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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年正在学习新城教理問答，因為它是對基督教信仰核心真理的一個很好的總結。 今天，我们来看看

问题15。 您将在公告中找到它，您可以看到以多种不同语言打印的版本。 我将阅读问题，然后我们一起阅

读答案。

问题15： 既然没有⼈能遵守律法，那么律法的⽬的是什么？

叫我們知道神聖潔的本性和旨意，以及我們內⼼罪惡的本性和悖逆。因此看到我们需要⼀位救
主。

律法也教导和劝勉我们过⼀种跟救主相称的⽣活。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阅读。

现在请听主的话语。

路加福音 18：9-14 

9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10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11 法利赛人站著，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

吏。

12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13 那税吏远远地站著，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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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父，求祢差遣圣灵，在我讲道时赐给我智慧和真理。 请让我们敞开心扉，接受你的真理，这样我们就

可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你。 我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记得我26岁的时候。 有人为我安排了一次约会，是和一位为美国参议员工作的年轻女子的约会。 晚餐约

会时，我问她职业梦想是什么。 她说：“希望有一天成为美国参议员！” 她似乎对此非常有信心。 我

说，“哇，是什么让你认为你有资格胜任这份工作？” 她说：“我认为我最吸引人的品质就是谦虚。”

她对自己的谦虚感到非常自豪。 我认为这有点矛盾。

耶稣这个故事中的法利赛人就有点像这样。 他祷告时想向所有人展示他的谦卑。 但是，他祷告时是否真的

谦卑呢？ 当然不是。 请和我一起看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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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認識到耶穌正在對之說話的群体是谁很重要。 耶稣把这个故事讲给那些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人。 然而，他不

只是对法利赛人说话。 法利赛人是以色列的一些宗教专家。 他们是上帝话语上的老师，他们非常小心地留

心遵守上帝的话语。 他们在社区中非常受人尊敬，令人钦佩。 但耶稣经常批评他们，因为他们是出于错误

的原因遵守上帝的律法。 他们的心集中在自己身上，而不是神身上。 他们高度评价自己，“蔑视其他

人”，瞧不起别人。 耶稣正在对任何相信自己的义而不是上帝的怜悯之人说出这个比喻。 因为这种态度阻

碍了神的爱流向我们。 这让我们很难爱别人。 现在看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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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耶路撒冷的圣殿建得很高，所以敬拜时可以感觉更接近神。 它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建筑。 这座圣殿是他们

宗教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耶稣故事中的两个人都去那里祷告。 我已经解释了法利赛人是谁。 另一个人是

一个税吏。 8天后，纳税申报表将在美国到期。 我们要将税务信息发送给美国国税局。 美国国税局。 美

国国税局的男男女女在华盛顿特区以东几英里处工作。 有时人们会说美国国税局的坏话，因为没有人喜欢

纳税。 但在美国国税局工作的人并不是坏人。

2000年前，以色列的税吏是不同的。 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国家收税，而是为罗马收税。 罗马是入侵者。 罗

马控制着以色列的一切，并迫使人民支持罗马帝国。 税吏是犹太人，他们向犹太同胞收税。 他们把这些税

交给了罗马，并把其中的一些留给了自己。 社区的人都憎恨税吏，因为他们正在中饱私囊，而且还为敌人

工作。 我的朋友们，耶稣是为了像税吏这样的人才来到世上。 上帝的心对破碎的麻风病人、瞎子和各种罪

人充满同情和怜悯。 耶稣不是爱他们的疾病或罪。 当然不是。 耶稣爱的是他们愿意接受神的怜悯，完全

依靠神。 完全信靠神对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人来说是很困难的。 让我们看看耶稣在第11节和第12节中如何描

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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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利赛人站著，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

吏。

12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法利赛人大声祈祷，好叫人们听到他的声音。 你如何看待他的祷告？ 他是在为神祷告，还是在为自己祷

告？ 将法利赛人的祷告，与我们讲道结束的时候所引用的大卫的祷告进行对比。 在诗篇51篇中，大卫是这

样祷告的：

“1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16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

17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法利赛人的祷告不是这样的！ 他夸耀吹嘘他圣洁的生活。 批评其他人。 他所说的跟神没有一点关系。

耶稣想用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 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时，我们想知道它对我们说了什么。 如果我们正确

地聆听上帝的话语，它总有一个信息给我们。 当然，我们更喜欢那些积极看待我们的信息。



例如，想想耶稣讲的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时，我们喜欢认为我们是好撒玛利亚

人。 他是英雄。 我们很容易去批评那两位忽视路上的受害者的宗教领袖。 当我们把这个比喻应用到自己

身上时，我们就披上了撒玛利亚人的外衣。 我们认为，“耶稣称赞撒玛利亚人。 我会努力活得更像撒玛利

亚人，所以耶稣也会称赞我！ 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就錯過了耶穌想在那個比喻中教導我們的一個重要的

教訓。 我们不是英雄。 在每一个圣经故事中，英雄都是耶稣。 我们是路上的那位受害者，我们都需要耶

稣的帮助。 耶稣愿意帮助那些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人。

想象一下，耶稣有弓箭。 他正在射出真理之箭。 这些箭很痛，因为耶稣把它们射向人的心。 耶稣知道我

们心中有骄傲和罪孽需要被除去。 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话如此直接。 耶稣直视问题，带着爱去射击。

在今天的比喻中，你想成为谁？ 我们都想像税吏一样祈祷，对吧？ 我们读了这个故事，就披上了税吏的外

衣。 我們認為這個故事的重點是這樣的：「耶穌称赞稅吏。 我会努力像税吏一样生活和祷告，这样耶稣也

会称赞我！ 我的朋友，仔细听我说。 耶稣爱你。 這就是為什麼他把箭直直地射向你的心。 他不是在射向

税吏。 他在射向法利赛人。 他在射向你我。

你真的想理解这个比喻，并从中学习吗？ 如果是这做，那么你需要披上法利赛人的外衣。 耶稣正在向我们

的骄傲和罪开火。

我们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好。 我经常在心里想：“谢谢你，上帝，我不像其他人。” 我们都有看不起的人。

