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母教會的面容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路 10:25-37



《路加福音》的寫作背景

•聖史路加是一位醫生，耶穌升天後，保祿賞識他的才學，
邀請他跟隨出外傳教，讓他以自己的名義寫這部福音。
故保祿宗徒很親切地稱他為「合作者」(費1:24)，「親
愛的路加醫生」(哥4:14)，「只有路加同我在一起」
(弟後4:11)。

•《路加福音》是寫給一位名叫德敖斐羅的人，相信此

人是非猶太人，即外邦人。

•筆下的耶穌基督和藹慈祥，平易近人，尤其對弱小者。

•在耶穌的訓言中有十七個比喻是《路加福音》獨有的，

而「慈善的撒瑪黎雅人」是首個比喻。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25.有一個法學士起來，試探耶穌說：「師傅，我應當做什麼，

才能獲得永生﹖」

26.耶穌對他說：「法律上記載了什麼﹖你是怎樣讀的﹖」

27.他答說：「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

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

28.耶穌向他說：「你答應的對，你這樣做，必得生活。」

29.但是，他願意顯示自己理直，又對耶穌說：「畢竟誰是我的

近人﹖」



30.耶穌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來，到了耶里哥，遭遇
了強盜；他們剝去他的衣服，並加以擊傷，將他半死半活地
丟下走了。

31.正巧有一個司祭在那條路上下來，看了看他，便從旁邊走過

去。

32.又有一個肋未人，也是一樣；他到了那裡，看了看，也從旁

邊走過去。

33.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那裏，一看見就動了憐憫的心

，

34.遂上前，在他的傷處注上油與酒，包紮好了，又扶他騎上自

己的牲口，把他到帶客店裏，小心照料他。

35.第二天，取出兩個銀錢交給店主說：請你小心看護他！不論

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要補還你。



36.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那強盜的者近人呢﹖」

37.那人答說：「是憐憫他的那人。」耶穌遂給他說：「你去，

也照樣做吧!」



三向度
人物描述

故事重點

信仰反省



人物描述
司祭

肋未人

撒瑪黎雅人

受傷者

店主



司祭

司祭，希伯來文作“Kohen”。此名字的原意尚
無法考究，但在聖經內用以指上主的司祭，亦
用以指邪神的司祭(創41:45;出18:1;列下10:19)
也有此記述。

七十賢士譯本「司祭」作(Iereus)，意謂「屬神
的人」。而拉丁通行本「司祭」作(Sacerdos)，
意謂「神聖的人」。「大司祭」更為神與人之
間的橋樑，立於天地之間的中保。



祭祀的制度原是由人性而來，由祭祀所產生的
司祭，亦可說是由人性而來。不過，為以色列
民而言，其司祭制度不只是人的制度，而也是
天主的制度，因為天主也參與其事，含有天主
啟示的成分。

司祭



司祭的職務有三種模式：終身、定期及臨時
• 在聖所或聖殿內事奉上主，奉獻供物祭品

(戶16-18:2)，作天主與人民間的中保，為人
民贖罪取潔，代天主祝福人民。

• 教授人民天主的法律，指引人民奉行天主
的旨意(申17:18-19;21:5;33:10)。為此，他們
熟悉經典，應心體力行，以身作側，否則
難免有虧職守。(歐4:4-11;拉2:4-9)

• 代人民請求詢問上主的旨意，這原是大司
祭的職務，後來也漸漸成了司祭的職務了。

司祭



肋未人
肋未人原是雅各伯由肋阿所生的第三個兒子，
是司祭支派的始祖。及後，肋未支派亞郎家屬
的男性為司祭，其餘家屬的男性即為肋未(戶
16:8-11)。因此，肋未是在會幕，或聖所，或
聖殿內，協助司祭舉行敬禮，奉獻祭祀。

根據聖經學者中委耳豪森(J.Wellhausen)的意見
認為，舊約司祭制度最初大司祭、司祭和肋未
人並無分別，及至充軍巴比倫以後，肋未人才
成了比司祭次一等的人物，但職務仍是與敬禮
天主有關。



