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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附录 7 
 

［耶稣的比喻］ 
回到屋里的污鬼和两个欠债的人 

 

太十二：43-45 中的“回到屋里的污鬼的比喻” 

和路七：40-50 中的“两个欠债的人的比喻”是关于 

在神国里向外涌流的爱的比喻。 
 
 

A. 回到屋里的污鬼 
 

阅读太十二：43-45。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根据某些人的经验来说，这个故事的元素并不反映真实的生活。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有撒但或邪灵存

在，所以他们认不出撒但或他的邪灵的所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某些（并非所有）事件是

由邪灵造成的。然而，在耶稣的时代，以及今天在许多社会里，人们都普遍相信有邪灵存在，也看到他们的破

坏行为。他们已看到耶稣如何把邪灵从人身上赶出来，或看到邪灵在今天如何被赶出来！对他们来说，这个比

喻的故事不是奇怪和迷信的，也不是受文化影响的。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太十二：22-42。 
它包括以下几方面： 
 

撒但灭亡的标记。太十二：22-37 所讨论的问题是，基督的神迹到底是表明撒但掌权（统治、主权、控制），

还是表明他被打败（灭亡）的标记或证明？故事的背景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和祂的传道工作的反对渐渐加

剧。他们批评耶稣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并且已经商议怎样可以除灭祂（太十二：2，7，10，14）。他们看到

耶稣怎样医治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太十二：22-23）。现在，法利赛人和文士公然亵渎耶稣，说祂

是靠着撒但（别西卜）的能力赶鬼的。 
 

可是，耶稣回答说，祂既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他们了。耶稣指出祂医治和赶鬼的神迹，是表明

撒但和他的邪灵被打败（灭亡）的标记（而不是撒但或他的邪灵掌权的标记）！它们是表明神的国度（王权、

权能统治）在世上真实存在的标记和证明！耶稣指出捆绑撒但，并且赶出他的魔鬼，是表明神的国在祂第一次

降临的时候临到地上的标记！ 
 

约拿的神迹。在太十二：38-42，耶稣斥责犹太宗教领袖渴求神迹。尽管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许多医治的神

迹，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却不接受这些神迹，认为它们只是地上的神迹，是靠着魔鬼的能力行出来的。他们要

求的是要看见从天上来，靠着神的大能行出来的神迹，正如以利亚使火从天上降下来那样，好叫耶稣可以证明

祂确实是弥赛亚（太十六：1）。这些以色列宗教领袖和他们的跟随者对于世人得到医治和拯救并不感兴趣，

他们只是对那些惊天动地、震撼人心的事件感兴趣。 
 

耶稣基督给他们唯一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一个预表（作为一个例证的事件），表明耶稣基

督的受死和复活。对于一个渴求震撼人心的神迹的世代，给他们唯一的神迹，就只有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一个消极的宗教的标记。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提倡的那种宗教，绝对是一个“消极的宗教”。他们并不强调旧约

律法积极的一面，而是强调所有消极的方面。他们这样教导人： 
- “不可与税吏和罪人结交”， 
- “不可在安息日掐麦穗或医治人而犯了安息日”， 
- “不可违背你向神所起的誓”等等。 

想一想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许多宗教领袖要求人“不可”这样做或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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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消极律例：不可： 
- 吃某些食物（例如：猪肉） 
- 喝酒 
- 吸烟 
- 跳舞 

宗教里的消极律例：不可： 
- 在宗教聚会期间唱歌 
- 说神藉着肉身把自己显明出来（例如：耶稣基督）（纵使祂从荆棘里火焰中把自己显明出来）（出三：1-

6） 
- 质疑某一本书是从天上来的宣称 
- 质疑某一个自称先知的人的信念，或质疑他所说的真理 
- 跟那些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交往，等等。 

 

针对男性的消极律例：不可： 
- 刮胡子 
- 在外出的时候不戴上一些遮盖头部的衣物 

 

针对女性的消极律例：不可： 
- 在敬拜的时候不戴上帽子或一些遮盖头部的衣物 
- 不戴帕子在公众场合出现 
- 在公众场合被人认出 
- 与男人谈论神 
- 与男人交谈 

