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平安安地去爱别人

讲道 2022年7月17日

路加福音 7：36-50

克里斯·西克斯牧师

我们今年正在学习新城教理问答，因为它是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所信仰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我将阅读问题29，然后我

们将一起阅读答案。

問29：我們怎樣才能得救？

唯有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和他在⼗字架上的代赎之死。因此，即使我们犯了悖逆神的
罪，并且仍然倾向于⼀切邪恶，然⽽神不凭我们任何的功德，只单纯因着恩典，就在我
们悔改相信他时，将基督完全的义归算给我们。

在今天的讲道中，我们将看到两个不同的人，他们需要神单纯的恩典。 一个人悔改并相信基督。 另一个被邀请悔改

和相信。 现在我要读路加福音7：36-50，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仔细看神的话语。

36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

37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

38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39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40耶稣对他说： 

“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夫子，请说。”

41耶稣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

42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43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你断的不错。”

44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

45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46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47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48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

49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50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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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满有怜悯和爱。 圣灵啊，求祢

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被神的话语改变。阿门。

第36节为我们奠定了基础。

36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

请注意，西门要求耶稣在西门的家中与他共进晚餐。 2000年前，一起吃饭非常重要。 今天，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都

认为，一起吃饭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这就是我们每周一起在One Voice Fellowship吃晚餐的原因之一。 在



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吃晚饭。 他們是非常嚴肅、非常保守的宗教領袖。 他们非常努力地成为圣

洁，也期望他们周围的每个人都遵守上帝的律法。

耶稣花时间与像西门这样的法利赛人在一起，但也与被法利赛人拒绝的人在一起。 如果回顾一下前两章的经文，你

就会发现这个事件记录在路加福音5：27-32中。

27 “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 

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28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29 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

30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

31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32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当人们知道自己生病需要帮助时，他们就会去看医生。 耶穌喜歡花時間與那些认识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的人在一

起。 今天这段经文中最大的问题是：“你知道你需要神来医治你吗？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路加福音7：37-39。

37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

38 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但我们至少知道两件事。 她在社区中名声不好，被认为是个罪人。 她很可能是个妓

女。 我们知道的第二件事是她爱耶稣。 看来他们以前见过面，耶稣饶恕、接纳了她。 这个女人的眼泪和亲吻表明

了一个领受了奇妙恩典之人自然会有的回应。 她有一小瓶昂贵的香水，可能是她之前用来招徕顾客的。 但这种生活

现在已经过去了。 耶稣赐予了她新的生命、新的盼望和新的优先事项。 因此，她认为把这瓶珍贵的香水抹在那位改

变了她生命的男人的脚上，是再合适不过的。

然而，可以理解的是，晚宴上的人都对这个女人的行为很有意见。 她的名声不好，她自己对这位名叫耶稣的犹太老

师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现在请看第39节。



39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也许西门怀疑耶稣是她的顾客之一。 或者西门认为耶稣的判断力很差。 我们开始看到西门的心，因为他对耶稣和这

个女人都带有批判性的想法。 请注意，西门是“对自己”说了这些话的。 但耶稣可以读懂他的思想，并回答西门未

说出的想法。 耶稣会对西门说些什么？ 让我们看看路加福音40-43节中所记载的：

40耶稣对他说： 

“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夫子，请说。”

41耶稣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

42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43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你断的不错。”

耶稣喜欢用故事也就是比喻来教导。 比喻就像披上人皮的真理。 新城市教理问答非常有帮助，因为它在52个问题和

答案中提供了对圣经真理的总结。 但教理问答不是针对个人的。 耶稣接受上帝话语的真理，并使其变得非常个人

化。

先知拿单对大卫王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大卫娶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谋杀了她的丈夫。 拿单想帮助大卫看到他所犯

的可怕的罪。 拿单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有钱人，他有很多羊，但他从一个贫穷的农民那里偷了一只小

羊羔。 这个故事打破了大卫的骄傲，让他不再否认自己的罪，从而能够明白他到底做了什么。 大卫看到了他得罪了

神、拔示巴和乌利亚，这是一个事实。

耶稣在这里对西门做了同样的事情。 在比喻中，有两个人都欠债。 故事中的银币是罗马的便士。 看起来就像这

样。 这枚罗马硬币是一天的平均工资。 普通人必须工作50天才能赚到50枚这样的银币。 500天内赚到500枚银币。

显然，那个欠了500枚银币的人有一笔非常大的债务要偿还。

耶稣所讲的故事有什么意义？ 被饶恕的人以爱回应。 这就是问题所在。 耶稣说爱和饶恕之间有联系。 如果你没有

对你周围的人表现出丰富的爱，那是因为你没有得到上帝丰富的爱。

耶稣讲述了关于被饶恕的欠债之人的故事，因为他想把西门的眼睛转向自己的心。 但故事只讲完了一半。 在耶稣完

全解释清楚之前，他邀请西门真正去看看那个妇人，看看神的恩典。 现在请看路加福音7：44-47。



44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

45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46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47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耶稣在第47节中说，这妇人的罪很多。 但耶稣也告诉西门他也有罪，只不过是他自己看不见而已。 西门认为自己是

一个“50硬币的罪人”。 西门认为这个女人是一个“欠了500枚硬币的罪人”，并审判她。 西门认为他比她好。

西门认为耶稣是假先知。 记得在第39节中，西门想，“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 耶