撒瑪黎雅人

廣義來說，撒瑪黎雅人當然是指撒瑪黎雅城的
居民而言。但嚴格地說來，卻是指那些於公元
721年之後，被亞述國俘虜至當地的猶太人，
與雜居於撒瑪黎雅混合民族通婚的後裔，當中
包括：巴比倫人、雇特人、阿瓦人、哈瑪特及
色法瓦因的外族人民，他們多是供奉別的神，
所以，猶太人視他們所生的後代為「撒瑪黎雅
人」。他們卻強調自己一直遵守天主的命令，
在革黎斤山，為上主修蓋了聖殿。(申11:20;12:5)



根據當時的地理位置，猶太人若往返加里肋亞至耶路
撒冷，撒瑪黎雅境是必然經過的地方，但他們往往寧
願繞道而行，也不願經由此處。然而，耶里哥也正是
這段往耶路撒冷途中會經過的地方。不過，耶穌至少
一次曾直接取道撒瑪黎雅。(若4:4)

猶太人與撒瑪黎雅人的結怨，源於北國充軍亞述期後，
因為南國猶大居民視撒瑪黎雅人非純正天主選民(列
下17:24-41)。南國人民甚至返回耶京後重建聖殿時，
也不允許撒瑪黎雅人參與其中。(厄上4:1-2)及至公元
前107年瑪加伯家族被毀，二者的仇恨有增無減。

撒瑪黎雅人



有一個撒瑪黎雅婦女來汲水，耶穌向她說：
「請給我點水喝！」那時，祂的門徒已往城
裏買食物去了。那撒瑪黎雅婦女就回答說：
「你既是個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黎雅
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黎雅
人不相往來。 (若4:7-9)



耶里哥的地理位置圖





(若4:19-24)



婦人向祂說：「先生，我看你是個先知。我們
的祖先一向在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們卻說：
應該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回答說
：「女人，妳相信我罷! 到了時候，你們將不
在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們朝拜
你們所不認識的，我們朝拜我們所認識的，因
為救恩是出自猶太人。然而時候要到，且現在
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將以心神以真理拜
父，因為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祂的人。天主是
神，朝拜祂的人，應當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祂
。」 (若4:19-24)



故事重點
這篇福音既是路加聖史獨有，但又不是完全獨有的。
整篇福音章節大至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 (10:25-29)

法學士與耶穌的交談中，提出了一個在梅瑟法律中最
關鍵的要意。

第二部分－ (10:30-35)

耶穌用一個具體的生活境況，去導出「誰是我們真正
的近人」。

第三部分－ (10:36-37)

耶穌表面回答法學士的提問，其實最終是給他更大的
挑戰，也是給我們清楚指出甚麼才是「愛的誡命」。



第一部分－ (10:25-29)
法學士與耶穌的交談中，提出了一個在梅瑟法律中最
關鍵的要意。

瑪22:34-40 谷12:28-31 路10:25-29

法利塞人聽說耶穌使撒
杜塞人閉口無言，就聚
在一起；他們中有一個
法學士試探他，發問說：
「師傅，法律中那條誡
命是最大的?」耶穌對他
說：「『你應全心，全
靈，全意，愛上主你的
天主。』這是最大也是
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
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
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
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
命。」

有一個經師聽見了他們
辯論，覺得耶穌對他們
回答得好，便上前來，
問他說：「一切誡命中，
那一條是第一條呢﹖」
耶穌回答說：「第一條
是：『以色列! 你要聽! 
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
的天主。你應當全心、
全靈、全意、全力愛上
主，你的天主。』第二
條是：『你應當愛近人
如你自己。』再沒有別
的誡命比這兩條更大的
了。」

有一個法學士起來，試
探耶穌說：「師傅，我
應當做什麼，才能獲得
永生﹖」耶穌對他說：
「法律上記載了什麼﹖
你是怎樣讀的﹖」他答
說：「你應當全心、全
靈、全力、全意愛上主，
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
你自己。」耶穌向他說：
「你答應的對，你這樣
做，必得生活。」但是，
他願意顯示自己理直，
又對耶穌說：「畢竟誰
是我的近人﹖」



