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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耶穌」 

╱陳世冠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十八章 31-38 節，十九章 1-4 節 

 

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對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

寫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將要被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

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臉上，並要鞭打他，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這些

事門徒一樣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隱藏的；他們不曉得所說的是什麼。耶穌

將近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討飯。聽見許多人經過，就問是

什麼事。他們告訴他，是拿撒勒人耶穌經過。他就呼叫說：大衛的子孫耶

穌啊，可憐我吧！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是

個財主。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

看見，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裡經過。 

 

 

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領受，剛剛我跟各位有一個不一樣的角度，

我坐在上面、在詩班的後面，看著我們親愛的長輩們，你們的背影，聽你

們詠唱剛才那首詩歌，非常的感動。我想像我的父母親也站在上面，忽然

間特別想家。 

很寶貴的詩歌，我們的長輩他們需要信心，他們需要勇氣，他們求神

幫助他們，不需要再在乎那麼多事情了，只要在乎神。但是親愛的子女們、

孫輩們，求主幫助我們，不要因為我們的爺爺奶奶、父母親，不再在乎那

麼多事情，我們會不會也忘記了，也以為他們不再在乎你跟我了？讓我們

更多的愛我們的長輩，體恤他們，扶持他們，陪伴他們，幫助他們。當然

今天我們不是在看長輩，願主幫助我們大家一起，要看耶穌。 

 

上耶路撒冷去 

進到今天的經文，在路加福音來說，也是一段滿特別的經文。剛剛我

們讀到十八章 31 節，再一次出現了我在上個月講道的時候提到的那一句



片語，就是「上耶路撒冷去」。事實上，就在這段經文的前後，這個地理

的概念，路加不斷刻意的去強調。回頭看十七章 11 節起，那個地理的描

述，一直要提醒讀者：「現在，耶穌、門徒們在哪邊…」這樣一個意境，

不斷的被強調。 

十七章 11 節：「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你會

發現，在許多的段落，緊迫性就開始越來越緊密了：「我們上耶路撒冷去…」

（十八 31）；緊接著，「將近耶利哥」（十八 35）；「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

過的時候…」（十九 1）；「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

撒冷…」（十九 11）；「耶穌說完了這話，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將

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十九 28）；「將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欖山…」（十九

37）；「耶穌快到耶路撒冷…」（十九 41）；「耶穌進了殿…」（十九 45）那

個的緊迫性，就不斷的出現。 

在今天這段經文，耶穌已經來到耶路撒冷城外邊，大概還有十多公

里，然後故事的發生就圍繞在耶利哥城這個地方，有聖經學者說這是路加

福音裡出名的一段，叫做「耶利哥敘事」，在耶利哥發生的這些故事。 

 

「耶利哥敘事」 

這邊講了幾件事，首先，是耶穌再次預言自己的死，如果根據符類福

音（馬太、馬可）參照的話，這應該就是所謂第三次耶穌向門徒們預言祂

的死。但有別於馬太、馬可福音，路加在這裡記載這一次耶穌祂死的預言

的時候，加註了一件事，提到門徒們不明白祂講什麼，不懂祂在說什麼。 

緊接著這個事情的記載，我們看到瞎眼乞丐這段故事。在路加筆下，

這個瞎眼乞丐沒有名字。但是馬可福音告訴了我們他叫「巴底買」，連他

父親的名字也列出來了。為什麼路加在這裡沒有記載名字？值得我們思

考。 

接著，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特別是小朋友，我小時候最熟悉的故事就

是這個。但是真不好意思，最熟悉的故事反而是記錯、聽錯的。因為我從

小就唱一首詩歌，「啊撒該呀，啊小的人，是一個大胖子。」那時主日學

的詩歌，我一直唱到大。後來好好看聖經，沒有講他是胖子啊！ 

撒該，稅吏，不只是稅吏，路加強調他是個「稅吏長」，待會兒我還

要作一些說明。當路加記載了這兩三件事情以後，下禮拜的經文就會碰觸

到耶穌講了一個比喻，十錠銀子的這個比喻。這些事情都圍繞在耶利哥

城，靠近耶路撒冷，所以被稱為是路加的「耶利哥敘事」。這個事情結束

了，比喻講完了，下個禮拜的經文裡邊，耶穌基督祂就光榮的進耶路撒冷，

開啟了整個受難週。 

 