稣想让西门知道他看得并不清楚。 耶稣医治了身体上失明的人。 在这里，耶稣正在为另一个盲人提供治疗！

第44节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请看。

44 “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

耶稣在看谁？ 路加福音说耶稣是看着那个女人，但是在对西门说话。 让我们做一个实验。 如果我说，“你们看到

这架钢琴了吗？” 你们之前看到过这架钢琴了吗？ 你们当然看到过了。

耶穌在教導西門，要像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那样去看她。 耶稣希望西门看到她现在的行为，而不是她罪恶的过去。

西门是一位宗教领袖。 但是，如果西门不能带着爱和怜悯清清楚楚地看别人，那么他就不能在属灵上也不能以任何

其他方式帮到他们。

爱始于看。 在同一章前面的经文中，路加福音告诉了我们耶稣和拿因镇附近的一个寡妇的事情。 请听路加福音7：

12-13。

12 “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

13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

作者保罗·米勒（Paul Miller）观察到，第13节中的爱有三个步骤。 看，感觉，行动。 耶稣看见了寡妇。 他完全

看见了她，明白了她的痛苦和失落。 因此，耶稣怜悯她。 英语单词compassion的意思是“感受”。 耶稣心里明白

这位寡妇的处境，耶稣的心感受到了这位寡妇的痛苦。 爱的第三步是行动。 耶稣走向寡妇，对她说话，然后让她死

去的儿子复活。



爱始于看。 西门不爱耶稣或那个女人，因为他没有真正看到他们。 西门不能爱他们，也看不见他们，因为他看不清

自己的心。 骄傲使我们看不到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真相。 在爱中，耶稣想要打破我们的骄傲，向我们展示我们罪恶的

内心。 这不是因为他喜欢看到我们落在属灵的痛苦中。 耶稣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悔改越多，就越能理解神的爱。

在英语中，我们经常说，“行动胜于雄辩。” 或者“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 也许你用你的语言说了类似的话。

西门没有对耶稣表现出基本的款待，这一点非常明显。 西门认为他比耶稣好，比那个女人好。 他的行为揭示了这一

点。 耶稣想帮助西门看到他的罪是何等之深，这样西门就能从神那里得到深深的爱。 在天上圣洁的神眼里，我们都

是欠500枚银币的罪人。 这数字并不是要告诉我们具体的信息。 耶稣说的是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

请和我一起看这张图表。 顶行代表我们对神圣洁的理解。 底行是我们对自己罪恶的理解。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

欠50枚硬币的罪人，那么你只会求上帝饶恕你欠的50枚硬币。 你对基督的爱和牺牲的理解将是非常渺小的。 你对别

人的爱也会很小。

西门认为他非常圣洁，绝对要比耶稣或那个女人圣洁。 西门不认为他需要一个救主，或者一个大救主。 西门认为他

有一点罪。 西门认为他只需要上帝宽恕他欠的50枚硬币。 因此，西门只有一点爱能给别人。

但这个女人明白她是一个欠了500枚硬币的罪人。 她也明白耶稣非常爱她，上帝已经饶恕了她。 上帝已经赦免了她

欠的500枚硬币的债务，因此她对耶稣表现出了很多的爱。 如果你看到你需要耶稣饶恕你欠的500枚硬币，那么你就

会知道上帝有多爱你。 你将带着喜乐和感激来敬拜耶稣。 你会以你从神那里得到的那种爱来爱别人。

西门不会好好爱任何人，除非他看到自己也是一个欠了500枚硬币的罪人。 我的朋友们，当圣灵向你显明你的罪时，

不要抵挡圣灵。 如果他让你看到你的罪孽达到了新的维度和深度，请你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也不要塞住你的耳朵。

神是仁慈的，每周都向我显明我更多的罪。 这使我更加爱他，因为我以新的方式认识到了我竟然得到了这么多的爱

和宽恕。

我需要结束这篇讲道，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看看最后三节经文。

48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

49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50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西门对耶稣的看法是错误的。 西门罪恶的骄傲使他对有关耶稣的现实视而不见。 当耶稣回答西门内心没有说出的想

法时，耶稣揭示了他才是房间里唯一真正的先知。 在最后的经文中，耶稣启示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先知。 耶稣启示他



自己就是神，因为只有神才能赦免罪。

首先，耶稣对那位妇人说话。 人们一直在谈论她，看着她的行为。 现在耶稣直接对她说话，安慰她，提醒她，她是

被饶恕的。 仔细看这里的经文，我想她很可能在这件事之前就得救了。 我相信这个女人的爱心之举让我们看到，她

来吃晚饭之前心里就已经感受到了饶恕和接纳。 其他客人对耶稣告诉这个女人她已经被饶恕感到惊讶和不安。 因

此，第50节是對这个女人說的，也是為了叫在那里吃晚餐的每個人都得造就。 耶稣强调了他的权柄，他告诉每个人

他们应该如何对待她。 这个女人在她的社区中是一个被拒绝的，被鄙视的罪人。 但耶稣改变了她的心，改变了她的

生命。 现在他想改变社区对待她的方式。 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这也是基督今天给我们

的信息。 如果你相信基督会赦免你的罪，那么你心里就可以带着上帝的平安离开这里。 你可以慷慨地爱别人，因为

上帝慷慨地爱了你。

现在让我们向他祷告。 

耶稣，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使饶恕成为了可能。 圣灵啊，求祢继续向我们揭示我们的失败和软弱。 因为我们越是看到

自己的罪，就越能理解基督对我们的爱。 感謝你，聖餐是我們所接受的愛的有形圖像。 求你今天在属灵上鼓励和喂

养我们，叫我们我们可以爱你，爱别人。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