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赎主的怜悯: 耶稣医治瘫痪的人

路加福音 5：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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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西克斯牧师

让我们从新市教理问答中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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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19：有沒有辦法逃脫懲罰，重新得蒙上帝的喜悦？

是的，为了满⾜他的公义，神⾃⼰出于纯粹的怜悯借着救赎主，使我们与他⾃⼰和好，把我们
从罪和罪的惩罚中拯救出来。

为了探索救主耶稣的怜悯，我想一起看一个关于身体和属灵医治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的话语。

路加福音 5：17-26 

17 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18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

19 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

从瓦间把他连褥子缒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

20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21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僭妄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22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

23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24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25 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

26 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

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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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 耶稣，我们敬拜，因为你充满了怜悯和爱。 圣灵

啊，请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阿们。

让我们从第17节开始。

“17 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这些法利赛人和犹太律法专家被派去调查有关这个拿撒勒人医治和教导的报道。 一些调查人员从耶路撒冷

出发，行了85英里。

耶稣正在当着这些身穿漂亮的衣服，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宗教领袖的面教导。 他们正在观看和倾听他所做所

说的一切。 那里也有一大群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必须透过窗户观看和倾听，因为房子里已经挤满了人。

第18-19节。

“18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

19 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

从瓦间把他连褥子缒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

由于残疾，这个瘫痪的人以前也经历过这样的障碍。 他不能走路，但他也忍受了邻居的偏见。 有些法律将

他排除在犹太社会的某些职位之外。 有时候，你看，阻碍在人和神之间的是其他人。

但是这个人有一些忠实的朋友。 我真的很惊讶这些家伙没有放弃。 我想我们中的一些人如果看到这么多人



可能就直接退出了。 也许我们会对我们的朋友说： “好吧，我们尽力了。对不起，哥们。 如果神要你今

天看到耶稣，我们将不得不一直等到他到外面来才行。 我们来点零食，等着吧。

朋友们本可以把这些障碍解释为上帝发出的信息，即他们应该停止。 但圣灵显然给了这些家伙充满信心的

决心和充满盼望的信心，让他们坚持下去。 他们认为屋顶是可能会帮到他们的朋友的一种方式。

你能想象房子里面的场景吗？ 在屋顶上，人们正在挖掘，敲打和拆除耶稣和人群上方的屋顶上的瓦片。 灰

尘和碎屑正在掉落。 人们抬头看着天花板，眼睛里进了污垢！ 这对耶稣想在这个房子里做的教导产生了一

个很大的破坏。

第19节说，“从瓦间把他连褥子缒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

你认为有些门徒想阻止这种破坏吗？ “嘿，你看不出这位大师正努力在这里教导吗？” 啊，但耶稣总是充

满怜悯，不是吗？ 我们的主耶稣是多么好的牧人啊！ 耶稣怎么说？ 在马太福音讲述的故事版本中，耶稣

是这样说的： “小子（我的儿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耶稣称这个破碎的人为“我的儿子”，并告诉他要“放心”。 耶稣这里仍然在教导，你明白吗？ 他正在教

房子里的每个人如何面对破碎。 他正在为我们树立榜样，让我们看到该如何面对别人的干扰，即当这个世

界的需要践踏我们干净整洁的生活时，我们该如何面对。 耶稣向我们表明，要对破碎的人有爱和怜悯。 要

看到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躺在垫子上的瘫子。 耶稣爱这整个人，包括他的身体和灵魂。

现在请看第20节：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通常，当耶稣医治某人时，他会评论这个人的信心。 我们需要个人的信心才能得救，才能罪得赦免。 除非

他们把耶稣看作他们自己的救主，可以赦免他们的罪，否则就不能得救。 在这种情况下，耶稣看到了这个

瘫痪之人的信心，也看到了这个人的朋友的信心，他们有信心，相信耶稣可以医治这个人。

你爱谁，谁需要被带到耶稣面前？ 你愿意克服障碍和反对吗？ 你准备好被某些人拒绝，把一个人带到耶稣

面前了吗？ 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所爱的人的绝望处境，他们没有耶稣就要下地狱。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信

心不惜一切代价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也许你和我一样。 我们常常等到“主打开属灵对话的大门”。 但实际上，我们很少与邻居、家人或朋友谈

论永恒的事情。 也許我們很担心人們會認為我們太宗教化了。 或者，也许我们只是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把