讀福音書的角度 



從文學的角度來說，路加在這裡顯然再次表達出某種主題、某種刻意

性。當我們在讀福音書的時候，可以嘗試從兩個角度來讀。一個就是從耶

穌自身的角度，祂到底在做什麼？祂為什麼而做？祂說了什麼？另一個角

度，當我們嘗試去了解福音的信息，從受眾的角度、門徒的角度，從當時

與耶穌互動的這些人，甚至包括那些烏合之眾的角度，來讀福音的故事，

看看其中有哪些福音信息值得反思。 

當然，這兩個角度不需完全二分，它往往彼此交織，需要從對方的角

度來參照、來嘗試理解福音書作者想說什麼。但在一天的講道裡邊，將兩

個工作擺在一起確實有點吃力。上個月我跟大家分享耶穌基督的親近性與

嚴肅性，比較是從耶穌自身的角度來思考信仰、來思想福音的信息。 

從耶穌自身角度還可以發展、思想的題目很多，比如彌賽亞的使命，

到底在耶穌基督身上是怎麼逐漸展現的？耶穌基督作為彌賽亞，這個身分

是如何逐漸被揭示的？剛剛讀的這段經文，耶穌第三次預言祂的死，可是

門徒不明白，這是路加特別註明的，另外兩本福音書沒有說這件事。路加

加上了這個註明，其實是埋下伏筆，因為門徒們的不明白，至終是到了路

加福音二十四章，在以馬忤斯路上，整個福音的故事、整個十架受難與耶

穌復活，匯合成為彌賽亞的整個救恩的應驗，就在二十四章來到它的高潮。 

所以，這是從耶穌基督的角度來思考福音，當然包括了何謂救恩、神

國的性質是怎樣的。從耶穌基督的角度思考，我們可以去思想耶穌醫治的

能力、祂赦罪的權柄、祂對罪人的憐憫等等課題。 

那麼，如果從人的角度，當然也可以有很多的思考。今天我們活在福

音當中、在基督裡成為一家宣教的教會，我們每個基督徒靠神的恩典去傳

福音。當我們從人的角度來思考的時候，可以看到人有許多無助的光景，

正如詩歌所說：「照我本相」。我們正如福音書作者，鉅細靡遺常常在描述

人如何在脆弱中不能自拔。我們看到信靠的功課、看到蒙恩、蒙悅納的喜

樂，看到了不管是身分地位如何，都不影響我們在神面前的救恩…等等信

息。 

 

要看耶穌 

我再強調，這兩個角度可以分開思考，也可以交織。今天早上我願意

嘗試用一個從人物、從受眾這一方出發，來看這段經文，來思想「要看耶

穌」。為什麼要看耶穌？有很多的人要看耶穌，有很多原因、很多動機；

不是那麼單一，往往是非常複雜的。可能出於好奇，可能為了要去辯論，

可能為了要去嗤笑，可能他是真正在詢問、在尋求、在思考宗教…等等，

各樣原因都有。但是今天這段經文，我們很直接的看見了要看耶穌是怎麼

一回事。 

路加的寫作裡邊（我不確定他一定如此，但我一直相信），他做為一



個醫生，在他的專業、從他的用意來說，他打從一開始就希望要很好的整

理手邊所有的史料。他寫信給提阿非羅大人的時候，希望能夠嚴謹的、好

好闡明福音信仰。所以，就例如在這個地方，他整個陳述應該有他的一個

主軸，有他要強調的神學信息在裡頭。 

我說這段經文跟「看見」有很大的關係，在 31 節，耶穌第三次預言

受難的時候，門徒們不明白，而且那個不明白是以一個強調的方式去表達

的，第 34 節：「這些事門徒一樣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隱藏的；他們不曉得

所說的是什麼。」當然，我們到底能不能夠「懂」，是神的工作。而「懂

不懂」，在今天的用語上，其實跟「看見」有點關聯，英文常說 I see, I see. 

