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57課： 信與接待    

(路加福音九:46-56) 

 

46 門徒互相議論，他們中間誰最大。 

47 耶穌看出他們心中的議論，就領一個小孩子來，

叫 

他站在自己旁邊， 

48 對他們說：「凡為我的名接納這小孩子的，就是

接 

納我；凡接納我的，就是接納那差我來的。你們

中 

間最小的，他就是最大的。」 

49 約翰回應說：「老師，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

趕 



鬼，我們就阻止他，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 

你。」 

50 耶穌對他說：「不要阻止他，因為不抵擋你們

的， 

就是幫助你們的。」 

51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祂決定面向耶路撒冷

走去。 

52 祂打發使者在祂前頭走；他們進了撒瑪利亞的一

個村莊，要為祂作準備。 

53 那裏的人不接待祂，因為祂面向著耶路撒冷去。 

54 祂的門徒雅各和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祢

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嗎？」 

55 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 



56 於是他們就往別的村莊去了。 

 

 

無可否認， 在我們今日社會中， 實在太多分化， 太多扣 

帽子， 太多爭端， 一點也不和諧， 我們的著眼點並非視大家如

坐同一條船， 同一際遇， 當守望相助， 同舟共濟。不是， 而是

著眼於大家之相異。 如果你與我不同， 就不是我的一派，我們

就沒有往來， 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 

 

耶穌講過一句非常有趣的話：「祂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 

己的人倒不接待祂。 凡接待祂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𧶽 

他們權柄， 作神的兒女。」 

 

約翰把「信」與「接待」連在一起， 是非常有道理的。 

信就是接待， 不信就是不接待。 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中心是

「信」， 祂稱這個世代是一個不信與悖謬的世代， 是因為世人

不接待祂，拒絕祂， 甚至釘祂在十字架上。 耶穌對那位患有癲

癎症的小朋友之父親說：「你信我嗎？」那父親說：「我信， 

但信不足， 請幫助我吧！」所以我們看到路加九：37-45的主題



是「信」， 但到了v.46-56, 路加的著眼點却是「接待」這主

題： 

 

● v.46-48 凡接待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

我 

的， 就是接待天父。 

● v.49-50 接待那些不是與我們圈內人的人， 因為

凡不敵擋你們的， 就是幫助你們。 

● v.50-56 接待那些不接待你們的人。 

 

所以， 我們清楚看到路加的主題：信與接待。 今日的問題

在乎人彼此不信任， 以致不接待。 一個被人拒絕的人是非

常痛苦的，想想， 你來到一個社區， 沒有人睬你， 接待

你， 你不會視自己為社區的一份子， 一個人來到教會， 沒

有人理會他， 他再來的機會幾乎是零。 

 

接待一字， 希臘文是 dexotai, 包括歡迎， 迎接， 忍受 (to  

bear with)。 如果你肯接待一個人， 你不會覺得是麻煩， 也不

會黑口黑面相對， 你會高高興興的迎接。 所以這不單是頭腦的

認知， 不只是理性的認知， 而是有所行動。 什麼叫做接待耶穌

呢？ 就讓我們看看這段經文。 



 

（一）接待小子： (v.46-48) 

 

46 門徒互相議論，他們中間誰最大。 

47 耶穌看出他們心中的議論，就領一個小孩子來，叫他

站在自己旁邊， 

48 對他們說：「凡為我的名接納這小孩子的，就是接納

我；凡接納我的，就是接納那差我來的。你們中間最

小的，他就是最大的。」 

 

1.   首先，我們看看這經文的背景。前一段有兩個非

常突出的觀念： 

 

● 那個患羊癎症的小孩子請求門徒去醫他， 但

他們却不能。 耶穌就感慨說：「這是個不信

和悖謬的世代。」當然， 耶穌是指世人都是

不信的，但明顯的， 他也是指那些門徒， 信

心不足的門徒！ 

 

● 耶穌醫好這小孩子後， 就預言自己要受苦受 

害。這一回耶穌正慨嘆他們不信， 預言自己



要受害， 話還未說完， 這班門徒竟然彼此爭

論， 大家所關心的是： 是誰為大？ 為什麼他

們竟會如此瞎盲， 一點也不能了解耶穌的意

思呢？ 

 

