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系列 第五讲  

主题：上帝在羞愧文化中的故事  

大卫‧普莱特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跨文化」系列讲座第五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跨文

化」系列讲座是教导我们，学习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中分享我们的信仰。  

 

今天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四章。  

 

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向人分享我们的信仰，告诉人上帝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  

 

有一次我们的短宣队包了一架飞机去宏都拉斯宣教。当短宣队回来之后，我们又准备了一架

包机准备送 100 位弟兄姊妹去委内瑞拉。星期一早上，他们早上到了机场，一直等到下午，

飞机无法起飞。因为，在委内瑞拉，主管入境包机的人被抓起来了，他管的事情全部停顿了。

在美国这边的我们，因此无法成行。我们花五个月时间的准备，就因为一个人而全部泡汤了。

星期二，我们还是继续努力，想要让包机起飞，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包机已经

被取消的情形，因为如果星期二都还不能成行，那周末一定回不来。这件事让大家感到一片

慌乱。于是，我们开始联络其他的航空公司。我们希望能够让部分的人能够先去。我们很努

力地在网路上找不同的航空公司，但是班机的机位很少。我们甚至透过委内瑞拉的旅行社协

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航空公司还有机位。最后只有弄到 70 个机位，只有这些人能去委内瑞

拉。你可以想像几个月的准备，还是有些人不能去，只是因为这种晦气的事情。在这件事中，

上帝只提供我们 70 个人能够去服事。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团队成员。我提醒他们在

这项任务中需要记住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传福音的大使命是从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

赐给我了」这句话开始。意思是说，耶稣有天上地下的权柄能让飞机起飞，他有权利这么做。

我们可以信任他的权柄，就算发生这种没有预期到的情况。当我们的团队到达当地之后，改

乘公交车到赤贫的乡村去发放食物，跟人传福音。公交车司机问当地人说：「这些人在做什么

啊？为什么他们在这种赤贫的地方，脸上充满希望和喜悦的表情？」在委内瑞拉陪同我们的

当地信徒，就有机会向这位司机分享基督带来的改变。这位司机对这个当地信徒说：「我也要

他们的信仰，请告诉我有关耶稣的事。」结果这位司机就接受耶稣，做了决志祷告。耶稣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炳都赐给我了。」神可以因为要让包机起飞而叫大山挪开，或是为了使

人亲近天父而使小山迁移。  

第二件需要被提醒的事是，我们从这件事看到，如果我们要委身于这个大使命，我们必须要

尽心竭力！要做到并不简单！因为当我们要献上自己，委身于神的命令时，会有各式各样的

试验临到。然而，被压迫是值得的；在当中信靠神也是值得的。  

后来，我跟在委内瑞拉的短宣队联络。那个时候他们正在举行「敬拜研讨会」。他们正在教导

委内瑞拉全国各地 200 位牧师。而这 200 位牧师未来计画要再去教导给古巴的教会。他们会

学到「我们敬拜的核心是神的道，而我们要领受这道」。这样的安排美妙在哪里？美妙之处在

于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关系较好，委内瑞拉人可以很容易去古巴传福音，而我们美国人就比较

难进去。我们怎样学习把神的道摆在敬拜的核心，他们也就怎样学习如何将这个信息教导给

古巴的教会。所以，也许神会为了要让某些荣耀神的事情发生，而改变你这个礼拜的行程或

计画。  



 

我们已经谈过上帝在「有罪恶感的文化」和「恐惧的文化」中。记得我们读创世记第三章学

到的，有关罪的三项影响：「罪恶感」、「害怕」、「羞耻」。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羞耻这项，还

要看福音怎样对付这些影响。  

 

我们已经看过罪的影响成为不同文化中首要的问题，支配了不同的文化。我们谈过我们美国

文化中被罪支配的是「有罪恶感的文化」，那是透过对错来定义事情。我们也看了神怎样对付

被罪影响的文化。  

 

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以恐惧为基础的文化」。许多拉丁美洲的文化、非洲的文化、

亚洲的文化以恐惧和权力为基础，而不是有罪还是无罪。常常挣扎于各种超自然的力量、各

种神明、祖灵，害怕他们对自己不利。而我们的神能直接以基督耶稣的能力对付这样的害怕。

今天我们要思考「羞耻」这个主题。我们要看羞耻和荣誉在文化中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也许