第一部分－ (10:25-29)
法學士與耶穌的交談中，提出了一個在梅瑟法律中最
關鍵的要意。

瑪22:34-40 谷12:28-31 路10:25-29

有一個經師聽見了他們
辯論，覺得耶穌對他們
回答得好，便上前來，
問他說：「一切誡命中
，那一條是第一條呢﹖
」耶穌回答說：「第一
條是：『以色列! 你要
聽! 上主我們的天主是
唯一的天主。你應當全
心、全靈、全意、全力
愛上主，你的天主。』
第二條是：『你應當愛
近人如你自己。』再沒
有別的誡命比這兩條更
大的了。」

法利塞人聽說耶穌使
撒杜塞人閉口無言，
就聚在一起；他們中
有一個法學士試探他
，發問說：「師傅，
法律中那條誡命是最
大的?」耶穌對他說：
「『你應全心，全靈
，全意，愛上主你的
天主。』這是最大也
是第一條誡命。第二
條與此相似：你應當
愛近人如你自己。全
部法律和先知，都繫
於這兩條誡命。」

有一個法學士起來，試
探耶穌說：「師傅，我
應當做什麼，才能獲得

永生﹖」耶穌對他說：
「法律上記載了什麼﹖
你是怎樣讀的﹖」他答
說：「你應當全心、全
靈、全力、全意愛上主
，你的天主；並愛近人
如你自己。」耶穌向他
說：「你答應的對，你
這樣做，必得生活。」
但是，他願意顯示自己
理直，又對耶穌說：「
畢竟誰是我的近人﹖」



法學士的回應 (路10:27;29)

他答說：「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
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10:27)

耶穌認同法學士的回答，就是向我們證明，祂和祂
的宗旨並不與猶太人文化傳統相反；反而，耶穌促
使聽眾瞭解，祂的教導只是使這傳統更為精鍊。

這部分正是猶太人每天必須誦讀經文「舍瑪」
(Shema)的前半段(申6:4-5)，還有後半段可在《肋未
紀》中看到「不可復仇，對你本國人，不可心懷怨
恨；但應愛人如己：我是上主。」(肋19:18)



法學士的回應 (路10:27;29)

原來猶太人對「近人」的觀念和理解是非常狹義
的。

法學士又繼續問耶穌：誰是我的近人(10:29)？路加
聖史如此寫這一節，就是要指出這位法學士為了在
眾人面前表現自己在天主眼中
的地位，所以理宜氣壯地問了
這個問題。
耶穌於是用「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的比喻來激發他。



天主「十誡」總綱



生活反思

天主「十誡」為我們每一位基督徒都
是耳熟能詳，且成為愛德的金科玉律。
那麼，為你而言，在實際生活中，怎
樣去履行這兩條大誡命呢？當中最大
的挑戰又是甚麼？



第二部分－ (10:30-35)

耶穌用一個具體的生活境況，去導出「誰是我們真
正的近人」。

30.耶穌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來，到了耶里
哥，遭遇了強盜；他們剝去他的衣服，並加以擊傷
，將他半死半活地丟下走了。

31.正巧有一個司祭在那條路上下來，看了看他，便從

旁邊走過去。

32.又有一個肋未人，也是一樣；他到了那裡，看了看

，也從旁邊走過去。

33.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那裏，一看見就動了

憐憫的心，



34.遂上前，在他的傷處注上油與酒，包紮好了，又扶

他騎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到帶客店裏，小心照料他
。

35.第二天，取出兩個銀錢交給店主說：請你小心看護

他! 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要補還你
。



比喻中被強盜打傷的是一個猶太人，而最先路過的
司祭和肋未人都是這受傷者的同胞，何以他們二人
都不願伸出援手，只是看看他，就從旁邊走了。(路
10:31,32)他們不但走過，更是連接觸這傷者也避開。