 

犹太宗教老师有一份列出了三百六十五条禁令的清单（除了一份列出了二百四十八条命令的清单之外），所有

的跟随者都必须遵守！因此，在他们的宗教里有三百六十五项“不可做的事情”！ 
 

耶稣基督就是在犹太人这种消极的宗教的背景之下讲述“回到屋里的污鬼的比喻”。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十二：43-45 上。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在太十二：45 下。 
耶稣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祂所说有关干净但空置的房子的教训适用于这个邪恶的世代，即以色列

国（也适用于今天由人创立的宗教），他们不承认或不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笔记。 
 

一个人。耶稣没有给这个比喻中的任何细节赋予任何特定的意义。有一个人起初被鬼附，后来污鬼离了他，最

后他又被八个邪灵附身；耶稣只是把这个人的景况和这个世代（这一代信奉宗教的人）的景况作比较（太十

二：45）。整个比喻的意义必须根据这句话来解释。 
 

邪灵。耶稣不是要教授一个魔鬼学的课程。祂不是要我们花时间去思想邪灵的事，而是要我们思想“这邪恶的

世代”（太十二：39，45），这个世代就像一个被八只污鬼附身的人那样。因此，“邪灵”没有别的含意，在

这个比喻中也不是相关的细节。 
 

无水之地。就如良善的天使让人联想到秩序、美丽和丰盛的生命，照样，邪恶的天使或邪灵让人联想到混乱、

荒凉和死亡。这些无水之地或旷野并没有任何相关的意义，只是用来加强故事性而已。 
 

一个人被一个邪灵附身，然后邪灵离了他，最后他又被八个邪灵附身。这是一个重要和相关的细节，因为它描

述这个邪恶的世代的景况！这个比喻的意义只可以根据上下文推断出来。 
 

施洗约翰和耶稣早期在以色列的传道工作，就好像拯救人脱离邪灵。约翰向人传道，指出人必须悔改，并且要

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有许多跟随者（太三：5）。耶稣基督也呼吁人悔改，因为祂说神的国近了

（太四：17）。祂也有许多跟随者（太四：23-25）。以色列因着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传道工作而出现的情况，

就如邪灵从人身上被赶了出来那样──“人”代表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民。 
 

可是，以色列的情况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影响之下迅速改变了。越来越多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跟随者反对耶稣基

督。宗教领袖公开地批评、指控和辱骂耶稣基督（太十二：2，7，10，14，24）。他们甚至商议要除灭祂。最

后，他们和他们的跟随者都呼喊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太二十六：59；二十七：1，20，



 
© 2016 “空中门训” 门徒训练手册 10         附录 7：回到屋里的污鬼和两个欠债的人 3 

41）。如今在以色列出现的情况，就如换来八个邪灵代替那一个邪灵附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仍是代表以

色列国，耶稣称之为“这邪恶的世代”！以色列民反对和拒绝耶稣基督，他们的景况只会变得更糟！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太十二：43-45 中的回到屋里的污鬼的比喻教导我们有关“在神国里向外涌流的爱”。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神国的特征是一个积极的宗教，而不是一个消极的宗教。它的特征是积极地向外

涌流（能看见）的爱，而不是消极地向内增长的宗教（带着一系列消极的律法和规条）。”它的特征是耶稣基

督向那些需要得医治、得释放和得拯救的人那份向外涌流（能看见）的爱（太十二：9-14），而不是犹太教中

那种律法主义式的消极心态（太十二：2）、定罪的氛围（太十二：7）、消极的批评（太十二：24），以及盲

目追求外在的神迹（太十二：39）。 
 

向外涌流（能看见）的爱，是神国的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向外涌流（能看见）的爱，是坚持献身去做正确和