这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你知道我经常看不起谁吗？ 法利赛人。 这很讽刺，对吧？ 在我心里，我论断批评那些对自己的神学和智

慧很有信心的人。 我一直看不起那些认为自己是对的人。 我很感激我不像他们。 但当我读到这个比喻

时，我看到我的行为就像一个法利赛人。 我因为他们看不起别人，就看不起他们，批评他们！ 我觉得我比

他们好。 但我也是一样。 你呢？ 你看不起谁？ 你心里想透过批评谁，来提升你自己的骄傲和声誉？

这正是我想让你看到的。 要真正理解这个比喻，你必须先看到你自己是个法利赛人。 我们努力让自己看起

来很好，做些好事，因为我们想从神那里得到好东西。 我们想要得到上帝和其他人的称赞。 我们认为自己

比别人好，我们渴望得到他们的认可。 耶稣就是用他的爱之箭射向我们骄傲的态度。

朋友们，让耶稣的箭射向你的骄傲和罪恶。 圣灵可以帮助你这样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是个

罪人。” 当你让圣灵向你显明你心中的骄傲和罪恶时，你就准备好从这个比喻中学习第二个教训了。 谦卑

和怜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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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那税吏远远地站著，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税吏在祷告中不将自己与任何人进行比较。 如果说他在拿自己跟任何东西比较的话，那就是上帝完美的律

法了。 今天的教理问答问题是第15个问题：

“既然没有人能遵守律法，那么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叫我們知道神聖潔的本性和旨意，以及我們內心罪惡的本性和悖逆。因此看到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法利赛人没有为了正确的目的使用上帝的律法。 法利赛人利用律法将自己提升到其他人之上，并建立良好

的声誉。 因此，他不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救主。 但税吏明白，律法反映了神圣洁的品格。 他明白自己是个

违法之人，所以需要一位救主。 税吏做了三个外在的动作，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状况。 他站在很远的地

方。 觉得自己不配亲近上帝或其他人。 其次，他低头看着地面。 他知道神是圣洁的，而他不是。 他做的

第三件事就是捶胸顿足。 这是自我谴责和悔改的标志。 他对自己和神都很诚实。

税吏的祷告让我们想起了以斯拉记9：5-6中祭司以斯拉的祷告。 以斯拉 说：

“5 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

6 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

这是神想要听到的那种祷告。 一个好的祷告不需要高言大智或复杂的语言。 一个好的祷告不需要神学知

识。 在神的眼中，一个好的祷告是乞求帮助和怜悯的祷告。 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谦卑地祷告时，神就会回应

我们的祷告。

要进入美国，你需要这样的签证，对吧？ 如果你想被接纳进入神的国，你需要一个谦卑的签证。 谦卑就像

护照上的签证印章。 法利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确信他已经是国度的公民。 他没有向神祈求任何东西。

税吏祈求上帝的怜悯和饶恕。 他知道，只有上帝保佑他，他才能成为国度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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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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税吏“回家去”。 读经的时候，这样的小细节通常带有一定的含义。 这是耶稣用另外一种方式强

调神希望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看到的那种谦卑的态度。 耶稣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树立了这种态度谦卑的榜样。

今天是棕枝主日。 本周，我们纪念耶稣生命的最后一周。 这个星期五，我们将纪念他在十字架上的谦卑和



顺服。

我们之前听说过关于耶稣荣入圣城的经文。 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前五天来到耶路撒冷。 他像一个国王一样来

到这里，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王。 他骑着一头驴驹子，而不是一辆战车或镀金的马车。

马太福音21：4-5说： 

4 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5 “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和其他宗教领袖憎恨耶稣，因为他教导说，神对他们严格遵守宗教规矩不以为然。 因

为他们专注于自己而不是上帝。 他们的一生都建立在他们的宗教声誉和遵守宗教规矩之上。 耶稣邀请我们

把整个生命建立在他的顺服之上。 故事中的法利赛人有很多隐藏的罪。 他看不起那些有明显的罪的人。

他将自己与其他人分开，以避免对自己的声誉造成任何污点。

耶稣根本没有罪，但他花时间与那些有明显的罪的人在一起。 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并愿意因此接受批评。

法利赛人专注于外在行为。 耶稣专注于我们内心的内在状况。 法利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尽管他有

罪。 耶稣愿意被认定为罪人，即使他是无辜的。 法利赛人骄傲地在耶路撒冷招摇过市，这样人们就能看到

他的圣洁和公义。 耶稣背着我们羞耻的十字架穿过耶路撒冷，这样人们就能看到他的爱和谦卑。 法利赛人

高举自己，但耶稣谦卑自己。 因为耶稣愿意下到坟墓里去代替你而死，所以神已经高举了他。

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时，上帝就会高举我们。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那么神就称

我们为他所爱的儿女。 父神邀请我们到他的餐桌前，永远住在他在天上的家中。

現在讓我們一起禱告，感謝天父接受我們謙卑的禱告和誠實的心。

天父啊，感谢你赐下耶稣不可思议的教导。 圣灵啊，感谢你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心中隐藏的东西。 圣父、圣

子和圣灵，我们需要你在我们里面动工，显出那些需要治死的地方。 并显出是骄傲和对自己的依靠在拦阻

我们活得你的怜悯和宽恕。 帮助我们谦卑自己，知道你已经用我们的救主耶稣高举了我们。 我们奉他的名

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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