很熟悉这两个词汇，但是在中东地区的文化中羞耻的支配力比我们的要大的多。举例来说，

有几个来自在中东地区的宣教士的第一手报导。  

有一位写道：「我们的出租车紧急煞车，因为路上躺着一位少女。她快要死了。她被开了四枪。

女孩的哥哥走过街道对两位警察说：她在那里，我已经杀了她，因为她在婚前交了一个男朋

友。」回教法律规定男生是无罪的，因为他有保护家族的名誉的责任。另一位写道：「有个女

孩逃离家里，之后被她的家人找到，是嫁给信另一个宗教的人，就大发雷霆。警察把女孩保

护起来，免的被她家人伤害。但是家里的老人嘲笑她爸爸和哥哥说：我们家还要被羞辱多久？

还要把头埋在地里多久？你们应该做点事，让我们至少在村子里抬的起头来。最后他们决定

贿赂警察五万块，说他们不会伤害女儿，请把他送回家来保护。结果几个小时以后，爸爸就

和哥哥两人把女孩杀了，全家人却很高兴他们家恢复了名誉。  

 

还有一则报导：「很多年以前，有一位阿拉伯士兵因为枪坏掉、擦枪走火，却把他的同袍，也

是他的朋友射死了。后来当完七年的兵，他离开自己的国家，跑到美国来，住了二十年。有

一天他回国看看家人，这件事被当地的年轻人知道了，就把他家围起来，杀了他报仇。夺回

名誉、去掉羞耻。这个人的同袍被误杀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根本还没出生咧。」 这些故事怎

样也说不完，而且应该还要再讲。这些故事很可怕，但是也显示出真的有国家，他们的文化

是被「荣誉与羞耻」牵着走。我以前就听过这些故事，但是一直到我在印度遇见一位的穆斯

林朋友「齐默」跟我说他的故事，我才真正体会到事情的严重性。齐默 18 岁的时候，突然对

基督教有兴趣，很想要了解耶稣。他才表示对基督教有一点兴趣而已，他的父亲和兄弟们很

快就发现这件事情。他们把齐默带进一间房间，把他摔到墙壁上。他们开始打他，并且虐待

他。那天晚上，他们把齐默踢出房子，把他关在房子外边，并且对他说，永远不准他回来。

他跟我说他整晚留着眼泪敲门，求家人开门，但是还是没人理他。他跟我说，他之后每天一

个一个求，却没有一个家人要重新接纳他。直到他父亲有一天给他一张声明，宣布父亲死后，

齐默不能参加父亲的葬礼。因为他信耶稣的缘故，让他的家庭蒙受羞辱太深。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地区不是跟我们一样这么在乎对错价值，不论他们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他们在乎的是荣誉或是羞耻。有些地方不认为说实话是对的事情，说谎话是错的事情。在那

些地方是以对家族或部落的影响，来判断什么是荣誉的事，什么是不名誉的事。不论你做什



么事情都会连带影响身边的人或是家人或是族人。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开始想，这样要如

何传福音啊？如果我们想福音是有关对错，救恩是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那么，你要如何传

福音给不在乎这些东西的人呢？在这种时候，就是我们要开始更深入地思想福音了，要从圣

经经文中找出福音在我们身上作工的方式。我想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不管旧约、新约，都讲

了很多荣誉与羞耻的主题。旧约出埃及记讲到上帝救他的百姓脱离奴隶生活，进入应许地，

恢复他们的荣誉。如果你到第一世纪，可以看到耶稣生活在一个农业社会，社会阶层很严谨。

你的荣誉、家庭的荣誉、族人的荣誉，都建立在你的财富、健康、和教育程度上面。这种价

值和社会模式在今天都还存在。  

那么福音如何那些人对话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要深入探讨的。我不希望你认为荣誉和羞耻对

其他不同文化的人而言只是两个词汇而已。  

 

福音如何看待荣誉和羞耻的问题？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四章 14 节。我们会特别注意两节经

文。我们在前面几集的节目中也特别关注一两节经文，这些经文说明了，福音在不同文化中

的作用，我们再看经文如何印证在不同的情况中。这样，我们就学会如何与不同文化的人分

享福音。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

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

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

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

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这节经文是最早有关犹太会堂聚会崇拜的纪录。犹太会堂的崇拜程序大致是先祷告和祝福，

