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月 28日 2020年，苏黎士活泉教会主日敬拜: 路加福音 Lukas 18:9-14 

前一段经文: 

路 17:7-10 

• 基督在这比喻中教导门徒，人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人的位格及人一切的工作，都是属于上帝的。因此，

人为上帝所做的一切工作，及人对上帝的热诚和忠心，都不能使上帝亏欠人什么，人也没有赚取任何功

劳。 

路 18:1-8 

• 当基督教导门徒“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时，祂并非吩咐门徒尝试用许多的祷告来改变上帝的旨意，而是命

令门徒在祷告中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并承认祂的主权。我们常常祷告，是基于圣灵在我们心中持续不断

的感动，因为是上帝先将祂所要赐给我们的好处，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向祂祈求，祂就以回应我们祈求的

方式表达祂对我们的慈爱，好使我们对祂慈爱的信心得坚固，也使我们更加愿意随时随处向祂祈求恩

典，尤其是祈求上帝赦罪的恩惠。  

 

路 18:9-14 

路 18:9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Er sprach aber auch zu etlichen, die auf sich selbst vertrauten, daß sie gerecht seien, und die übrigen für 

nichts achteten, dieses Gleichnis: 

• 基督教导门徒关于祷告的操练。信徒不仅应该在祷告中操练我们对天父慈爱和怜悯的信心，也应该在祷

告中操练谦卑及否定自我的态度。 

o 因犯罪而堕落后的人，在本性中有种致命的绝症，就是傲慢。 

▪ 如果有人自认在各方面都没有缺点，只是有点傲慢，他就好像无知的人，自认身体各部分

都很健康，只是有癌症而已。 

o 社会已经将傲慢美化成有性格，所以那些自认‘有本钱’的人更易于暴露内心的傲慢。每个人内心都

可能傲慢到好像撒旦要作上帝一样。因此，我们内心没有谦卑，只有假谦卑。 

▪ 如果我们有时不被人羡慕欣赏，反而被人藐视，也不必太忧伤，因为这是上帝帮助与保护

我们的特殊方式，祂要救我们脱离致命的傲慢。 

• 基督以这个比喻教导门徒提防傲慢的试探，尤其是在祷告中这两种傲慢的表现，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表现

出自信，以及因自信而轻视身边的人。 

o 傲慢在人心中产生不可理喻的自信，使他无知地藐视上帝律法的要求，并夸大自己行善的能力。 

▪ 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常看到人与人之间因一些外在的攀比而产生傲慢，但是当人来到上帝

面前祈求赦罪时，如果他心中没有完全卑微到，只剩下真实的懊悔，这人就有撒旦的傲

慢，他的祈求必定被拒绝，他也必定被定罪。    

▪ 人到上帝面前时不应该傲慢，因为人与上帝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一个罪人与一位全善及创

造天地的上帝完全无法相比，在上帝面前傲慢的罪人，他的祈求是不可能蒙上帝应允的，

因为他没有正确的祈求态度，所以上帝就没有必要回应人。因此，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祷

告的态度，没抱着应有的谦卑，我们就不能也不曾被赦免。  

o 正如当我们心中爱慕上帝时，我们就必定会爱身边的人，照样当我们藐视上帝时，我们也必定会

藐视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 虽然我们已经是被上帝称义的儿女，有长时间的信仰生活，有丰富的信仰知识，也参与教

会的圣工，但这是源于恩典，与我们的本质无关。 

▪ 我们应该常提醒自己，在本质上我们仍然是个可恶及悲惨的罪人，我们没有因恩典而变成

圣人，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刻都不可在上帝面前感觉自信，而自认为比别人更好，或是

没有比别人更差。 

• 罪人只有一种向上帝祷告的态度，就是完全否定自己的一切，不依靠自己的身份、能力，及行为，也不

因自己比身边的人做的更好而有一点点的放松，而是全心全意地单单依靠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和怜悯。 

o 如果我们在任何方面有一点自信，我们在上帝眼中就不被算为是真诚地祈求和好的人，反而更像

是个 ‘债主’或是 ‘邀功请赏’的人。  

 



路 18:10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Zwei Menschen gingen hinauf in den Tempel, um zu beten, der eine ein Pharisäer und der andere ein 

Zöllner.  