不是我看見，而是「我明白」的意思。 

門徒們這個時候不明白，有點意味著在靈性上他們根本看不見，不知

道耶穌說的是什麼，他們不理解。這樣的「看不見」、「不懂」（而且是強

調的），下面卻緊接著兩個跟「看見」相關的故事。緊接著下去的這位瞎

眼乞丐，就是一個典型與「看」有關的經歷。而撒該，他從頭開始都沒有

說話，但是整個動作裡的核心，就是他要「看」耶穌。今天講道題目也是

用了這個經文、直接用這個字，撒該他「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前面已

經說他很想看，但是他不能，人群多、他長得矮（記得，不胖喔），看不

見，結果爬上了桑樹。 

 

三個人物的對比 

請容我再把今天的經文稍微拉大一點，希望透過三個人物的對比，在

神面前有一些反思。回想上週的經文，那個富有的官的故事也很鮮明，中

間插了一個門徒不明白耶穌受難意義的小段，接著就是瞎眼的乞丐，接著

就是稅吏撒該。 

我們就圖像化，現在這邊有三個人物：富有的官、瞎眼的乞丐、稅吏

撒該。這三個人之間有沒有什麼異同？如果問名字，只有撒該，就算不能

用赫赫有名形容，大概當時在耶利哥城附近一帶，不會沒有人知道他吧，

待會兒我要多一點說明。 

另外兩個人在路加筆下沒有提名字，這個瞎眼乞丐在馬可福音裡面有

名字，但顯然路加刻意不把他的名字寫出來。這兩個無名氏，這是第一個

可以注意到的地方。 

第二個注意的地方，是這三個人當中，上週提到的富有的官，跟今天

的稅吏撒該都很有錢，是富翁。但是中間夾了這個瞎眼乞丐，就一貧如洗，

是討飯的。當這三個人與耶穌接觸的時候，或者說當他們要來找耶穌的時

候，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攔阻？ 

你會發現，這三個人有很微妙的地方，首先，富有的官，他來找耶穌

有什麼攔阻？那大概是財富吧。而這個瞎眼乞丐來找耶穌，他的攔阻就是



群眾。當他聽聞耶穌經過，他問「是誰？」的時候，群眾告訴他是拿撒勒

人耶穌，他就開始喊：「大衛的子孫耶穌！可憐我吧！」但是經文告訴我

們，群眾就阻止他，而且責備他、叫他安靜，他就越發大聲喊。顯然，群

眾不認為他有資格見耶穌！ 

稅吏撒該，有一點點把前面兩個攔阻放在他身上了，撒該如果要來見

耶穌，有什麼攔阻？以他的生活的方式而言，財富恐怕是他的攔阻。而事

實上，當他有所為難，在人生中間來到一個谷底，要來見耶穌的時候，群

眾也不讓他過去。 

這個可能要說得小心一點，因為包括我自己的印象與理解，我們把撒

該想成一個小醜八怪，想成一個人見了都會嘲笑的一個怪模怪樣的人，當

他要去見耶穌的時候，因為他長得矮，別人就故意不讓位給他……，我們

把他想成是這樣，但可能不一定是這樣。 

不同的攔阻，但是這些人至終都見到了耶穌，而反應又不一樣。我們

知道，富有的官憂憂愁愁的走了，他沒有辦法，路加說，因為他的財富很

多。瞎子乞丐，歡歡喜喜的跟隨耶穌，歸榮耀給神。而撒該，就歡喜的接

待耶穌。在不像富有的官的那個背景，經文沒有記載耶穌要求他的情況

下，撒該主動的說要變賣財產、分給窮人，訛詐誰，還四倍。有人算過，

如果他真的這樣做，大概會傾家蕩產。 

 