         我們要留意一個字， 中文譯作「議論」， 希

臘文是 dialogismos， 這個字本來的意思是「思

念」，所以天主教思高譯本就這樣翻譯：「他們心

中起了一個思想」。 為什麼和合本竟會譯作「議論

呢？」是因為「互相」一字， 如果只是「思念」

「思想」， 就只有各有各思， 各有各想， 不會互

相思念的。 所以和 

合本把它譯作互相議論， 但其實這個字本來的意思

只是「想」。 

 

          為什麼路加要用這個字， 而不是用「爭論」

個字呢？我們先前講過， 有2個不同的世界： 神的 

世界和人的世界。 那些門徒一直想的都是著眼在人

的世界， 也是從人的世界去看萬事萬物。 而耶穌

是彌賽亞， 祂要來建立天國。 從人的世界看， 彌

賽亞是一個政治性人物， 天國是世界的王國， 既

是王國，自然就有王權與官權， 耶穌既要成立王

國， 就會論功行賞， 有大有小， 有高有低， 這是

世界中常見的事， 也是這世界的 logic， 但如果我

們用這套價值觀去看天國， 就大錯特錯了。 人的

世界是講權； 所以門徒所關心的就是： 是誰為



大？ 

 

2.           所以， v.47說：「耶穌看出他們心中的議

論」， 這正好說明這是他們的思念， 他們的價值

觀出了亂子， 而不只是議論這麼簡單。 

 

          為了教導他們的錯謬， 耶穌就領了一個小孩

子來（或許這個小孩子就是剛醫好的那患上羊癎症

的小孩）， 希臘文 paidion 是指一個七歲以下的兒

童， 所以馬可福音形容「抱起」這小孩（九：36於

是耶穌領一個小孩過來，讓他站在門徒當中，又抱起他

來，對他們說）， 在古代文化中，「小孩子」不是

象徵純潔可愛，而是代表無助， 軟弱， 卑微， 無

知。 耶穌說： 

 

      「凡為我的名接納這小孩子的，就是接納我； 

          凡接納我的，就是接納那差我來的。 

          你們中間最小的，他就是最大的。」 

 

         這裏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 在門徒心中， 耶穌是彌賽亞， 一個滿有能

力， 戰無不勝的彌賽亞， 夠勁！ 夠威！ 夠

大！ 我們要作這一個強人的左右手。 

 

耶穌用一 個小孩的例子來對他們說：「你們

錯了， 天國的價值， 天國的思想與你們所想

的完全不同。 」當耶穌受害， 表面看來， 祂

是無助， 輭弱，因為祂被打不還手， 被駡不

還口， 但其實這才是神的大能， 跟隨耶穌的

人也當持不同的價值觀， 在某程度上， 這小

孩的輭弱正好象徵了十字架的大能，凡接待那

小孩的，就是接待耶穌了！ 

 

● 耶穌又說：「你們中間最小的， 他就是最大 

的。」 耶穌盼門徒要學像「小孩子」一樣， 

甘願降卑， 背上十字架， 學效主耶穌的樣

式， 生命才有逆轉！ 在天國裏的價值完全不

同這個世界， 在天國至大的， 其實是至小， 



為大的反而是僕人。 真正的權柄不是機關

槍， 而是大毛巾， 為人服侍的大毛巾！    

 

 

（二）接納圈外人： (v.49-50) 

 

 

49 約翰回應說：「老師，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

鬼，我們就阻止他，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

你。」 

50 耶穌對他說：「不要阻止他，因為不抵擋你們的，

就是幫助你們的。」 

 

 

1.           約翰代表門徒報告耶穌一事： 他們看見一個

人奉耶穌的名趕鬼， 他們就阻止他。 為什麼？ 是

因為他們是圈外人， 不是與他們在一起的。 留意

路加的用字， meth hemon 是指我們中間的一份

子， 他們都是圈外人。 這是一個人的世界之典型 l



ogic，我們是帶著一種「你與我不同」的眼光看他

人，也即是我們所謂的扣帽子， 骨子裏， 這是權

的問題，我們是跟隨你的， 是特權份子， 怎能容

忍那些不是與我們在一起的圈外人。 事實上， 他

們是趕鬼， 而這些門徒在此事上未能趕出這小孩的

污鬼， 更形成他們這種心態！  

 