• 从表面看来，这两个人都是到圣殿操练对上帝敬虔的人，但基督指出两人在心灵上却是十分不同的人。 

o 法利赛人带着自己的许多功劳，自信地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自认所献上的赞美和感谢必定蒙上

帝的悦纳。 

o 相反的，税吏将自己看为好像是个被驱赶的罪人，自认完全不配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也没有什么

可献上的，他只能谦卑懊悔地认罪，并祈求怜悯。 

 

路 18:11-12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

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Der Pharisäer stand und betete bei sich selbst also: O Gott, ich danke dir, daß ich nicht bin wie die übrigen 

der Menschen, Räuber, Ungerechte, Ehebrecher, oder auch wie dieser Zöllner. Ich faste zweimal in der 

Woche, ich verzehnte alles, was ich erwerbe. 

• 神啊，我感谢你: 

o 法利赛人没有将自己善行的功劳归给自己，因为他向上帝感恩，并承认他的义行是出于上帝的恩

典，他所拥有的一切也是源于上帝。 

▪ 法利赛人知道他所行的一切善事并非出于自己，所以他为自己的善行感谢上帝，并承认上

帝是恩典的源头，也承认他的一切都属于上帝。  

o 然而，法利赛人的祷告却被上帝拒绝，因为基督说他 “仗着自己是义人”。 

▪ 自义的人是依靠他的善行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他承认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在祷告中

没有必要认罪与祈求怜悯，因为他自认有上帝的恩宠，所以上帝赐给他足够的善行，他只

要依靠这些善行就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并能大胆地向上帝献上赞美和感谢，因为他深信上

帝必定悦纳他所献上的。 

• 自言自语: 

o 虽然他没有像其他法利赛人那样，在街头的十字路口大声祷告，使别人听见他们的善行，但是在

上帝眼中，他内心所隐藏的傲慢，及暗暗的自义，就使他的祷告被弃绝。 

▪ 如果我们在祷告时没有预备完全否定自己，即使是一点点的自义，无人听出来，上帝都要

拒绝。 

• 我不像别人…也不像这个税吏: 

o 基督说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被上帝拒绝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因自义而产生对别人的藐视。  

o 他在上帝面前当起审判官的职份，指控他身边所有的人，定人的罪，同时将自己与世人分开，宣

告自己没有犯世人所犯的罪，在上帝面前宣判自己为义。 

▪ 虽然被圣灵更新后的信徒有新的生命，也有上帝的恩惠，而且不会跟随世人行各样恶事，

但是信徒在世上的期间仍然活在与世人一样的罪性中，而且我们被更新后的生命也常会因

各种试探而软弱。 

▪ 因此，如果信徒犯了世人所常犯的罪，我们就不可因人人都那样做而感到庆幸，反而要严

厉地责备自己对上帝忘恩，因为圣灵已经重生我们；我们也要厌恶自己犯罪的意念，因为

上帝已经向我们显明祂自己的旨意。 

▪ 如果信徒没有犯世人的罪，让我们将这归为神迹，因为这是上帝在人身上奇妙的作为，是

祂白白的恩典，而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因为按我们的本性，我们仍然是个常常软弱的

人。 

• 因此，我们要为这些善行向上帝感谢，并归荣耀于祂，而不可在这些善行上签上自

己的名，或将它们带在身边，仿佛它们是属于自己及出于自己的。 

•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o 这个法利赛人遵守了的事比律法所要求的更多，他那样做并非错误，因为人能遵守律法是出于上

帝的恩典。 



▪ 因此，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能行比别人更多的善行，我们更应该向上帝感谢，而不应该自

夸，因为我们只能犯更多的罪，而不能行更多的善。 

▪ 我们也不可因有更多的善行而藐视其他人，除非我们已经暗暗地认为这些善行是出于自己

的。 

• 这种无知就如一个农夫认为，导致自己的田地比别人的田地得到更多的雨水的原

因，是自己在田地里种了什么。 

 

路 18:13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

人！』  

Und der Zöllner, von ferne stehend, wollte sogar die Augen nicht aufheben gen Himmel, sondern schlug an 

seine Brust und sprach: O Gott, sei mir, dem Sünder, gnädig! 