來找耶穌的訴求 

最關鍵的，是這三個人來找耶穌，他們的主動性所帶出的訴求是什

麼？富有的官，直接了當來找耶穌，他問：「良善的夫子，我當做什麼才

能夠承受永生？」很清晰。瞎子乞丐，他喊的話說：「可憐我吧！」而撒

該呢，他一直都沒講話，是耶穌先開口講話的，但是從他沒講話的當中，

路加用他的行動描述了，路加描述他一直想要看耶穌，要看看耶穌是誰。 

你會發現，這三個人之間有很大的落差。富有的官無法回應耶穌的要

求，變賣家產，賙濟窮人。撒該，未經耶穌的要求，主動做了這件事情。

路加嘗試要說什麼？我一直在想，耶穌叫那富有的官來跟隨他，這個瞎子

乞丐跟撒該，都用他們的行動表達了跟隨。 

還是回到今天經文的範圍，我們稍微對瞎子乞丐跟撒該進一步的描

述，來思想「看耶穌」是何等寶貴。整段路加的敘述裡面，不斷記錄當中

所講的都是什麼呢？就是會眾，或者跟耶穌互動的這些單一的個人，他們

都在詢問耶穌，比如，怎麼樣能夠得到永生。詢問耶穌，我當做什麼？ 

但是，這位瞎子乞丐的角色轉過來了，這時候是耶穌問瞎子乞丐：「我

當為你做什麼？你要我為你做什麼？」這個轉換很有意思，前面的許多故

事，是倒過來，我們問上帝、會眾問耶穌，門徒或單一個人問耶穌：「我

當如何行？我當做什麼？我應該有什麼資格？我應該達到什麼要求？」而



事實上經文也好像給了我們一些答案，例如，回轉像小孩就能進天國；又

例如，變賣所有、賙濟窮人。我們問很多問題，然後有標準答案在等我們。 

又例如說，在上週經文的後段，離開父母、妻子、兒女等等。就是好

像跟隨耶穌所需要展現的那種能力，所需要達到的那種要求。就是我們在

問，耶穌在回答、在要求。但是，在這裡我們看到耶穌反過來，祂問這個

瞎子乞丐：「你要我為你做什麼？」值得我們去思考。 

坦白說，這個瞎子乞丐已經一無所有，剛剛講的那三樣事情，恐怕對

這個瞎子乞丐來講，是他的實況，在他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耶穌反過來

問他：「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可憐我吧 

這可能也是我們今天的一個經歷，基督徒在傳福音的時候，或者，還

未信靠耶穌的朋友們，也可能有這種經歷，說不定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光

景。當我們覺得自己都有的時候，不會像這個乞丐一樣，發出那一句看來

不起眼的話，看來太沒有骨氣的話：「可憐我吧」。 

一個一無所有的人，他在主觀或客觀因素上，相對的會比較容易去跟

隨耶穌，去對耶穌有所回應。當一個人來到人生的谷底，發現生命中有所

不能的時候，他才會想到「可憐我」這個需要。 

上一週的經文裡邊，耶穌好像特別刁難那位富有的官──你誡命守了

沒？誡命都守了？那下一題比較難喔…，好像耶穌在刁難他。如果從事件

表面，我們恐怕不覺得這個經文在跟我們說些什麼。如果做更深的思考，

也許這裡要提醒我們一件事情，福音永遠都在挑戰我們，有關 self、自己

的問題。我們的狀況，都在「自己」的這個定位上起了一個關鍵作用。一

個「自己」越強大的人，一個覺得能夠自給自足的人，大概沒有辦法看清

楚真實的癥結在哪。他恐怕連自己需要什麼，都不一定承認，或者他不面

對、不能自卑、放不下身段。 

當然，這樣的故事要跟下面的故事來做呼應，撒該呢？撒該的情況剛

好不一樣，在我描述撒該之前，還要再強調一點，這個瞎子乞丐，當耶穌

基督回應了他，他第一個訴求是可憐我。他是一個瞎眼的、討飯的，他的

第一個訴求不是要看見、不是要飯，他的第一個訴求是「可憐我」，這個