2.       我們留意耶穌如何回答他們： 

 

         「不要阻止他，因為不敵擋你們的， 

             就是幫助你們的。」 

 

      我們要留意整段經文， 問題不是耶穌的肉身， 

而是耶穌的名。 

 

           v.48「凡為我的名， 接納這小孩子的。」 

           v.49「我們看見一個人奉祢的名趕鬼。」 

 

      焦點不是 physically 與主在一起， 而是「奉主

的名」。 這人是奉主的名趕鬼， 不是他們的權

柄， 是主的權柄， 但門徒却非這樣， 他們自我中

心， 排拒不是我們其中一份子， 就不是接待了， 

這正是我們今天的問題！ 

 



 

（三）接納不接納你的人： (v.51-56) 

 

51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祂決定面向耶路撒冷

去。 

52 祂打發使者在祂前頭走；他們進了撒瑪利亞的一個

村莊，要為祂作準備。 

53 那裏的人不接待祂，因為祂面向著耶路撒冷去。 

54 祂的門徒雅各和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祢要

我 

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嗎？」 

55 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 

56 於是他們就往別的村莊去了。 

 

 

1.       這是一段非常奇怪的經文， 何解？ 

 



●  九：51 - 十九：44是位在路加福音的中央部 

份。 這一大段都是講述耶穌由加利利往耶路

撒冷的旅程， 而這一段是起首的一段。 

 

●  這一段聖經一開始， 路加就明明的告訴我

們：「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 祂決定面

向耶路撒冷去。」「日子」一字是眾數的， 

表示不是一 日， 一刻， 而是一段時期。 所以

「接上升」， 不只是指耶穌的受死， 或復

活， 升天， 而是指祂整個救贖工作，「將

到」是將要成全的意思，這就是耶穌的使命， 

祂就面向耶路撒冷進發了！ 

 

2.      耶穌打發門徒為祂開路， 先到撒馬利亞的一條

村莊。 撒馬利亞人與猶太人有著一段恩怨的歷史。 

當北國亡， 以色列人被擄至亞述時， 撒馬利亞人

仍留在巴勒斯坦， 不少隨從了外邦的風俗， 那時

猶太人與撒馬利亞人仍有來往， 但到了南國亡， 

以斯拉與尼希米回國， 猶太人回歸， 漸漸與撒馬

利亞人成了敵對的關係， 據約瑟夫所說， 撒馬利

亞人對住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 存有敵意， 所以

路加在此說：「那裏的人不接待祂， 因祂面向耶路

撒冷。」 但路加的意思， 並不是因為耶穌要往耶

路撒冷朝聖而被拒， 而是他們不明白，也不接納耶

穌往耶路撤冷的使命和受苦，所以不接待 



祂！ 

 

3.     v.54(祂的門徒雅各和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祢要

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嗎？」) 告訴我們， 

雅各和約翰見到此情此景就火爆，「主啊！你要吩

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 像以利亞所作的

嗎？」 

 

    列王紀下一：9-16記述先知以利亞呼求神降下火

來， 消滅撒馬利亞亞哈謝派來的人， 因為那天不

敬畏耶和華， 所以火爆的門徒便求耶穌出此絕招， 

來懲罰那些撒馬利亞人！ 

 

    其實， 這豈不是我們的問題嗎： 

 

    v.55(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耶穌轉過身對他們說

二件事： 

 

● 你們的心如何， 你們並不知道 - 無知， 因為

他 

們用這個世界的 logic 去理解神的世界。 

 

● 其次， 耶穌說： 「人子來， 不是要滅人的性

命 

， 是要救人的性命。」 

 



     猶太人以為彌賽亞是來審判， 但耶穌第一次來

是拯救， 到再來的才審判這個世界。 

 

 

 

結論及默想 

 

這個世界實在太分化了， 我們的無知， 不信， 不接納耶穌， 只

會帶來更大的分爭， 我們面對著這個世界：要怎樣才可帶來太

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