• 基督并非为祷告设一些外在规则，而是以税吏的动作描述罪人来到公义的上帝面前所需要的谦卑。 

o 我们不仅应该承认自己所行的是恶事，我们也应该深切地责备自己的忘恩，并接受自己被定罪是

应该的。 

▪ 因此，在人的一方，我们没有任何可依靠的义行和功劳，我们也没有任何可用来推卸责任

的借口。 

o 同时我们要因基督的代赎，而坚定地相信天父的慈爱和怜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真诚地向上帝承

认自己一切的过犯，上帝在基督里就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 上帝能赦免我们内心每一个不可告人的罪，因为基督的恩典大过人一切的过犯。如果我们

要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就必须有认罪的态度，而不可只是笼统地祈求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

罪。 

▪ 如果我们因对上帝慈爱的信心不足，或是因感到害怕和羞耻，或是因心里有抱怨而不愿意

承认自己的罪，或是有任何的原因，导致我们想要隐藏一些罪过，我们的不信就会导致一

切的罪都不被赦免。  

▪ 上帝是全知的，如果我们相信上帝要赦免一切的罪，为何要保留一点罪不认？如果我们对

上帝保留，这就表明我们不信祂要赦免一切的罪，而不信就导致一切我们所愿意公开承认

的罪也不被祂赦免。 

• 因为人向上帝的祷告必须是建立在上帝与人和好的关系上，所以我们若想要使自己的祷告蒙上帝垂听，

我们的祷告就必须以认罪及祈求赦罪之恩为开始。 

 

路 18:14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

为高。」  

Ich sage euch: Dieser ging gerechtfertigt hinab in sein Haus vor jenem; denn jeder, der sich selbst erhöht, 

wird erniedrigt werden; wer aber sich selbst erniedrigt, wird erhöht werden. 

• 基督宣告税吏的祷告蒙上帝悦纳，而法利赛人的赞美却被上帝拒绝。 

• 算为义: 

o 并不是指人在本性上有了什么新的变化，而是指罪人的罪被上帝归算给基督，而基督的义被归算

给罪人。 

▪ 当上帝赦免人的罪时，祂没有使我们的罪消失或是接受我们的罪为善，而是祂将我们的罪

归到基督身上，因为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上帝对世人罪的刑罚，并且上帝还主动与我们和

好，好让我们的良心不再感受到上帝对罪的怒气，而是感受到天父的慈爱。 

•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o 基督以犹太人常用的这格言教导信徒操练谦卑的功课。在这比喻中，这格言解释了两个不同结局

的原因：一个人因傲慢而被上帝厌弃，另一个人因谦卑而被上帝赦免；同时这格言也应该是每个

信徒每一次真诚地祷告所会经历的事。 

▪ 我们每次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时要反思：我们是否谦卑、自卑、自觉无有，及否定自我，然

后在祷告中祈求上帝提升我们，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 如果我们以高姿态进入祷告，上帝就要在祷告中拒绝我们，使我们被降为卑，好让我们学

习何为一个罪人所应有的谦卑祷告态度。 

• 比喻的结果是，法利赛人被上帝拒绝，而税吏却蒙上帝悦纳，原因不是税吏晓得什么才是讨上帝喜悦的

祷告方式，而是: 

o 税吏只是以一个罪人所应有的诚实态度来到上帝面前，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有不可能有任何

蒙上帝喜悦的善行，即使有也与自己无关。 

o 相反的，法利赛人却 “仗着自己是义人，而藐视别人”，他依靠自己的善行，而认为他既然有了善

行，自己就一定是上帝的宠儿，所以他傲慢地来到上帝面前‘邀功’，也藐视其他没拥有和他一样善

行的人。 

• 总之，我们不要常只为自己所犯的过犯向上帝祈求的赦免，好像我们只是偶而有一点瑕疵，其他时候都

是完美的，因为当上帝使我们看到自己行为上的过犯时，这是证明我们的本质是败坏及毫无良善可言

的，要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早就灭亡了。因此，我们不仅要常为自己行为上的过犯向上帝祈求赦免，

我们更要为我们原本是个败坏的罪人祈求赦免，以致上帝因我们在祂的面前有真实的谦卑，而向我们施

恩怜悯，赦免我们的罪孽，饶恕我们的过犯，并可怜我们原本是个软弱的人，以致与我们和好，并将祂

属天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