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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更新
《马太福音》9:9-17
今天經文引出的問題是: 耶穌帶來了什么样的改變？
我太太喜歡整修房子。她的工程往往在开始时只是买一些飾品，接著会将傢俱重新摆
放，然后会考虑置办几件新傢俱，再然后要重新刷墙。有时，她的工程会发展到敲掉一
面墙，或者另开一扇窗。

这周我读了一篇文章，写的是关于育空地区道森市（Dawson City, Yukon）的历史建
筑。道森市是 20 世纪末克朗代克淘金热（the Klondike Gold Rush）的据点。一夜之间这
个小城的人口暴增到 4 万，淘金者不断涌入，匆忙之中建的房子的地基被打在了冻土层
上。
125 年后的今天，这些历史建筑大面积倒塌，整个道森市正在变为平地，原因是冻土层
开始消融。为了挽救这些历史建筑，恢复其原貌，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投资重建地基和基
础设施，以解决冻土层消融所带来的问题。
想像一下如果你要修整房子，你可能会重刷外牆，也许内墙；抑或，你要重打地基、安
装新墙体、新的上下水管道、新的电路，还有新屋頂？

想像一下，如果你要更新你的生命，你會只想做一些外部的改變，還是要做重大的更
新？耶穌帶來的是哪種改變?

在今天的经文之前，耶稣对一个瘫痪病人说，“你的罪赦了”，并且，为证明自己赦罪
的权柄，耶稣医治了他。那个人站起来，拿起自己的褥子回家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呢？9 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
耶稣看见一位名叫马太的税吏坐在税关上。在讲下面的内容之前，我们要先讨论一下税
吏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税吏是受雇于统治政权的代理人，在这里，统治者是与罗马合作
的希律安提帕。所以，马太是一个犹太人，是将自己人出卖给罗马人的统治阶层的一
员。犹太人认为马太是一个叛徒。

