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三十九課 : 視而不見 

 路加福音 十八:31 – 十九:10 

 

十八章  

v.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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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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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3 並要鞭打他，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 

v.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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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 

v.35 耶穌將近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

討飯。 

v.36 聽見許多人經過，就問是甚麼事。 

v.37 他們告訴他，是拿撒勒人耶穌經過。 



v.38 他就呼叫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

吧！」 

v.39 在前頭走的人就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

發喊叫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吧！」 

v.40 耶穌站住，吩咐把他領過來，到了跟前，就問

他說： 

v.41 「你要我為你做甚麼？」他說：「主啊，我要

能看見。」 

v.42 耶穌說：「你可以看見！你的信救了你了。」 

v.43 瞎子立刻看見了，就跟隨耶穌，一路歸榮耀與

上帝。眾人看見這事，也讚美上帝。 

 

十九章 

 

v.1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 

v.2 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是個財主。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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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

必從那裏經過。 

v.5 耶穌到了那裏，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

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 

v.6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 

v.7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到罪人家裏

去住宿。」 

v.8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

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v.9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

伯拉罕的子孫。 

v.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引 言 

 



 
 

         從這幅圖畫中，你看到什麼？ 有人會看到一個年青

貌美的少女，亦有人看到是一個醜陋的巫婆。同是一幅圖

畫，何竟有如此不同的看法？ 誰是誰非 ？那就要看看你

是從哪個角度看這幅圖畫了！ 有些人只喜歡漂亮的東

西， 他只會揀擇哪些漂亮的東西來看。有些人很怕看見

醜陋的東西，但偏偏醜陋的影像卻常常出現在眼前。西方

人說: Seeing is believing，但我以為Believing is seeing更為準

確。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我們眼看到的，其實不一定是

真的，我們的背景、性格、際遇、文化足以影響我們對事

物的看法。瞎子摸象正是這個意思，你摸到大象的鼻，便

以為大象就好像一條大水喉一樣；你摸著大象的肚子，便

以為大象好像一塊牆壁；你摸著象的耳朵，便以為大象好



像一塊大荷葉。 這都是片面的看法，以偏概全，不是真

的。 心理學家形容這是人的 perception，不一定是真象。  

 

 

 請你看看以下一張圖，你能否看出圈內的數目是什麼？ 

 

 

 
 

 

 

    假如你像我一樣，是色盲的，你就完全看不出圈內有

任何數目字。同樣地，就是真理呈在我們眼前，倘若我

們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也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可惜，今天有不少人，甚至包括信徒在內，也是患上了

屬靈色盲症，對真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路加福音18章31節至十九章十節，記載了三件事，表

面看來全無關係，雜亂無章。但深看一層，卻是非常精彩

的。 



 

 

●  第一件事 就是耶穌要上耶路撒冷去。 他預言

自己要被交在外邦人手中，被戲

弄、凌辱和鞭打 ，並且釘在十字架

上，但三日後會復活。但是門徒並

不明白祂的意思，也不看見這真

理，因為真理的意思是隱藏的。 

 

●  第二件事 耶穌來到耶利哥，見到一個瞎子，

他大聲呼求耶穌。耶穌問他說：

「你要我為你作什麼 ？」他說：

「我要能看見。」耶穌就說：「你

可以看見！你的信救了你！」 

 

●  第三件事 是有關撒該來見耶穌，因身材矮

小，人又擠迫，看不見耶穌，他就

爬上桑樹去見耶穌。耶穌對他說：

救恩必臨到這家。 

 

 

這三件事都有一個同一的主題：就是看不見和信得

過。 

 



門徒 看不到 耶穌所講的真理，因為真理是隱

藏的。 

瞎子 看不到 因為他是盲的。 

撒該 看不見 因為他身材矮小。 

 

但因著信，他們就看見了！ 所以，不是看見了才

信，而是信了才看見。 

 

我們就詳細看看這三段經文。 

 

 

（一）門徒看不見   (v.31-34)        

 

v.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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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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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3 並要鞭打他，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 



v.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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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 

 

   

 