良善的事，而不是持续地害怕会做了什么错事和坏事！真正属于神国的人就像一所有人居住的房子，里面充满

积极的活动，而不是一所空闲、打扫干净的房子（太十二：44）。住在里面的人藉着神的恩典并因着信而得医

治、得释放和得拯救，他们以积极的爱、公义和圣洁，而不是以消极、不造成伤害的心态，来向神表达他们的

感恩之情！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阅读太十五：13；二十一：19；二十五：18，26-28；二十五：41-46。 
探索和讨论。这些经文的教导与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笔记。耶稣并不只是满足于一所打扫干净却空闲的房子，这样的房子代表一个消极、被动和不造成伤害的宗教

（一个以一大堆律法或规条来维持的宗教）。 
 

神也不只是满足于一个只靠人手来栽种和培养（教导和训练）的人（太十五：13）。耶稣的举动表明，一棵只

有许多叶子却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会面对被咒诅的危险（太二十一：19）。耶稣指出一个人若把神所赐的

才干和责任埋藏起来，会面对被弃绝的危险（太二十五：18，26-28）。一个人自以为是基督徒，却不关心其

他需要帮助的基督徒，会面对无法承受神国的危险（太二十五：41-46）。 
 

所有这些经文都教导我们，耶稣谴责一个消极被动、由人所制定一系列“禁止的事”的律法或规条所控制的宗

教。相反，祂鼓励人用爱心去积极地服事。像法利赛人那样的人只会强调：“不可做这样的事，也不可做那样

的事！”可是，耶稣却强调：“要做这样的事，也要做那样的事！（你就必活着）”消极的宗教试图藉着人对

违犯传统的律法和规条的恐惧来辖制人。然而，耶稣基督使人得自由，使人可以去爱神、爱邻舍和爱自己。 
 
 

6. 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或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知道什么或相信什么，祂教导我们要成为怎样

的人，或要做什么？ 
笔记。 
 

(1)   向外涌流（能看见）的爱是坚持献身去做正确的事， 
而不是持续地害怕会做错事。 

这是神国的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在施洗约翰事奉的时候，以色列民的景况就好像人得释放脱离了污鬼那样。

人悔改了，并且一直期待弥赛亚来临，实际上却没有接受弥赛亚。这样是不足够的！以色列民的心灵是空虚

的，就像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的房子。然而，这样的景况总不能、也总不会满足人内心深处的需要，以及

神的要求。 
 

(2)   不造成伤害并不等于圣洁！ 
律法主义式的被动心态跟向外涌流（能看见）的爱也不相同！ 

人们往往展开新的一页，尝试改善自己的生命或清理自己乱七八糟的生命。然而，耶稣基督所提供的远远不止

一所空闲而打扫干净的房子！人们经常培养自己的个性和品格，参加各样的研讨会、课程或训练大会，为要培

养自己的个性和技能，并且做各种各样的善事，为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然而，耶稣教导我们，一个人若要真正的改变内在的品格和外在的行为，就必须由神来栽种（太十五：13），

并且由神来更生和改变（约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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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对外在的礼仪、良好的行为、宗教仪式和必要的宗教行为留下深刻的印象。耶稣把这比作一所空闲而

打扫干净的房子！然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真正的基督徒不应只是拥有整齐干净的心和生命。他们必须拥有

洁净的心（藉着耶稣的血），他们的心也要被充满（藉着圣灵）！ 
 

(3)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比喻指出虚有其表而没有实质的内在生命的危险。 
有些人看来像一棵长了许多叶子的树，却没有结出果子，也有些人把他们所拥有的才干埋藏起来，这些人好比

一所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的房子。他们的外在行为似乎表明他们有所改变，但耶稣察看人的内心是否被圣

灵充满，并且充满向外涌流的爱（罗五：5）。 
 

(4)   神国的特征是耶稣基督的积极宗教， 
而不是犹太宗教领袖和教师的消极宗教。 

法利赛人这样教训人：“不要这样行！”耶稣这样教训人：“要这样行！”祂教训人说：“要爱神！”，又说

“要爱你的邻舍！”耶稣热情而亲切的态度与法利赛人冷漠、拘泥律法的态度互相抵触。祂广阔的心胸与他们

狭隘的宗族心态互相抵触。祂向外涌流的爱与他们的自私自利也互相抵触。祂强调律法的深层意义，这与他们

坚持遵守律法的字句互相抵触（太五：17-48）。心胸宽广的耶稣基督与狭隘固执的法利赛人无法同居！因

此，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 
 
 