税吏们的名声不佳，他们通过勒索让自己致富，他们会巧立名目课税：农产品、渔业、
收入、进出口货物、道路、桥梁、港口、市场、用来负重和运输的动物和车辆 – 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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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业，无一幸免！苛捐杂税让犹太人生活在重压之下，所以税吏们令本国人不齿、憎
恶。
税吏被严禁参加犹太会堂的敬拜。他们在礼仪上是不洁的，因为他们常常和非犹太人接
触，而且他们不守安息日。任何一个自重的犹太人都不会与税吏为伍，而且绝不会请他
们来家里做客。
耶稣会怎么做呢？《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在海边，马太很可能就在那里，向刚从加利利
海东边回来的渔民和船只收税。可以想象，第四章中耶稣所召的几个门徒——四个渔
夫：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马太是不受他们待见的。
耶稣在此之前已经医治了几个被边缘化的人：一个麻风病人、一名罗马的百夫长和一个
妇女，他打破了宗教洁净、种族和性别的障碍。
9 节 b 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虽然马太在政治上、宗教上和社交上都不被接受，
耶稣还是愿意呼召这个罪人，这个活在耻辱中的人，让他跟从自己。耶稣不以和马太交
往为耻。
马太做出了什么回应呢？像那个瘫痪病人一样，马太立即站起来跟从耶稣。他已经在小
城迦百农听过耶稣讲道，并见证了他行的神迹。他已经准备好了！《路加福音》写道，
他“就撇下所有的”——他的职位、工作和丰厚的收入。这是多么大的改变啊！
大家不要忘记马太所做的回应对他生活带来的重大影响。渔夫随时可以回去重操旧业，
而税吏一旦离开，却再也回不到原先那个肥缺。马太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真实的信心带
来顺服。
1. 為了跟从耶穌我們放棄了甚麽?
我们有些人为了跟从耶稣，离开家庭、家人、工作，甚至去往另一个国度；有人为了跟
从耶稣放弃了自己的习惯、嗜好、激情；有人为了跟从耶稣背弃了原有的世界观、宗教
和意识形态。耶稣带来的是彻底的更新。
马太跟从耶稣的决定引出了奇妙的故事。第 10 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
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路加福音》记载，马太为耶稣在自家大摆
筵席。这里用了“behold（看呐！）”，提醒读者将要发生出人意料的事。马太不但邀
请耶稣在他的豪宅里做客，他还邀请了“好些”税吏和罪人。《路加福音》这样记载：
坐席的“有许多人”。派对开始了！
这许多税吏和罪人很可能是马太的朋友圈，马太想让自己的朋友经历同样的怜悯、为自
己的心灵找到同样的医治，和自己一样经历耶稣的邀请，并跟从他。所以，马太邀请他
的朋友们面见耶稣。真实的信心带来行动。马太的筵席气氛融洽吗？坐席的人交谈流畅
吗？有没有尴尬的沉默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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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曾多次受邀参加信主的朋友们的派对，他们在介绍我时，常说我是他们的牧师，
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大家开始手足无措：让我喝啤酒还是葡萄酒？说了脏话要道歉
吗？他们的笑话会让我笑吗？然而，虽然尴尬，我们仍有机会交谈、一起笑、一起发
现。我们是否愿意去往尴尬的场合？抑或，我们更在意过安全的小日子？
2. 我们是否邀请了自己的朋友见耶稣？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马太的派对。第 11 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
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为什么法利赛人不赞成耶稣的行为呢？是否因
为他们未受邀入席呢？
“法利赛人”是平信徒的团契，在普通民众间颇受欢迎，并与本地的会堂相关联。他们以
严守律法著称，不仅守《旧约》的律法，而且还添加了诸多规矩，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
每个细节——诫命达几千条！他们决意力所能及地在每件事上保持圣洁。法利赛人将自
己视为犹太教的改革者。
当看到马太的派对时，他们开始吐槽了。他们问门徒的问题，与其说是在问责，不如说
是他们想了解耶稣在搞什么名堂。他们震惊，因为耶稣竟然与罪人同席！要了解他们的
反感情绪，我们要先理解古代的餐桌文化。
餐桌定义了圈子，谁入席，谁不入席，都有严格的限制。在法利赛人看来，如果耶稣与
收税的叛徒和罪人一同坐席，就是与他们同流合污，并且纵容他们的行为。体面的拉比
绝不能与税吏们一同坐席，更不要说还邀请其中一位跟从他。
“罪人”指犯了众所周知的罪的人：妓女、赌徒、罪犯、税吏。法利赛人认为，罪人无
视犹太人的正确的行为规范，是一群“不受欢迎的人”。与罪人一同吃饭让人在礼仪上
不洁。体面的拉比是不会和罪人一起吃饭的。
但是，耶稣却不一样。他伸手摸不洁的麻风病人、摸患病妇人的手、愿意去罗马百夫长
的家，并愿意与罪人一同享用美食——他打破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社会和宗教传统。他不
但与不洁的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而且还是在税吏的污秽的宅子里！
我们是否会刻意回避某些人际交往？人性让我们会组成各种圈子：运动队、社交俱乐
部、政党、宗教团体。我们常常会与提升自我认同的圈子交往。我们渴望什么样的交往
呢？我们又在逃离什么样的交往呢？耶稣会认同我们的圈子吗？
法利赛人认为耶稣与“不受欢迎的人”为伍，他的作法很丢脸，他的朋友圈里有错误的
人。D.A. Carson 写道：“法利赛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会捣毁罪恶、支持公义，因此他们不
能容忍这位接纳并更新罪人，而将“义人”斥为假冒为善的弥赛亚。”(D.A. Carson,
《马太福音》, 264 页)

3

This sermon transcript and translations are intended for use by our translators, Small Group Bible Study
leaders and members who required additional suppor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s message. It is
the property of Willingdon Church and we request that it is not distributed outside of Willingdon Church
and it’s intended use.