读申命记第六章 4~6 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然后他们会选读一篇律法的诫

命，与一篇先知的教训。念的时候大家是站着念，通常会有人坐下开始解释经文，解释一段

或是解释全部。这就是耶稣那时的景象，他念完先知书后坐下对众人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

们耳中了。」这是强而有力的宣告！他念的是以赛亚书 61 章 1-2 节，还有引用了 58 章第 6

节一小段。路加福音的主题其实就是这段经文，耶稣自己宣告为什么要来到世上。上帝差遣

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

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来，他要来实现旧约中预言！  

 我们来想想这是何等大胆的宣告！说明两件事。第一，耶稣宣告他要恢复我们的地位。想想

这几节经文有关荣誉与羞耻的描述。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18-19 节中，你看到羞耻的，有贫穷

的、被掳的、瞎眼的、和受压制的。这是在第一世纪有关羞耻的景象。  

 

然后你看到荣誉的部分有好消息、得释放、得看见、得自由。你看到荣誉就写在每句羞耻的

旁边。有趣的是如果你住在第一世纪，这是一个阶级严谨的社会。我们看到整本新约都是这

样描述，第一世纪的社会有许多不同阶级。大部分的荣誉与羞耻都是继承来的，而这是因为

自己的缘故，生来就如此。你生在固定的阶级中，无论你想尝试做些什么多得一些荣誉；或



者做错什么，让自己蒙羞。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被困在这个阶级当中。  

 

这跟印度实行以久的种姓制度其实非常相像。虽然政府已经不实行种姓制度，但是种姓制度

在人民中还是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我去印度的时候看到一个贱民阶级，意思是「不可碰」，这

个阶级在四大阶级分类里属于地位最低的那级。人想要脱离这个阶级是不可能的，不管做什

么事都不可能脱离。同时还有高级的阶级，也是一辈子都在那阶级里，不会离开。  

 

第一世纪也是这样，有许多社会群体，你生在哪里就死在那里，荣誉和羞耻也在那里。我们

可以这样说，耶稣在会堂里是说：他可以翻转你的地位、你的阶级。他有权利可以把福音传

给贫穷的人，他有权利可以释放被掳、被压制的人，他有权利可以叫瞎眼重新看的见。耶稣

说的是：我来，是要推翻这个世界给你的地位。我希望大家来看下面五段圣经故事，简短看

看这些故事的重点。第一个观察的方向，是发生了翻转。然后请你观察耶稣对历代以来的所

有人，讲了些什么话。  

第一个故事，请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 12-14 节。讲耶稣翻转我们的地位。  

「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疯，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疯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

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

献上礼物，对众人作证据。」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人有大麻疯，他来找耶稣翻转他的地位，从不洁净的到洁净的。我

们查考旧约利未记十三、十四章，就可以知道麻疯病是皮肤的疾病，旧约律法对此有严格的

规定。  

 

经文中描述麻疯病是一连串不同程度的皮肤病。我们知道最严重的情形是，神经坏死，皮肤

感觉不到东西，没有痛觉。病人的四肢基本上已经没有感觉，而开始变的畸形。大多数的麻

疯病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所以当这个患大麻疯的人来找耶稣，他面对的不只是生病的问题，也有社会地位的问题。麻

疯病不只是小病，而且是危险的传染病。这人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肮脏的、令人厌恶的、可

憎的。而且不能靠近别人，如果靠近，要大喊「不洁净、不洁净！」必须要叫出来，让人知

道你在这里，有机会趁机远离你。人也不喜欢让麻疯病人到家里来，因为会污染东西；也不

喜欢走过他刚走过的路，会害怕这个病会传染给自己。我们只能想像生这种病对于一个人影

响有多大，会影响社会关系、心理、灵性，甚至不能去圣殿敬拜神。  

 

就连以赛亚都用大麻疯来形容罪的污染。这是一个可怕的疾病！耶稣医治麻疯病人跟医治其

他病人是完全不同的状况。如果仔细读路加福音 5:12-14，我们就会发现洁净不只讲了一次，

这个概念重复出现。麻疯病不只需要被医治，而且需要被「洁净」。  

 这就是那人的情况。他肮脏、令人厌恶、让人对他反感，他对自己无能为力，完全无能为力。

他哪里都不能去，他什么都失去。失去他的名字、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所有的一切！他