1） 這些門徒聽不懂耶穌的話，因為真理是隱藏

的，所以他們不明白 。 

 

這事發生於耶利哥，從耶利哥可以遠眺錫安

山上的耶路撒冷，非常壯麗，於是耶穌對門

徒說：「看哪，是耶路撒冷城。我們要上耶路

撒冷去」，不是去觀光，也不是去革命，而是

去死！ 但第三日要復活。 

 

耶穌對門徒講了三樣東西: 

 

● 去耶路撒冷是要受害被殺，祂特別要強

調：是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受到極侮

辱之能事，被戲弄、凌辱、 鞭打和被

殺。 

 

● 這一切的事早在舊約聖經已預言了。先

知是泛指舊約聖經。 這些事都要成就在

耶穌身上。 



 

● 祂被殺後，三天要復活過來。 

 

門徒完全看不到，也不明白、不了解。 

 

2） 我們不禁會問到：舊約聖經既然講得這麼清

楚，為什麼這些門徒總是看不到，也不明白

耶穌所講的是什麼呢？ 

 

● 首先，正如我先前所說，你所看到的，

往往是受到你的背景和信念影響著。猶

太人自從被巴比倫打敗後，一直是亡國

奴，先是巴比倫，後是波斯，跟著是希

臘，現在是羅馬帝國。他們沒有國家、

沒有主權、只是亡國奴。他們何等渴望

能夠脫離外邦人的統治，重建他們的家

園。他們相信神應許一位彌賽亞，是大

衛的後裔，是一個拯救者，把他們從羅

馬人的手中釋放出來，就好像摩西帶領

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樣。 

 

● 雖然舊約聖經提到這位彌賽亞，也是一

個受苦的僕人。一如以賽亞書53章所形

容：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



經憂患 ……被鞭傷， 被欺壓，遭剪除，被

釘死。 

 

但門徒仍然不能明白，也不相信。何

解？因為舊約聖經所提到的彌賽亞，是

帶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除了拯

救以色列人外，他還要審判以色列人的

敵人，以賽亞書61章2節稱之為報仇的日

子。他們只是看到這方面，沒有想到彌

賽亞竟會如此軟弱無能，受外邦人如此

的欺負。 

 

● 門徒不明白舊約聖經先知的看法是一種te

lescopic的看法。原來耶穌來是分兩次

的， 

 

第一次 祂是來拯救我們，為我們釘死

在十架上，重點在於拯救和醫

治。主耶穌會再來， 

第二次 來的時候祂要審判這個世界，

也即是舊約聖經所說的報仇的

日子。 

 



門徒把這兩個觀念混為一談，所以他們

不明白，也不能接受。在路加福音第四

章18-19耶穌引用以賽亞書61章一至二節

時，祂故意漏去報仇的日子這一句。 

 

 

 

 

(二) 瞎子看不見    v.35-43 

 

v.35 耶穌將近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

討飯。 

v.36 聽見許多人經過，就問是甚麼事。 

v.37 他們告訴他，是拿撒勒人耶穌經過。 

v.38 他就呼叫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

吧！」 

v.39 在前頭走的人就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

發喊叫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吧！」 

v.40 耶穌站住，吩咐把他領過來，到了跟前，就問

他說： 



v.41 「你要我為你做甚麼？」他說：「主啊，我要

能看見。」 

v.42 耶穌說：「你可以看見！你的信救了你了。」 

v.43 瞎子立刻看見了，就跟隨耶穌，一路歸榮耀與

上帝。眾人看見這事，也讚美上帝。 

 

 

 

1) 如果我們細心看看路加福音，我們不難發覺

「看見」是具有重要的意義。事實上「看見」

和「瞎子」是舊約以賽亞書的重要主題。以賽

亞書40:5說：「凡有血氣的，都要看見神的救

恩」，耶穌的使命，就是：瞎眼的得以看見(6

1:1)。換言之，彌賽亞來的一個象徵 就是：瞎

子能看見。 

 

2) 究竟這瞎子何以能看見呢？ 

 

一言蔽之：耶穌說：「你可以看見，你的信救

了你。」 

 

