影響力，那麼我們所宣講的內容就一定不是耶穌
的信息。如果我們的教會不能吸引小兒子類型的人群，就表示
我們的教會一定是超過我們想像地擠滿了大兒子們。這該是多
麼可悲又令耶穌感傷的事！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 by Dutton, Penguin Group (USA) Inc.,
from “The Prodigal God”, ch. 1, pp.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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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本銷量逾

我在此所要說的重點是，一般來說，遵守宗教規範的人會
被耶穌激怒，而不遵守宗教與道德規範的人則會被耶穌激起
興趣，受到祂的吸引。我們在新約聖經所記載的耶穌生平中，
到處看到這種情形。在每一件所記載有關耶穌和其他人相處的
事件中─無論是宗教人士與因性犯罪而被藐視者（如路加福

即日起接受預約

[ 本書特點 ]
1. 注重提供教義的聖經基礎：說明每條教義的經文根據，並在章首列出背誦經文。
2. 注重解釋教義時的清晰度：力求清楚易明，盡量減少使用術語。
3. 注重與當代的連結：討論現今教會關切的議題。
4. 注重生活上的應用：神學是生活、敬拜與讚美，每章均附詩歌及思考與應用問題，落實教義。
5. 注重幫助讀者理解：文筆親切易讀，理性、感性與靈性並重。
6. 注重福音派的信仰：立足福音派，同時提供七大傳統書目，導引更深入的研究。

[ 預約辦法 ]
1. 即日起至2011年4月底止。

2. 每本訂價：美金 69 元。
3. 預約期間一律八折(美金55元，郵費另計)，大量購買者另有優待，請洽詢。
作者 古德恩

(Wayne Grudem)
美國哈佛大學學士，西敏斯特神學院道學碩士，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伊利諾州三一神學院
二十餘年，並擔任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聖經繙譯
監督委員會之一員。

*《系統神學》導讀講座：將於2011年4月2日（週六）
（台北華神）
，3日（週日）
（高雄信愛教會）舉行， 由本書譯者西敏斯特神學院博士張麟至牧師主持，
請上www.crmnj.org查詢聚會消息。
* 如要預約《系統神學》者，請與更新書房(美國)，校園書房出版社(台灣)，基道書樓(香港)，更新新加坡分會(新加坡)聯絡。
* 更新書房網址：www.crmnj.org 電郵：info@crmnj.org 電話：732-828-4545X11

親愛的更新之友：
恭賀新禧！靠神的恩典我們進入了新的一年，2011年。讓
我們以聖經成為我們的勉勵：「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
勵行善」(來10: 24)；並且遵照保羅的教訓生活行事：「要愛惜
光陰」，「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5: 16-17)。
感謝神，2011年對更新傳道會有其特殊的意義。這是更新
事奉華人眾教會與信徒的40週年。更新的董事與同工們以感恩
的心，繼續將今後的事工謹慎地交在神的手中，求恩主帶領。
我們不但要為過去神的使用與帶領感恩，同時也盼藉摩西的勸
勉，使更新未來的事奉更討祂的喜悅，榮耀祂的名：「你若聽
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誡命律例，又盡心盡性歸向耶
和華─你的神，他必使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並你……所產
的，都綽綽有餘；因為耶和華必再喜悅你，降福與你，像從前
喜悅你……一樣。」(申30: 9-10)
趁著一年的開始，我想與分散世界各地的更新之友，分享
在過去一段時間，神加給更新董事會與同工們的負擔，並針對
2011年的主要事工及服事的方向，向您們作一報告：
1. 除北美外，更新將加強提供在遠東地區對牧者及教會的服
事：將增加舉辦以下各類研習會，如：釋經講道研習會、
門徒訓練（「聖徒裝備」、「豐盛生命」等）及讀經營（歸納
法查經等）各項事工。
2. 更新北美總會為發展全球性事工的運作與合一，於今年一月
特別設立更新國際事工部，由周琳達姊妹任主任，負責行
政業務，接洽安排及推廣事工，如推動海外各地區的網路
書房等。
3. 台灣更新傳道會辦公室的購買與設立。為了落實以上的負擔
及事工，更新國際事工部的辦事處將設立在台灣，並且需
要有存書的庫房。台灣更新分會自1989年成立以來，一直
沒有辦公室，都是借用董事會主席劉睦雄長老的家，二十