失去了所有的社交关系。这故事的信息是：「从肮脏到洁净」。耶稣对所有无助的人传达一个



信息：看这人的景况多么遭，看他来找耶稣是多么大胆，他竟然说：「主啊，若是你肯必能叫

我洁净了！」 他相信耶稣的能力，他求耶稣救他出来。这人已经跟社会隔离很久了，如今他

迫切需要有人帮助他，「主啊，若是你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不是转

身离开他，而是转身面向他，这跟其他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在这个文化中没有人会这样做。

耶稣伸出他的手，摸他。别忘记，一般人摸到麻疯病人，自己也会被污秽，要承担染上麻疯

病的危险。然而，耶稣居然把手放在他身上，对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面对这人最无助

的时候，你可以想像他有多震惊。其他人连靠近都不敢靠近他，耶稣居然摸他。这人知道耶

稣为了洁净他，不惜冒着自己也会被传染的风险。对于这样的情景，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

耶稣为了洁净我们，自己愿意背负我们的污秽和罪。所以耶稣对所有无助的人说：我要恢复

你的一切。耶稣一说：你洁净了吧！大麻疯马上离开他。新约原文中耶稣只喊了一个字，你

可以想像路加强调这是多么迅速。这人可以到圣殿中献祭了、可以到祭司面前说：我变的不

一样了。他完全得复原！他的生活也恢复了，只因耶稣摸他，对他说了一个字，他就洁净了。  

我们今天讨论有关羞耻的文化，这幅景象是这么清晰。如果你去到回教地区，可以看到进清

真寺的人多么了解洁净的重要。他们要脱衣、脱鞋、沐浴，要先洁净才能朝见阿拉。我有一

次碰到一位回教徒，想要送一本圣经给他。结果他马上把手举起来！说：「我不能碰，因为为

我还没洗手。等我先去洗手，你给我的可是圣经啊！」他不是不要圣经，而是他觉得要先洁

净。所以耶稣承担我们的羞耻，这个观念是很伟大的，我不希望因为我们的有限，使我们在

向不同文化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忽略了这样宝贵的信息。  

 

当我读到这段信息的时候，一边祷告一边想到很多弟兄姊妹，发觉在自己的内心里也有自己

觉得「不可碰」、肮脏污秽的地方。不管是你曾经做过的事，现在希望忘记；或是你在挣扎的

罪，你希望能从脑袋里抹去。或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不能控制、也很无助，而不知道

什么原因，这么多年来感受到的污秽、肮脏，都渗透在你的生活当中。我希望能提醒你，按

着神话语的大能，当耶稣看着你、对你说：「我愿意自己承担你的污秽，使你完全，使你再次

复原。」耶稣不会转身远离你的羞耻，他会转向你。他会摸你，对你说：「我要恢复你的一切。」

耶稣对所有无助的人说：「我要恢复你的一切。」  

第二个故事  

请翻到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一起从 36 节开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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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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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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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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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

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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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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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的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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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

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

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耶稣除了把我们从污秽变为洁净。第二点，耶稣也带我们从被拒绝到被接纳。这故事中的女

人得知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这在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有人请人吃饭，包括邀请宗教领

袖，别人路过，就可以在旁边等他们吃剩的。这个女人本来只能在旁边等，但是他突然闯进

来，跪在耶稣脚边、解开自己的长发垂下。这个女人，众所皆知是个罪人。我们根据他们的

文化推测，这个女人是犯了奸淫之类的罪。  

 

但是现在她居然弯在耶稣脚边，把香膏倒在耶稣脚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请吃

饭的法利赛人西门马上注意到这件事。他想到公开场合从来没有犹太拉比会和女人这样互

动。再说，耶稣被称为先知，但是先知一定会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不会和这种罪人有瓜

葛。所以西门想：从耶稣的表现看来，他应该不是所谓的先知。  

 

这个女人就活在这样的文化中，因为犯罪就被其他人隔绝起来。有趣的是当你找这个故事发

生的时间点，你会发现在这个故事发生在马太福音 11:28，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

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之后。不管这个女人是不是听到耶稣说这句话，她心里

都发生了变化，相信耶稣接纳她。所有受伤的人、被排挤在边缘的人、有罪的人，耶稣对他

们说：我会接纳你。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觉得这种女人可以到餐桌上来。这个故事并没有