分享福音作为优先事项。



几年前，当我听到一位牧师谈到他们教会的传福音工作时，我真的觉得自己被定罪了。 他谈到了他们如何

把重要的事情放在日程表上。 这位牧师和他的妻子确保他们的日程表要包括接待非信徒在他们家吃晚饭 -

每月两次。 在他与非信徒的第三次或第四次谈话中，他会开始谈论属灵的事情。 他要求他的会众也这样

做。 他们看到许多人信靠基督，因为他们把基督放在首位。

我们需要记住每个在不相信耶稣的情况下死去的人的永恒命运。 因为我们有一个信息可以改变他们永恒的

命运。 与某人分享福音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但我希望能够自信地说出保罗在罗马书1：16中所说的

话。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首先是

我，然后是我的邻居。 首先给你，然后给你的朋友，你的叔叔，你的同事。 福音是要传播出去的好消息！

第17节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能力就在那里，在等待着。 它正在等待一些忠诚

的朋友把那张床抬到屋顶上。 我们是否爱我们未得救的朋友和家人，足以拆掉一些屋顶？ 好克服任何阻碍

我们前进的障碍？ 不论是外部的障碍还是我们里面的挣扎？

为了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需要拥有屋顶上的朋友们拥有的三件事。

1. 我们必须确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2. 我们必须爱未得救的人，胜过爱我们自己的舒适、我们自己的日程表、我们自己的声誉。

3. 我们必须相信，他真的能医治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

你不需要解决你朋友的问题。 但你可以把你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带到你教会的基督身体里。 我们很荣

幸、很喜乐能与你和圣灵合作，去帮助那些由你带到耶稣面前和一个声音团契的有需要之人。 我们将努力

在身体和灵魂上帮助他们，就像耶稣为这个人所做的那样。

好吧，现在让我们看看第20节经文。

“20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想象一下，这个瘫痪的人，躺在那里，抬头看着耶稣。 人们告诉这个人，耶稣可以医治任何疾病。 但耶稣

怎么说呢？ “你的罪赦了。 就是这样。 你认为这个人可能会失望吗？ 也许他会想：“如果他不打算医治

我，我们为什么要去找那么多麻烦呢？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认罪。 我想走路！”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时，有时这个问题会占满我们的头脑，对吧？ 支付房租，找工作或生

病治疗，这都是我们所能想到的。 但上帝比我们更全面、更整体地看待我们和我们的问题。 我们专注于我

们的问题，想解决它们。 神专注于我们的心，想改变它们。



当耶稣看着这个病人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瘫痪的身体和一个需要解决的医疗状况。 耶稣也看到一个

罪人，他必须悔改并得到饶恕。 耶稣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看到一个破碎的人——身体上、情感上、

关系上和属灵上。 耶稣看到了这个人的痛苦、羞耻、孤立和被拒绝。

这个瘫痪的人面临着依赖他人的未来。 想象一下，无法养活自己或家庭的境况。 这个人需要的不仅仅是走

路的能力。 他需要盼望和一颗新的心。 这个人需要治愈身体和情感上的痛苦。 他可能需要主饶恕他的苦

毒、愤怒和绝望。

我们必须把人看作完整的人，就像神所做的那样。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试图只用钱来解决财务问

题，只用药物解决医疗问题。 我们将尝试通过只引用经文来解决属灵问题。 这些问题并不是彼此分开的。

我们所有的破碎都是相互联系的，我的朋友们。 耶稣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恢复和救赎。 耶稣希望

他的教会向世界提供同样完整的帮助。

现在让我们看第21节。

“21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

‘这说僭妄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耶稣以为他是谁？ 你认为他是谁？ 耶稣声称要赦罪。 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饶恕

罪。 因此，这里只有两种可能性。 耶稣要么是冒牌的，要么是假冒的，要么是骗子。 要么他就是神自

己，是你最深切需要的唯一真正答案。

彼得在约翰福音6：68中对耶稣说：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永生。 这是真正的神

迹，耶稣在这里赐予的最好的礼物。 这个瘫痪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几年或几十年的行走能力。

现代医学意味着我们可以进行膝关节置换和器官移植。 治疗癌症和心脏病的药物延长了我们的生命。 但我

们都在不断瓦解。 每个人最终都会死去。 还记得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拉撒路吗？ 拉撒路最终又死