B. 两个欠债的人 
 

阅读路七：40-50。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这个故事讲述两个人欠了一个债主的债，这样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五十两银子（五百个得拿利）

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大约两年的工资，五两银子（五十个得拿利）则相当于一个工人大约两个月的工资。这

两笔钱的数目都相当大。他们两人都无力偿还。债主没有把他们关进监里，反而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耶稣以一个问题来结束这个比喻，好让祂的听众思考一下其主要信息。耶稣说：“这两个人那一个更爱他

呢？”西门的回答是正确的，他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接着，耶稣指出实际的应用，将那个用膏抹祂的脚的女人与那个邀请祂来吃饭的法利赛人作对比，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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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路七：36-39。 
 

法利赛人。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他邀请耶稣的原因并没有说明。他可能听说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

知，所以出于好奇而邀请祂（路七：16）。也有可能他想找机会得把柄去告耶稣（路六：7）。他邀请耶稣并

不是出于爱，甚至不是出于对耶稣的重视，这一点从他如何对待耶稣就可以看出来了（路七：44-46）。然

而，耶稣接受了他的邀请。耶稣不但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路五：29-30），也与法利赛人一同吃饭（路

七：36；十一：37；十四：1）。 
 

一个女人。在以色列，有不速之客自行进到设宴的家并不是罕见的事。他们通常会坐在墙边，观察周围所发生

的一切事情，甚至跟一些受邀请的客人交谈。 
 

有一个臭名昭彰的女人也进到他们吃饭的房子里，并且站在耶稣脚前。将这个女人说成是妓女可能有失公平，

因为一个女人不必是一个妓女也可以是一个罪人。此外，从当前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已经不再过着从前

的生活了。在那天之前，她必定听过耶稣传福音，并且相信了福音，因为她所有的行为都表明她对耶稣的感恩

之情。她心里越来越感受到神的赦免！因此，她带着一份珍贵的礼物来献给祂，感谢祂改变了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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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表达感恩的行动。她为自己过去的罪恶生活确实深感懊悔，因此她嚎啕痛哭起来，她的眼泪流到耶稣

的脚上。她用自己的头发把祂的脚擦干，又用嘴连连亲祂的脚，并且把香膏抹在祂的脚上。法利赛人西门觉得

这一切行动都是可厌的，就心里说，耶稣不可能是一个先知，因为祂应该知道这是一个臭名昭彰的女人，也不

会容让她摸祂。于是耶稣设这个比喻，对这个法利赛人的态度和想法作出回应。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路七：41-42。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路七：43-50。 
耶稣在屋内的众人面前，指出祂从主家法利赛人那里所受到的低劣待遇。主家并没有按照东方人款待客人的习

俗来接待耶稣。耶稣走过了尘土飞扬的路来到之后，他没有给祂水洗脚（创十八：4；士十九：21）。他没有

与祂亲嘴来迎接祂，亲嘴乃是一种表达爱意的方式（创二十九：13；四十五：15；罗十六：16；彼前五：

14）。他没有用油抹客人的头，甚至连廉价的橄榄油也没有用，油乃是喜乐的象征（诗二十三：5；四十五：

7；一四一：5）。简而言之，法利赛人对待耶稣的态度是冷漠、傲慢和无礼的。 
 

耶稣又说祂从那个女人那里所受到的对待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用水洗祂的脚，而是用自己的眼泪来洗祂的

脚。这是她悔改和归信的标志。她不是用嘴亲祂的脸，而是用嘴连连亲祂的脚。她用嘴亲祂的脚象征谦卑和感

恩。她不是用廉价的橄榄油来抹祂的头，而是把珍贵而芬芳的香膏来浇在祂的脚上！ 
 

接着，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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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所作的这个应用

含有以下的意思：这个法利赛人不相信福音。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因此，他觉得没有必要蒙赦免；因此他