说这女人改变了以后，生活都回到正轨，她才来到耶稣面前。故事是告诉我们，这出名的有

罪女人，心理相信了耶稣，就来见耶稣，而耶稣之后也说：你的信救了你。不是自己做了什

么可以得救，而是信心救了他。所以她来见耶稣的时候，她还背负着各样重担；耶稣对她说：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耶稣使这女人心理创伤得以复原。他说：我接纳你、我

会拿走你的伤痛，医治你因为犯罪而受的苦，我要使你得复原；因我的恩惠，你的生命要得

到改变。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不论我们的生活如何，甚至这礼拜又犯了什么错；你要知道，

来到耶稣面前，不需要先有什么作为，先让生活都很正常以后，才来见耶稣。我们要带着满

身污秽来见耶稣，而他的恩典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救恩不是那种需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耶稣才给我们的奖励。他给我们的尊荣，是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借着他的恩典，他说：

我要接纳你。  

 下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 15 章，这是我们最常读的故事之一。经常有人在辩论在路加福音第

15 章中到底有几个比喻。但是我们专心来看 11-24 节，耶稣在这里描绘「天父的爱」。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

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

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

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

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

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

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耶稣把我们从肮脏变为洁净；从被拒绝变为被接纳、从失落变成被找到。我们很熟悉这故事，



小儿子对父亲说：我现在就要遗产。应该是父亲死后才能得遗产，所以，基本上小儿子的意

思是说：我其实希望你现在就死，好让我马上有遗产。对父亲来说，这是多大的羞耻啊。后

来他离家出走，花光遗产，发现自己居然沦落到猪圈里、还羡慕猪食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处

境有多么糟糕。所以他对自己说：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家。他一边踏上回家的路，一边在想，

面对父亲时要说什么话。快到家时，他开始怀疑父亲会怎样对他，但是一到家却发现父亲大

老远就发现他回家，跑着来找他。这真是伟大的一幕啊。父亲一直在等儿子回来，而且老远

就看到。很棒不是吗？我们还在想会不会有个父亲愿意等，就看到父亲已经跑过来了。对人

类文化来说，这个比喻真是震撼人啊。父亲用跑的耶！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我们看到上帝这

么着急。为什么父亲会跑向儿子？因为他爱他的儿子，而且他要他的儿子知道这点。  

我们来看旧约申命记 21 章，你就知道为什么父亲这样着急，要用跑的，还要拦住他儿子：「人

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

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

是贪食好酒的人。 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

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这样，你了解了吗？这是非常强烈的！记得「羞耻与荣誉」吗？这就是了。律法是这样说的：

如果儿子带给家人的是羞耻，那么就不可能有荣誉。为什么？因为律法说这样的儿子是要被

用石头打死。所以父亲一看到儿子回来，就赶紧跑去保护他。等于在说：如果还有人要用石

头打我儿子，要先过我这关。父亲一保护他，就变成要打就会先打到父亲身上。  

 

不要弄错福音信息的意思啰！对所有感到无助的人、觉得上帝不会原谅他的人、觉得上帝不

可能领他生活回到正常的人、或是其他状况的人，耶稣对你们说：我要救你！上帝快跑找你

是要来救你，就算你给他带来的是羞耻，他也马上恢复你的荣誉。他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

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他不是仆人，他在家里是自由的人！

我们来庆祝吧！本来应该是儿子的葬礼，父亲使之变成一场庆祝筵席，因为上帝把他的百姓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你犯的罪太重，或者你陷在罪里太深，

让你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了。你觉得永远出不来。或者你所爱的人、关心的人，现在有这种情

况。我希望能提醒你，我们事奉的神是救我们从罪里出来的神。他把我们从罪所带来的羞耻

中救出来。  

 我们还有两个故事要看。请翻到路加福音 16 章 19 节。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

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

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餂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

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

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

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

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第四个故事要讲，耶稣领我们从贫穷变为富有。开头很明显，耶稣拿一个财主和讨饭的拉撒

路做对比。财主穿紫色衣服，代表所有富有的身分和享受；拉撒路什么都没有，身上还有烂

疮，狗还会来舔疮口，真是遭透了。但是当他们一死，情况就反过来了。你看到拉撒路在亚



伯拉罕身边享受筵席；财主受苦、受折磨，讲了四次他极其痛苦。而且中间有深渊，两个人

的情况永远不会再交换。  

 