耶稣的属天生命与法利赛人的世界观相冲突。耶稣不但挑战他们的外在行为，还走进其
世界观、信念和价值观的核心。法利赛人在意的是外在的敬虔和外貌，他们只看到的是
罪人的失败之处。而耶稣看到的却是破碎的人。耶稣的心就是天父的心，是一颗满有怜
悯的心。
法利赛人不了解耶稣的使命。耶稣听到了他们和门徒之间的对话。12 节 耶稣听见，就
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耶稣在这里用了医生的比喻澄清他的使命。在耶稣的时代，没有医院和诊所，医生走向
病人，上门拜访。耶稣是心灵的医生，他也上门拜访。如果耶稣要医治灵里生病的人，
他必须要去病人所在之处。
《马太福音》1:21 说耶稣降临人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医治心灵的
应许，是耶稣传讲的信息的最大特征之一。耶稣的使命沐浴在恩典之中，他来找寻失散
的人，还有如马太一般被人唾弃的罪人和社会弃儿。
马太就是本福音书的作者，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有意思。作为一名税吏，马太一定受过誊
写技巧的训练，他一定深谙如何书写和保存记录，他很可能还精通希腊语和亚拉姆语。
这些技能使他完美地胜任福音书的写作。然而，马太却没有如此标榜自己，他很愿意将
自己置于“税吏和罪人”之列，自认不过是被恩典解救的另一个罪人而已。
3. 我們是否把自己放在普通罪人之列呢?
伟大的荷兰画家伦勃朗·范·莱因和马太有相似之处。他著名的“耶稣受难（the
crucifixion）”的画作，刻画了大家熟知的场景：耶稣、两个强盗、士兵和众多看客。在
这幅名画的角落，你可以看见伦勃朗本人的自画像。他相信耶稣受难，也是为了让自己
的罪得赎，他不怕承认这一点。伦布朗相信耶稣会把自己从罪中解救出来。我们又是如
何自我认知的呢？
马太需要耶稣的医治，就像那个瘫痪病人，他最需要医治的疾病是自己的罪 1。我们都
以蒙恩的罪人的身份来到耶稣面前。但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会变成自
我为义的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将自己视为“康健的人”，认为宗教操练让其在神面前是“健康的”。他们行
“献祭”的宗教仪式。但是，外部的“祭祀”却为他们内里的罪戴上了面具。
所以耶稣接着说：13 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
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引自《何西阿
书》6:6。耶稣说的是拉比常说的话：“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对自诩熟知
律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的这句话会让他们感到冒犯。但他们其实不懂耶稣的话外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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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更在意的是“怜悯”，而不是宗教活动，即各种的“祭祀”。如果法利赛人心存怜
悯，他们就会像耶稣那样在乎罪人。如果他们对神有正确的了解，他们就会向耶稣那样
去病人的家。
4. 我們的生命是宗教更多，还是憐恤更多？
耶稣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他对人的怜悯不只停留在情感上，他走向他
们，对他们讲话，伸手摸他们，与他们一起祷告，并和他们一起吃饭。他邀请他们出席
自己的喜宴。这是耶稣使命的基本特质。
借着引用《何西阿书》，耶稣提醒法利赛人以色列人的历史，曾经的宗教领袖们只保持
了犹太教的外壳，却丧失了信仰的核心。他们是新妇，却背弃了新郎——耶和华神
（《何西阿书》2:19-20）。耶稣说这话，不是教导法利赛人对税吏和罪人多一些同
情，而是在告诉他们，他们也是罪人，也需要被解救！
耶稣对着法利赛人重新定义了何为“罪人”：“罪人”指任何不具备神的心肠的人。
《马太福音》23，耶稣表明了他如何看待法利赛人的义：“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一
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他们无视公义、怜悯和信
实……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里面
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耶稣说，法利赛人因他们的罪而瘫痪，如同那个瘫痪病人；他们是污秽的，就像那
受人鄙视的税吏。他们的灵性已病入膏肓，他们却不自知；他们对待罪人的态度让他们
的病情表露无遗。他们急需耶稣带来的怜悯、赦免和重建！
Michael J. Wilkins 写道：“罪不可能通过宗教得到治愈……罪是灵性的疾病，患者必须
坦诚，此病决不可能凭借其自身在宗教之义方面的努力而得医治。罪只能被那位‘伟大
的医生’医治。”(Michael J. Wilkins, 376 页)
耶稣的教导让法利赛人感到威胁，搅扰了他们的世界观，挑战了他们的自我为义。他们
刻苦钻研经文，如果他们不是义人，谁又能是呢？他们到底哪里缺失了呢？
5. 我们是否仍然会把自己的义带到神面前？
另一群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对耶稣的教导和事工也有疑问。
14 节 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
食，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他们看到耶稣及其随从在马太家里欢宴，引发了他们的疑