也没有表现出感恩之情！他对耶稣没有爱，这表明他的不信。 
 

相反，这个女人相信福音（路七：50）。她从前被自己的罪重压，现在这些罪都得蒙赦免了！她相信耶稣所传

讲的信息，这让她意识到自己的罪完全得蒙赦免了。她藉着她向耶稣所表达的爱，来表明她确信自己的罪已经

得蒙赦免了。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路七：48-50），藉此印证

她在原则上早已知道并在心里经历到的事情。罗五：1 说：“凡因信称义的，就藉着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这个女人有信心，因此她已经与神相和了，并向耶稣基督表明她的爱！比较一下这情况和赛五十七：20-21，
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教导。耶稣没有给这个故事中的任何细节赋予特别的意义。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路七：40-50 中的两个欠债人的比喻教导我们有关“在神国里向外涌流的爱”。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向外涌流的爱源于意识到自己得蒙赦免，而意识到自己得蒙赦免源于相信福音。

一个人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向耶稣表明向外涌流的爱，是神国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无论犯了多少罪，他们的罪都已经得

蒙赦免了，他们向耶稣基督表明向外涌流的爱，藉此向神表达他们的感恩之情！ 
  

耶稣将法利赛人意识不到赦免和那个女人意识到赦免作对比。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是义的，感到自己根本不需要

任何赦免。因为他没有得到赦免，所以他没有一点爱。因为他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所以他也不爱耶稣基

督。 
 

相反，那个女人深深意识到自己的罪（罪性），同时也深深意识到自己完全得蒙赦免了。因为她许多的罪都得

蒙耶稣基督赦免了，所以她也深爱耶稣基督。 
 

这个比喻将一个少得赦免的男人与一个许多的罪都得到赦免的女人作对比。在基督徒当中并没有少得赦免和多

得赦免的比较。当神完全赦免一个人的时候，祂就宣告这个人在祂眼中是百分之百的义人（得蒙赦免），并且

在他一生中都继续把他当作百分之百的义人（得蒙赦免）来看待和对待（参看罗四：4-8）！所有已经为罪悔

改和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都完全得蒙赦免了（来八：12）！ 
 

当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渐渐成长，他们便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罪性，他们意识到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事，他们
也意识到祂已经赦免他们何等多的罪。因此，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爱也渐渐增多了。年长的基督徒往往比年轻

的基督徒更意识到自己的罪性。一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罪性，就越需要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得蒙赦免了。此

外，他越是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得蒙赦免，就越发向耶稣基督表明向外涌流的爱，藉此向耶稣基督表达他的感

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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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阅读。路五：17-26。 
探索和讨论。这段经文的教导与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笔记。在路五：17-26，耶稣治好了一个瘫子，这个瘫子是由他的四个朋友抬到耶稣面前的。耶稣意识到这个

瘫子的真正问题在于他在神面前的罪。耶稣能够看透这个瘫子的内心，看到他深知自己的罪，也看到他感到罪

疚，并且为自己的罪感到羞愧。耶稣也能够看透他那四个朋友的内心，看到他们对祂的信心，也看到他们相信

祂能够做的事情。耶稣看见瘫子的信心，又看见他四个朋友的信心，心里感动，便说：“朋友，你的罪赦了”

（路五：20）。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恼怒，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亵渎神。他们指控耶稣正在做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是

赦罪。他们心里议论说，一个人用言语说：“你的罪赦了”比起用行动帮助那个瘫子更容易。耶稣知道他们的

想法，祂立即把瘫子完全治好了，藉此证明祂对自己的宣称：祂是神1，祂成为人的样式2，而且祂也有赦罪的

权柄！耶稣基督赦免人的罪，是以祂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赎罪祭为基础的。因为祂献上了赎罪祭，所以祂有权

柄免去一个人的罪，并且宣告罪得赦免！ 
 

法利赛人专注于一个消极的宗教，当中有许多禁令，例如“在安息日不可为人治病”，耶稣却专注于积极的行

动，向这个世界上贫困的人显明祂的爱。 
 

                                                           
1 神的儿子 
2 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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