敬祝

多年前雖然在台北縣迴龍購買了一戶公寓作為存書庫房，
但目前已經破舊不堪使用。為了以上負擔及事工的需要，
我們在去年年尾，蒙神的恩典與帶領，終於在台北縣三峽
找到一個公寓單位，而且很快獲得銀行貸款，但目前尚缺
欠首期款美金二十萬，求神賜下200位更新之友，以一家或
數人為一單元，每單元奉獻1,000美金，作為還貸款的部分
費用。請代禱支持。
4. 更新即將出版的一本鉅作— 古德恩的《系統神學》(約
1,400頁)，將在三月底在台灣印出。定價美金69元，預約八
折，到四月底止，歡迎大家開始訂購。
5. 更新傳道會成立40週年的紀念，如主許可，將舉辦以下慶祝
活動：
1.) 首屆「更新弟兄讀經營」(新澤西州：3月25-27日)：蘇桂
村牧師，李定武牧師等。
2.) 遠東教牧「釋經講道研習會—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
宣講恩典」(台灣：5月2-3日；香港5月9-10日)：李定武牧師。
3.)「更新40週年海上家庭營」(紐約市→加拿大St. John, Halifax：7月11-16日)：王永信牧師，黃子嘉牧師，陸蘇河教授。
4.) 21世紀華人教牧研習會：「 向後現代世界宣講基督 」(新
澤西州中部：8月8-10日)：黃子嘉牧師，陸蘇河教授，李定武
牧師。
5.) 40週年「更新新澤西州慶祝會」(新澤西州中部：11月19
日星期六)：節目策劃中。
願在這新的一年中，更新月刊，禱告信及我們的網站www.
crmnj.org 能成為我們彼此聯絡、代禱的幫助。我也藉這機會邀
請您參加更新 300 團契 (士7: 7-8)，成為更新事工上的支持者。
讓我們依靠基督的恩典在2011年，一同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
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祂 (彼後3: 18)。

主恩充沛！
與您同工的
李定武牧師

主後2011年1月20日

徵求「三百團契」奉獻支持者
更新傳道會自1971年成立以來，一直本著「教會更新、牧者更新、信徒更新」的使命，借文字、傳道、訓練與宣教寺方面，來服事海內外眾華人教會。藉
著神的恩典和許多教會與神兒女忠心的奉獻，供應我們各方面的需要。
在此歲首年終之時，面對新的一年事奉的挑戰，人力與經濟上的需要，我們向神求祂感動更多的支持者，願意加入「三百團契」，承諾為我們禱告，也固
定奉獻（建議至少每月美金125元，或每年美金1,500元）支持更新傳道會各方面的事工。
我們也會寄贈給您更新傳道會的新出版品，作為感謝與紀念，鼓勵您繼續代禱與奉獻，並向各地華人教會推廣更新的事工及出版品。
姓名Name（中文）

（英文）

住址Address
郵遞區號zip

市
電話Tel

州

電郵E-mail

□ 我願憑信心認捐

元，以補往年事工不足費用。

□ 我願成為「三百團契」的一員，每月奉獻建議至少美金125元，或每年1,500美元，自2011年一月開始。
□ 我願不定期支持以下事工（請在支票上註明）：
□ 文字事工

元

□ 緬北宣教事工

元

□ 簡體出版事工

元

□ 門訓事工

元

□ 外蒙宣教事工

元

□ 更新學院事工

元

□ 中東宣教事工

元

□ 讀經營事工

元

□ 領袖訓練事工

元

□ 請寄或電傳更新月刊給我的朋友（姓名地址請另列）
□ 願收到更新每月禱告信 ( □ 電傳 或 □ 郵寄 )

m三百團契契友將獲贈更新每次出版的新書

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林後9: 7）

[同工腳蹤]
北美地區
◇李定武牧師
2011年1月 寫作月
二月12-13日
更新學院「釋經學」
27日 新澤西州美德教會
28日-三月12日
荷蘭鹿特丹「更新學院」
13日 新澤西州主恩堂
25-27日 更新弟兄讀經營

新加坡地區
◇余達富牧師
一月2日 伯大尼播道會
9日 基督關懷會、迦南堂
16日 衛理公會活盼堂、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3日 衛理公會感恩兀蘭感恩堂
30日 聖經長老會喜信堂、
宏茂橋畢士大粵語堂
二月6日 伯大尼播道會
13日 迦南堂、畢士大粵語堂
20日 聖經教會、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呂允智牧師
一月 2日 中宣會迦恩堂、理海谷華人教會
9日 費城信望愛華人教會
16日 康州加略山浸信會
23日 赫德遜華語教會、橙郡華人教會
30日 長島豐盛生命教會
二月 6日 中宣會迦恩堂、理海谷華人教會
13日 費城信望愛華人教會
27日 紐約基督徒會堂
◇周德威弟兄
一月
北卡台福教會門徒訓練

更新傳道會40週年感恩聚會
更新海上家庭營
紐約市

2011年7月11-16日

講員：

加拿大 St. John, Halifax

註冊截止日期：2011年1月31日
網上報名資訊：www.crmnj.org
王永信牧師

聯絡電話：732-828-4545X11

宣教漫談

電郵：info@crmnj.org
聚會時間
8-9AM

•三百團契(25週年)
•更新學院(11週年)
•讀經營(9週年)
•更新的讀者與支持者

講員：蘇桂村牧師 (紐約新城歸正教會)

李定武牧師 (更新傳道會)