问。
在以色列，禁食分成几种：正常的不进食（比如耶稣在旷野 40 天）；部分禁食，只是
不吃肉、不喝酒（比如但以理在巴比伦）；完全禁止食物和水（比如以斯帖在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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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摩西律法规定的赎罪日禁食。法利赛人的禁食远远超过旧约圣经的作法，他们每周
禁食两次，面带愁容，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在禁食！
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用禁食来操练属灵，也不以禁食当做悔改的记号呢？15 节 耶稣对
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恸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
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
耶稣借助婚礼的比喻来解释门徒们的行为。以色列人的婚礼常常持续几天，是喜乐和庆
祝的象征。耶稣是新郎，他是他们中间的雅威 Yahweh2。
弥赛亚新郎的时代已降临。天国降在地上的日子，耶稣的门徒欢喜快乐。只在新郎“被
夺去”后，他们才要禁食。“被夺去”这个词暗示将要发生一场暴力而恐怖的剪除（参
《以赛亚书》53:8），预言耶稣的被捕和审判。耶稣在受审、死亡和复活后，门徒们将
会定期祷告和禁食（《使徒行传》13:3; 14:23; 27:9）。但现在却是派对时间！
6. 我们是否在享用耶稣同在的欢宴？
耶稣接着又用了两个比喻解释天国会带来什么。16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
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得就更大了。17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
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
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块未经缩水的新布被牢牢地缝在已严重缩水的旧布上，这块新布反而会撕扯衣服，让
洞变得更大了。耶稣来，不是要在犹太宗教上缝缝补补，相反，他将赐下一件公义的新
衣，一件用来参加天国婚宴的全新的礼服，它是用新郎官耶稣的死和复活买到的 3。
新酒也不能装在旧皮袋中。装酒的袋子是用动物的皮毛制成的，用的时间久了，皮袋就
变硬变脆。发酵仍未完成的新酒，如果装在旧皮袋里，又硬又脆动物皮毛会被撕裂，结
果既毁了袋子，又毁了酒。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里，柔软而有弹性的皮袋能够抵御发酵
产生的压力。
耶稣来，不是要缝补一件旧衣服，不是要把他属天的生命浇灌在旧的犹太传统上，也不
是要维护传统的犹太习俗。耶稣为什么要在那假冒为善的容器里注入新酒呢？
耶稣的属天生命要求全新的衣服和全新的酒。他来，既不是在旧的宗教习俗上缝缝补
补，也不是要为我们原本的美好生活锦上添花。耶稣来，不是要在你的咖啡杯里续一杯
新酒，也不是给你一点什么，让你的奶酪更美味！他来，是要在你整个人里注入新酒，
让新酒浇透你，让你在新酒里游泳！！他来，是为了赐下真正的医治以及新的生命。4
7. 我们的生命是否已经注满了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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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酒之路是什么样呢？它始于我们全然地顺服耶稣并被注入圣灵，我们得以进入与父神
活泼的关系中。
新酒会带来什么样的更新呢？当我们踏上这条新酒之路的时候，我们享受与耶稣同在的
欢宴。我们将不仅学习圣经，增加理解，而且神的灵会藉着经文对我们讲话，更新我们
的心，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将被翻转。
当我们踏上这条新酒之路时，我们在祷告时将不只是提出各种请求，我们还会和神对
话，寻求他的心意，并用他的方式祷告。我们将不仅参加教会，我们自己就是教会。大
家在神的灵中合一，一起活出新的生命。
有时，在我们装修房子时，会有些东西没有做完，比如一面墙没有刷，一段踢脚线没
装。开头的几周，那面未刷的墙和那截缺失的踢脚线让我们心烦。过了一段时间，我们
会偶尔想到这回事。再然后，我们对这面墙和那截踢脚线变得熟视无睹，看不到它们有
什么不对了。我们自己生命里哪些地方需要修正，而我们已经却已然熟视无睹了？
当我们被注入耶稣的新酒时，它会给我们的心意带来彻底的更新！当我们被注入耶稣的
新酒时，我们将撇下一切跟随他；会把自己的朋友带到他面前；会把自己放在普通罪人
的行列。我们曾经是破碎的罪人，今日却得享怜悯，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记号。我们的
心肠越来越像神！
天，我们的生命正在被注入新酒吗？我们的回应，只是拿出咖啡杯，还是将生命摆上，
让圣灵浇灌我们？
自省问题：
1. 耶穌在你要跟隨衪的時候要求你撇下甚麽?
2. 你如何把家人和朋友带到耶稣面前？
3. 你的家人和朋友可能会认为，你的生命更多地是关乎宗教，还是关乎怜悯？有什
么需要改变的吗？
4. 在回应耶稣向你注入新酒时，你只是拿出自己的咖啡（茶）杯，还是将自己的整
个生向他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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