這個瞎子不是因為看見而相信，相反的，是因

為相信而能看見。 



 

他信的是什麼呢？ 

他相信耶穌就是舊約所預言的那位彌賽亞。  

 

我們看看那些群眾對耶穌的認識，當那瞎子討

飯時，聽到許多人經過，就問他們說是什麼

事，眾人回答他：「是拿撒勒人耶穌經過」。 

對他們說，耶穌只不過是一個從拿撒勒鄉下來

的一個人，完全不認識交禱祂就是彌賽亞。但

這個瞎子就不同了。他雖然是瞎眼，但心眼卻

時非常明亮的，他稱耶穌為「大衛的子孫。」

這就是在末世要來的那位彌賽亞之稱號，還

有，他稱耶穌為主，希臘文kurios是指萬有的

主宰。由此可見，他是相信耶穌就是那位舊約

所預言的彌賽亞。 

 

3) 
路加又告訴我們，當他大聲喊叫：「大衛的子

孫呀，可憐我吧」！在前走著的人就責備他，

不許他作聲。這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這是逾越

節，不少猶太人從不同的地方來到耶路撒冷朝

聖，他們一群一群的人走上耶路撒冷來，通常

是有一位拉比同行，一路行拉比就一路教導神

的話語，就好像一個導遊，邊行邊講解，跟隨 

的人留心聽他講解。所以在前頭走著的人，就



是那些留心聽耶穌講解的人，他們以為這個瞎

子阻礙他們聽道，就責備他。誰料這個瞎子不

但沒有收聲，反而更大聲的喊叫說：「大衛的

子孫，可憐我吧！」 

 

在希臘原文，第一個「呼叫」這個字(v.38 )與39 

節的「喊叫」一字不同，39節一字是喊破喉

嚨，大聲呼叫，好像喊救命一樣，這人是何等

渴望得著耶穌的醫治。當耶穌問他：你想我替

你作什麼？他毫不猶豫的說：「我想看見」。

耶穌又對他說：「你可以看見，因為你的信救

了你」。因為這個人的相信，就得以看見。這

正是彌賽亞降臨的徵象，所以眾人都歸榮耀與

神。 

 

 

(三)  矮仔看不見     (19:1 - 10) 

 

v.1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 

v.2 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是個財主。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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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

必從那裏經過。 

v.5 耶穌到了那裏，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

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 

v.6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 

v.7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到罪人家裏

去住宿。」 

v.8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

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v.9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

伯拉罕的子孫。 

v.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1) 撒該是耶利哥的稅利長，富甲一方。因為耶利

哥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城市，一個交通樞紐，若



要渡過約旦河往東岸去，就必經耶利哥。所以

耶利哥商業繁盛，稅收眾多，作為耶利哥的一

個稅吏長，真是盆滿缽滿，是一個財主。 羅馬

人非常聰明，他們不會直接向猶太人抽稅，而

是把抽稅權拍賣，價高者得。一旦取得收稅

權，便稱為稅吏長，羅馬政府給予他們權力，

收取人民稅收，只要把一定的數目交給羅馬政

府，其餘的便歸自己所有。 所以，這些稅吏便

成為猶太人的敵人，視他們為羅馬走狗，也是

出賣民族的猶奸。由此可知，撒該獨自兒走到

人群中，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但他為了見耶

穌，就不惜冒險跑到人堆當中。 

 

2) 但他身材矮小，看不到耶穌，於是他就爬上桑

樹。耶穌看到他，就對他說：「今日我必住在你

家裏。」  

 

「今天」是指彌賽亞來臨的一天，含有末世的

意識。v. 9「今天」這個字又再出現， 「救恩臨

到你的家」。撒該就改變了，他把一部分給窮

人， 若訛詐了誰，就賠償四倍，遠超法律所要

求。  

 



3) 何解？耶穌說：「因為他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當然這不是從肉身來說，因為撒該一向都是亞

伯拉罕的子孫，怎麼到現在才是呢？  這是指亞

伯拉罕為信心之父，撒該也因著信而有所改

變。他的眼睛明亮了，能真正目睹這位彌賽

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