太寶貴了，我們往往以為自己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訴求，但是在我們人生

中最大的訴求，不是由你界定，而是要別人告訴你的。我們很難接受，「我

自己需要什麼還要你跟我說嗎？我多大年紀了，你什麼身分哪？」 

當這位瞎子乞丐，經歷到那驚天動地的改變，他跟隨耶穌，他讚美。

基督教講讚美，它的精神、精髓就在這裡。真正的讚美，總是意味著你心

中所尊為貴人的人，你對他表達深切的感激之情。真正的讚美必然會使一

個人把關注投向他自身以外景仰的對象，這才稱之為讚美。因此，真正的



讚美，會幫助一個人不再自我中心，一個常常操練讚美、勇於讚美的人，

會在自我的壯大裡，看到自己的欠缺。同理，一個道貌岸然、老神在在、

自以為是的人，很難讚美。我以前也是這樣，唱讚美詩，哪裡要開口？這

是小孩子的玩意兒。 

 

稅吏長撒該 

瞎眼乞丐的故事，看的是這一面，很鮮明的一面，但撒該是另外鮮明

的一面。撒該不只是一個稅吏，很有意思，在路加描寫耶穌的整個服事生

涯開始的時候，從祂選召門徒，直到祂的服事來到高峰，準備進耶路撒冷，

這一大段敘事裡面，他用了一個稅吏（馬太）跟耶穌吃飯，來開始這個故

事。然後在準備進耶路撒冷以前，路加又用了另一個稅吏（撒該）跟耶穌

吃飯，來結束這一長段。 

雖然是稅吏開頭，稅吏結束，但是要注意的是，撒該可能跟馬太不太

一樣。路加強調他是稅吏「長」，羅馬帝國統治巴勒斯坦的時候，他們每

一年各省分都要向羅馬來繳稅，如果省分的統治者是當地人，他就要完全

負責這個徵稅的工作。如果那個省分的統治是羅馬人，羅馬人常會僱用猶

太有錢有勢的人，請他們去負責稅收的工作。往往呢，這個有錢的猶太負

責人，就會好像承包過來，然後再把它分配下去，就有不同的稅吏負責收

稅的站點。 

如果路加這樣描述的話，很顯然撒該不僅是一般的稅吏。撒該應該不

只是有錢，且是一個有勢力、有影響力的人。所以，我們傳統上對撒該那

個小不點、怪人物、受人嘲弄的那個形象不全然正確。如果撒該是一個稅

吏長，當然百姓很討厭他，但是因為他有影響力，他的存在、他的政策、

他跟你的關係會攸關你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很可能當時的百姓跟他的

關係是陽奉陰違，在他的面前可能還有基本的禮貌，儘管背地裡討厭得要

命。當然，也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們可以想像撒該這個人是很孤單的，他

不會有真心的朋友，只有利益當頭的朋友。 

從這個背景我們可以感受到撒該的困境，甚至有些學者提醒我們，撒

該哪需要去爬桑樹呢？如果他真是有頭有臉的人，大可以宴請耶穌，把人

請到家裡（事實上後面故事發展就是這樣），他可以把耶穌當成上賓請來，

在用餐交談甚歡的時候，在恰當的時機，提出心中想問耶穌的問題。當時

恐怕沒有人能阻止撒該這樣做，除非耶穌不買帳而已，但是耶穌連他所痛

斥的法利賽人他都願意赴宴，如果撒該要有一個體面的跟耶穌見面的機

會，他可以不用爬樹的。 

為什麼他爬了樹呢？我們不知道，經文沒有直接講，這裡有一點空

間。會不會其實撒該是一個極其矛盾、極其痛苦的人？他沒有直接宴請耶

穌，很可能因為他知道他不配；他這個不配，也很可能是來自群眾的壓力，



路加特地在十九章 7 節提醒我們，當時的人都認為撒該是罪人。但是至終

這個 noble man、有頭有臉的人，他當時做出了一個有點滑稽的動作，在

他的矛盾中間，想要見耶穌。礙於顏面，礙於各樣的因素，他不知道怎麼

見耶穌，但是在不知怎麼見耶穌的情況下，他又知道不可以不了了之！在

這種矛盾中，他做了一個很傻的事情。 

 