了。 耶稣本可以复活拉撒路的身体，医治瘫痪的人的身体，而不触及他们的灵魂。 耶稣本可以让他们在属

灵上死去，而只提供暂时的医治。

但我们在20-24节中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耶稣做了一个完全的医治。 他拯救了这个人的身体，让他可

以在地上生活，他也拯救了这个人的灵魂，让他可以在天上生活。

巴雷特·琼斯是我的朋友。 他是南部非洲一家艾滋病医疗诊所的医生，该诊所位于马拉维一个非常贫穷的

地区。 几年前，琼斯博士聘请了一位当地的牧师作为他们的属灵事工主任。 牧师的工作是分享福音，并与

他们的病人一起祷告。 一些财政捐助者不喜欢巴雷特的所作所为。 他们说：“我们可以用你用来支付这位



牧师的钱来帮助更多的病人。 我们病人的宗教生活不关我们的事！

瓊斯博士明白這個世界充滿人類的需求和如此多的痛苦的唯一原因。 苦难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与我们

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这种纵向关系已经被我们的罪所破坏，这也导致了横向关系的破碎。 世界上

所有的关系、情感、身体和物质上的痛苦都是我们和神之间属灵破碎的症状。

在一个声音团契，我们寻求减轻这种横向的、人类的痛苦。 我们要提供慷慨的怜悯事工，为受伤的人带来

安慰和医治。 帮助他们品尝并看到主是良善的，他关心他们的痛苦。 同时，我们也帮助人们与创造他们并

爱他们的上帝重建垂直的连接。 我们必须同时做身体和属灵上的事工，否则我们的福音就是缺乏的，我们

的怜悯就是不完整的。

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像耶稣那样全面爱人的教会。 但我们永远无法像他那样爱他们。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将人

指向耶稣，並将人帶到耶穌面前。 他的爱比我们自己的爱更大、更深。

在结束这篇讲道之前，我希望我们简单地思考耶稣对我们的爱，并看到这爱的奇妙。 你看，这个瘫痪的人

是被他的朋友带到那里的，他忠实的朋友抱着他破碎的身体。 但耶稣的朋友却在耶稣破碎的身体挂在十字

架上的时候，从他破碎的身体边上逃走了。 当耶稣被捕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门徒们抛弃了他们的朋

友，让他无助和孤独。

这个瘫痪的人听到神自己说：“儿子，你的罪得赦免了。 耶稣听见父神说：“儿子，他们的罪孽在你的头

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弃绝你。” 奇迹发生后，耶稣告诉瘫痪的人： “起来行走。回家去吧！” 在十

字架上，父神告诉他的儿子：“挂在那里，死在那里吧。”

耶稣为什么忍受这一切？ 因为这是治愈我们心里的瘫痪的唯一方法。 罪从内到外杀死了我们，我的朋友。

但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倾倒在耶稣身上，要压垮和惩罚他。 这样我们才能被治愈。 这是个非常

好的消息。 您将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耶稣通过将我们罪的疾病吸收到他自己的身体中来医治我们。 耶稣

因我们的罪而瘫痪，这样我们才可以被医治。

在我们被耶稣饶恕和赋予能力之后，他对我们说：“起来行走！” 耶稣差遣我们去见我们的朋友和家人。

耶稣赐给我们信念和信心，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别人。 你不对人们的反应负责，只对你如何爱他们负责。 或

者，也许你自己今天是一个需要医治的人？ 也许你是那个想要体验耶稣赐给这个人的饶恕和医治的人？

你相信耶稣有能力和意愿医治你吗？ 他对你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

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相信吧。 带着盼望、喜乐和信心仰望他，让他成为你的医治者、你的救赎

者、你的救主和你的主。 就在今天。



我要以祷告结束我们的聚会。 我将以诗篇103篇开始我们的祷告。 仔细听这些话。 也许这个瘫痪的人在耶

稣这里经历神迹的时间之后，回家的路上唱的就是这些熟悉的话。

1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2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3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4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5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耶稣，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从整体上看待他人。 求你将我们在这个人的朋友身上看到的那样的胆量、信心

和爱心赐给我们。 圣灵啊，求你带领我们一直为我们未得救的朋友和家人祷告。 阿爸父，求你给我们机会

和胆量，把我们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 只有耶稣能医治，只有他能拯救。 但请帮助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用我们的言语和行动去传讲好消息。 叫你得荣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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