7/11週一

10-11:30AM

7/12週二

NT講座

3-4:30PM

OT Q&A

舊約講座

7/15週五

7/16週六
抵港下船

OT講座
上岸活動

宣教漫談
上船啟航
開幕禮拜

陸蘇河教授

新約講座

7/13週三
7/14週四
集體靈修

上岸活動

8-9:30PM

黃子嘉牧師

工作坊(3)
NT Q&A

宣教Q&A

感恩禮拜

◆時間：2011年3月25-27日(週五晚到週日中午)
◆地點：American’s Keswick Christian Conference & Retreat Center
601 Pinewald Keswick Road, Whiting, New Jersey 08759
◆詢問：732-828-4545X11
◆報名：e-mail: info@crmnj.org 網上下載報名單：http: www.crmnj.org
◆費用：每人 $150.00 ✽2010年12月31日前報名者，僅收費每人$125.00
✽集體報名，每三人可有一人半價，三人總費用$375.00

這年頭高科技的進步給人們帶
來很多的頭痛，至少對我這種比較懷
古，又不太崇拜科學文明的人來說是
如此的。
我有個朋友，為了工作，必須
常常旅行各地。過去我總是等她重返
新澤西州後，就興沖沖地約她聚聚、
喝杯咖啡什麼的。但如今卻不必了，
不論她在何處，我都可以收到她由
「黑莓」手機發出的短訊。這常常叫
我覺得她就在附近，所以也不太關心
她有沒有出遠門。更多時候，因為科
技把我們的空間縮短了，令我常常忘
了為她在外地的勞苦禱告，這對我倆
都是一種虧損。我真怕有一天，這種
令我們可以隨時與全世界通話的電子
儀器，會讓我們與所有的朋友都成了
「親密的陌生人」(intimate strangers)。
去年年底，時代雜誌選年方26歲的社
交網站Facebook創辦人，馬克．左克寶
(Mark Elliot Zuckerberg)作2010的風雲人
物，不是沒有原因的。
高科技的發展也導致北美最大的
三家無線電視台，不必再為需要付高
薪聘請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而發愁，
因為今天已經很少有人會趕著六點鐘
下班回家看新聞報導的，既然所有的
新聞早在天不亮時都已被「雅虎」發
表了，那還有誰需要靠晚間的節目主
持人來報告呢？
高科技的進步也會給教會帶來

不少的衝擊，許多自覺得吃不飽的羊
不必下工夫讀經，倒是可以很方便地
上網到處找「草」吃，但問題是，有
時可能因吃錯草而不免瀉肚子。但這
是否表示教會該禁止會友上網呢？當
然不是；是否表示教會要復古，而不
發展網站事工呢？當然也不是。不過
網上資訊的蓬勃發展的確應使教會更
看重在講台上釋經的重要，因為只有
當信徒能讀懂聖經以後，才會有分辨
力，知道如何選擇網上的資訊。
我記得許多年前，已逝的波士頓
公園教會的主任牧師歐康加Harold John
Ockenga，曾說過一句名言：「如果一
個講台不傳講神的話，台下會友需要牧
師輔導的比例一定會增加；如果講台固
定傳講神的話，牧師花在輔導的時間就
會相對地減少。」歐康加牧師三十年前
的這個遠見當時並不見得被同行看好，
但在今天的美國社會，卻成了一項重要
的提醒，證實教會一旦離開神的話，的
確會多出許多額外的事。
在這個科技掛帥的時代，我常常
想，究竟神還有祂可扮演的角色嗎？
我們所信的上帝依然是掌控歷史的上帝
嗎？從歷史角度來看，每個世代都有它
文明發展的高峰期，然而我們也不要忘
了神是歷史的主。對基督徒來說，不論
生活在哪個地區，哪個時代，單單知道
欣賞自己文明的成就和只知為個人「未
來」的夢想努力，不是有點可悲嗎？我

們豈可忘記，神既是歷史的主，我們都
有需要交帳的一天。然而基督徒也不只
是為未來的「天國」而活的，「現在」
對我們人生也非常的重要─我們是
否能天天利用神所賜的「現在」來效法
基督，不按自己的意思過生活，而是學
習按那救我們出死入生的耶穌的旨意過
每天的生活？不被這個裝滿了iPhone,
iPod, iPad各種「聰明機器」的世界所迷
惑，活出一個合神旨意的人生。
英國的基督徒歷史學家何伯．巴
特菲德(Herbert Butterfield)曾用貝多芬
寫交響樂章來形容我們所走過的一生，
他說，貝多芬所寫的每個音符並不都只
是為最後一個樂章鋪路的，每個音符都
有它存在的理由，而且每個音符都同樣
的重要，而每個音節的佈局也都有它的
意義。當所有的音符組合得令貝多芬滿
意時，整個交響樂就能成為極美可流傳
萬世的美妙作品了。
我想這也是我們基督徒過每天
生活應有的心態，我們所過的每一天
都該是我們為神寫的音節，等到有一
天，我們人生列車走到終站時，我們
就可以將所寫的人生交響樂呈現給在
彼岸等著迎接我們的神欣賞，並將一
切的榮耀歸給祂。這有可能嗎？雖
然不易，但我深知那是我該努力的方
向，也是我對自己的期望。（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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