轟轟烈烈的傻事 

其實，我們的人生中，恐怕還真的需要轟轟烈烈的做一件傻事。有一

些學者說，撒該爬上了桑樹，其實這個動作，跟前面瞎子乞丐不顧顏面、

不顧別人反對的吶喊「大衛的子孫耶穌，可憐我吧！」的動作是一樣的。

撒該爬上桑樹，這個動作也蘊含著──可憐我吧。 

而我們看到耶穌，有時候我們想不透喔，上週他用非常正式且嚴肅的

態度，跟富有的官說，你變賣所有的，去賙濟窮人。顯然這個是直接了當

告訴我們要跟隨耶穌祂所提出的要求。咦？那邊廂剛剛叫人家變賣財富，

這邊廂他就跟一個有頭有臉的有錢人打交道，進他的家，「今天我就要住

在你家裡了。」會不會給人留下講祂的把柄「耶穌你這是怎麼搞的啊？」

我想耶穌完全沒有這個顧慮，他大大方方的、直接的，接納了撒該。 

富有的官，是一個在信仰、在舊約律法上來看，正正規規、正正當當

的正人君子。他的富有，恐怕每一毛錢都是他的正義、在神面前良心所掙

來的錢。而撒該這個訛詐人，恐怕連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訛詐得多嚴重的這

種人，也是大富翁，當他面對耶穌基督，他說要把財產變賣，去賙濟窮人。

是的，我把兩個圖畫這樣放在一起。瞎子乞丐，他一無所有，跟這個撒該，

他有地位、富有，但是他們都跟隨了耶穌，倒是那個富有的官，憂憂愁愁

的走了。 

我們越正大，越覺得自己憑本事走到今天，我們越不會說「可憐我

吧！」基督徒們，「可憐我吧！」不是你人生中只需要說一次的話，哪怕

我們在服事工場、在靈程路上走得如何的輝煌，求主讓我們記得，我們在

神面前的渺小。 

今天在我們中間，可能有許多親愛的長輩們，還沒有信靠耶穌，我相

信你的人生非常豐富，你人生中的履歷、經歷，可能都非常好、非常的亮

麗。這是很好的，但是也許真的在你我的生命中，需要很認真的思想，原

來，「可憐我吧！」不是懦弱的表現。 

原來，人之為人，他的本質中，就應該要有這種特質。我們是被罪，

被那不斷壯大的自己，蒙蔽了內心。人活著，不先說永恆，不先說靈魂，

就說肉身，從來沒有人是憑著自己來到世上。我們呱呱墜地，我們在肉身

上都已經體驗、展現、領受這個信息，我們人的一生，哪怕任何的角度切

入，我們都在領受。為什麼不能夠在面對永恆的事上，看到這個關鍵呢？



親愛的長輩，我巴望你能夠做這件傻事，向神呼求「可憐我吧！」不要因

為我有輝煌的履歷，不要因為覺得自給自足、堂堂正正，不要因為做個有

骨氣的人，不輕易向人低頭求討。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福音的信息裡邊，

其中的一個面向，恩典之路，你我都在恩典中領受，也在恩典中前進。願

神賜福我們，讓我們向神呼求，祂會讓我們歡喜，過讚美的人生。 

 

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我們在你面前，感謝你對我們的愛與眷顧，求你讓我們的心向你

敞開，看見你無微不至的愛、你的救贖，改變生命，轉化我們的人生。願

主賜福我們在座的每一位，特別賜福我們許多的長輩們，讓他們經歷恩

典，領受恩典。靠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林玉茵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