这个故事说明耶稣领我们从贫穷到富有。整本路加福音强调很多穷人的生活，而耶稣介入其

中。不只是物质上的贫穷，还有心理上的贫穷。这跟信靠神有关。不过别搞错一件事，这故

事不是在说如果今生贫穷，上天堂就会富有；或是今生有钱，就一定会下地狱。不管怎么说，

亚伯拉罕也是个有钱人，他也和拉撒路在一起。所以关键是有没有倚靠神，相信他。  

 

不过我想多多少少和经济状况有关。如果你去赤贫地区，你会发现那里的人，他们的信心比

较大、而且比较单纯。生活越贫穷，就越容易倚赖神，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倚赖。回到我

们现代社会也发现，我们比较容易倚赖我们的财物，而不是倚靠所事奉的神。所以，我们看

到的这故事是「从贫穷变为富有」。对所有谦卑的人、所有信靠神的人、倚赖神供应的人，耶

稣说：我要奖赏你。  

 

奖赏有死前死后的区别，死前奖赏落在富有的人身上， 他想要什么都有。当他们到另一个世

界，可以这样说，奖赏就颠倒过来了。上帝赐与我们荣誉，我们不用自己去获得。上帝对所

有谦卑的、来见神的人说：不管你今生有什么，或是没有什么，我都会奖赏你。谦卑来见神

才是重点。最后一个故事，请翻到路加福音「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

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

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

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 我们看过耶稣把污秽的人变

为洁净；接纳被拒绝的人；领回失落的人；使贫穷变富有。现在要看耶稣让瞎眼的得看见。  

这个人在马可福音叫做巴底买，他就呼叫耶稣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是个瞎

眼的，所以必须在路旁乞讨。在这个文化中当瞎子的人什么都没法做。所以他坐在那里乞讨，

听说耶稣要经过这里，就哭出来了。群众想要制止他乱吼乱叫，结果他反而哭的更大声：大

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耶稣只对他说了一个字：看见！他就突然看见了。这个故事其实有更深的含意，对于所有需

要被医治的人，耶稣说：我要使你看见我。路加写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群众怀疑耶稣是

谁，我们到底要不要相信他。所有看得见的人都怀疑他。但是有个看不见的瞎子却对耶稣深

信不疑。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然而耶稣对他说：我会让你看见我。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在他的黑暗中，耶稣带来光明。

他清楚的对这个人显示他自己。美妙的地方在于这人原来坐路边乞讨，现在跟在耶稣身边赞

美神。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不只是病得医治。因为他原来看不见世界，反而能看见耶稣真

的是基督。这带给他完全的医治，甚至可以跟在耶稣身边走，一边赞美神。耶稣恢复我们的

地位。五个故事说明从污秽变洁净、被拒绝的得接纳、失落的被寻回、贫穷的得富足、最后

瞎眼的得看见。整卷路加福音讲述了耶稣替羞耻者带来荣誉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



结尾。耶稣不只恢复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拯救我们的灵魂。路加福音所说的「羞耻与

荣誉」的故事，最终是要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我们的羞耻归到神的头上，他被嘲笑、被鞭打、被吐口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有的

羞耻都由他承担。他被羞耻的挂在那里，所有经过的人都会看到。但是上帝把终极的羞耻，

变成耶稣救恩终极的荣耀。这带我们回到耶稣在路加福音第 4 章说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

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

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如果你看耶稣引用的以赛亚书 61 章，或者是利未记 25 章有关禧年的经文，你会发现一些很

有趣的事。  

 

每五十年就有一次禧年，宣告禧年的时候，所有欠债的人都要被免除债务，所有因为欠债卖

身为奴的人都要恢复自由。在禧年的时候，上帝让你拿回所有失去的东西。  

   

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引用以赛亚书说：我来…是要叫那受压迫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

人的禧年。他是要自己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死后复活，对所有被罪捆绑的人、被压制的人、

活在羞耻当中的人，说：我来是要叫你得自由。我来释放你。  

这才是福音在「羞耻与荣誉」的文化中真正的景象。耶稣对处在羞耻中的你说：我释放你。

上帝已经把你的羞耻带走，还给你的是荣誉。我要请你之后想想：「神怎样在我的羞耻中带来

荣耀？」因为这与你如何在以羞耻为基础的文化中分享你的见证有关。  

 

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