從剛才人物介紹時提及，司祭和肋未人的職務都是
祭祀天主，為猶太人的文化和習俗，他們為履行職
務，是不能沾染不潔的東西，避免沾污自己，尤其
是已死去的屍首。這樣，他們就不能參與聖殿的儀
式。假若真的成了不潔，便要行取潔禮，七天後才
得潔淨。(參閱戶19:11,14-16)

耶穌口中的近人(路10:30-32)



上主對梅瑟說：「你當訓示亞郎的兒子司祭說：司
祭不應為族人的屍體陷於不潔，除非為骨肉至親，
如母親，父親，兒女，兄弟；未出嫁而仍為處女的
姊妹，為她的屍體，司祭可陷於不潔；但司祭不可
因身為丈夫，而為姻親的屍身，陷於不潔，褻瀆己
身。(肋21:1-4)

這規定對大司祭更嚴格：大司祭「不可走近死人的
屍體，也不可為父親或母親的屍體而陷於不潔。」

(肋21:11)

耶穌口中的近人(路10:30-32)



其實，按照法利塞人對梅瑟法律的解釋，司祭若發
現無人埋葬的屍體，也應出於尊重死者而去埋葬，
這種慈善行為稱之為「死者安葬法」(metmitzwah)，
超越了潔與不潔的規定。有時甚至命令司祭應如此
做，不理沾染不潔。因為，「愛主愛人」是金科玉
律而已。

耶穌口中的近人(路10:30-32)



那路過的撒瑪黎雅人之所以停下來，為被強盜打傷
的人治療和包紮，帶他到客店裏，小心照料，更付
款請該店主小心看護他。這一切舉措，只是出於一
個原因——動了憐憫之心。而他的憐憫，正本着愛
近人的表現。

耶穌藉着這個生活例子，
清楚指出「愛近人」的
真正意義在於發自內心。

耶穌口中的近人(路10:33-35)



生活反思

當你在某一主日前往參與彌撒途中，
路上發生了交通意外，眼見很多傷者，
需要途人協助。若參與其中，你會去
不到參與最後一台彌撒。
那麼，你會如何抉擇，留下協助拯救
傷者，抑或前赴參與彌撒呢？



第三部分－ (10:36-37)

耶穌表面回答法學士的提問，其實最終是給他更大
的挑戰，也是給我們清楚指出甚麼才是「愛的誡
命」。

36.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那強盜的者近人

呢﹖」

37.那人答說：「是憐憫他的那人。」耶穌遂給他說

：「你去，也照樣做吧!」



這福音片段中，耶穌並沒有直接給那法學士答案，反
之，耶穌反問他說：「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強盜
者的近人呢？」因為，這法學士仍未能接納撒瑪黎雅
人可以被視為自己的「近人」，故此他仍只回答說：
「是憐憫他的那人。」而不是說：「是那撒瑪黎雅
人。」

耶穌透過這個比喻中，說出了一個革命性的愛人原則：
只要是有需要的人，不論種族、膚色、宗教、文化、
社會地位……，都是我們的「近人」，都應「愛他如
同愛自己。」因為在天國裏，所有人都是近人。所以，
耶穌最後回應法學士的這句話：「你去，也照樣做
吧！」，正好與整篇福音作首尾呼應。

耶穌提出的要求(路10:36-37)



這個寫給路加團體的教訓，到今天還是一樣有意義。
要愛一個近人，基督徒必須超越朋友、家人和親戚的
範圍，向罹難者、不幸者、甚至向敵人表示歡迎和憐
憫。耶穌曾說過：「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
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25:40)

教宗方濟各在2015年的
《慈悲面容－慈悲特殊禧年詔書》
中給信眾的一句話：
「耶穌基督是天父慈悲的面容。」
因此，他引用《路加福音》的一節：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
慈悲。」(路6:36)來勉勵我們實踐這份
來自天主賦予的慈悲，讓眾人看到慈
母教會的慈悲面容。







最後，請大家幫手想一想，福音中的那三
個人物：

那傷者究竟是誰？是我們的弟兄姊妹？
抑或是你自己呢？

照顧那受傷者的，是你，還是耶穌基督
呢？

還有這個店主，為何他要相信這救助傷
者的那個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