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凡」的受膏者
第五課新的統治



第五課綱要—「⾮凡」的君王，「⾮凡」的國度
• 「⾮凡」的君王—供應與保護的好牧⼈

Ø醫治⾧⼤⿇瘋的—憐憫與能⼒

Ø醫治百夫⾧的僕⼈—憐憫與能⼒
Ø醫治拿因城寡婦之⼦—憐憫與能⼒
Ø平靜⾵和海—能⼒

Ø在加⼤拉/格拉森的被⿁附者—憐憫與能⼒
Ø睚魯的⼥兒和患⾎漏的婦⼈—憐憫與能⼒

Ø兩個瞎⼦得醫治—憐憫與能⼒
Ø趕出啞巴⿁—憐憫與能⼒
Ø靠別西⼘趕⿁的控訴—天國降臨
Ø約拿的神蹟—受難與拯救
Ø耶穌在海邊治好多⼈的病—憐憫與能⼒
Ø污⿁的回來—⼈的選擇



第五課綱要—「⾮凡」的君王，「⾮凡」的國度
• 「⾮凡」的國度—在世界之上，卻爲世⼈所拒絕

Ø差遣⼗⼆使徒和有關宣教的指⽰—傳福⾳以擴展天國

Ø對跟隨耶穌提出的告誡—預備吃苦，全然委⾝
Ø⾨徒的命運—在迫害中作⾒證
Ø知道要承認誰和懼怕誰—敬畏那看不⾒的主
Ø家庭中的分裂—信與不信的不能同⾏
Ø背起⼗字架得著⽣命—願意爲耶穌喪掉⽣命的必得永⽣
Ø耶穌回答施洗約翰的問題—「⾮凡」的彌賽亞
Ø耶穌為施洗約翰作⾒證—地上最⼤的⽐天國裡最⼩的還⼩
Ø到我這裡來—在主裡得安息
Ø耶穌真正的家⼈—遵⾏天⽗旨意的⼈



更多在加利利的事奉 神蹟，對社會邊緣⼈的使命，⾯對反對

時的⾨徒職分 （太8：1∼12：50；路7：1∼8：3；可3：19∼35）

• 盡管⾺太福⾳、⾺可福⾳、和路加福⾳把這些事放在不同地⽅，可是，
關於耶穌在加利利事奉早期所涉及的⼯作，它們都相當的⼀致：祂呼
召⼈悔改、聚集⾨徒、趕⿁治病，以福⾳徹底的新⾯貌向傳統的猶太
智慧提出挑戰；從那些跟隨祂的⼈創造出新的家；並且引起⼀些宗教
領袖相當⼤的敵意。這⼀切都展⽰出神新穎⽽充滿活⼒的統治。

• 本章包括了兩個描述耶穌在加利利事⼯的主要經⽂單元：太8：1∼12：
21；路7：1∼8：3。這是把我們帶⾄每卷福⾳書引⼊天國⽐喻的地⽅。
這些不同的記述表明，對觀福⾳在這個地⽅各⾃⽤⾃⼰的⽅法回顧耶
穌在加利利的事⼯。



醫治⾧⼤⿇瘋的（太8：1∼4；可1：40∼45；路5：12∼16）
• ⾺太福⾳記載耶穌接觸被社會排斥的⼈，並且使他們恢復的幾個例⼦，
這是第⼀個。耶穌在這裡指⽰被潔淨的⿇瘋病⼈遵照律法的吩咐，⽀
持了祂講道時提出的論題（太5：17∼20）。耶穌不是⼀位反律法主義
者。

• 這個⾧⼤⿇瘋的病⼈的謙卑（「主若肯」）與信⼼（「必能」）使他
得了耶穌的醫治。

• 雖然神蹟證實了耶穌有關天國來臨的福⾳信息是真實的，但是耶穌不
希望群眾以為祂來只是爲了醫治⾝體上的疾病，所以祂吩咐得醫治的
病⼈「你切不可告訴⼈」。



醫治百夫⾧的僕⼈（太8：5∼13；路7：1∼10）
• 這個事情有三個特⾊，其中⼀點是⾺太福⾳獨有的

Ø⾸先是百夫⾧的謙卑和理解，使耶穌稱讚他，說⾃⼰在以⾊列中沒有⾒過這樣
的信⼼。百夫⾧的信⼼結合了不同的關鍵要素。雖然他知道⾃⼰不配得到耶穌
的幫助，但是他相信耶穌可能會幫助他，⽽且他相信耶穌不必要親⾃在那裡，
只要話語就可以成就。

Ø第⼆個論題是耶穌的權柄。路加福⾳擴⼤了對耶穌之權柄的描繪，因為它的範
圍超出了路加福⾳第四⾄五章提出的範圍（耶穌可以從遠⽅作事，⽽不需要實
際在⼀個地⽅！）神從⼀開始就全⾯地通過耶穌⼯作。

Ø第三個論題是⾺太福⾳獨有的。在醫治結束時，耶穌指出將來有許多⼈從東從
西，前來與以⾊列的祖先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在天國坐席。因此，⾺太
福⾳的第⼀個神蹟系列指出，外邦⼈將要在有福的筵席上有份。但是，那些⾃
以爲有份的⼈將不會在那裡。⾺太解釋，以⾊列⼈被拒絕或外邦⼈被接納，都
不應該令⼈覺得驚奇。承受天國的產業與遺傳無關，重要的是信⼼。



醫治拿因城寡婦之⼦（路7：11∼17）
• 這個醫治的焦點是⼀位有需要的婦⼈，它與百夫⾧的故事聯繫起來，形
成了男性/⼥性的成對出現，這是路加喜歡指出的，就如路加福⾳第⼀
章的撒迦利亞和⾺利亞，第⼆章的西⾯和亞拿。

• 耶穌充滿憐憫地告訴這個婦⼈不要哭，並且觸摸棺架。在通常情況下，
觸摸棺架會使耶穌成爲不潔（民19：11，16）。可是因爲接著發⽣的事，
證明耶穌並沒有成爲不潔，因爲死⼈復活了。

• 他們得出⼀個結論，就是有⼀位⼤先知興起了。神眷顧祂的百姓，這也
是路加在⼀章68節提出的論題。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爲這個神蹟重複
了以利亞在列王記上17：17∼24所⾏的神蹟。雖然路加很喜歡指出耶穌
⼯作中先知的特徵（路7：39；9：8，19，24：19），可是他最終要指
出，對耶穌作出這樣的評價是不夠的。耶穌的⾏動顯明神的⼤能勝過死
亡。



平靜⾵和海（太8：23∼27；可4：35∼41；路8：22∼25）
• ⾺太福⾳的神蹟指出，耶穌的權柄勝過墮落的被造之物，無論是⾵⾬，惡⿁，
還是世界的罪惡。第⼀個神蹟是平靜加利利海的⾵浪。⾯對⾵浪和恐慌的⾨徒，
耶穌責備⾨徒不相信神的看顧和同在，然後就斥責⾵和海。接著，⾵和海就⼤
⼤地平靜了。因此，在場的⼈都驚嘆和詢問說：「這是怎樣的⼈，連⾵和海也
聽從祂了！」敘事中的這句話要讀者思考這個問題。那些熟悉舊約聖經的⼈會
知道神有這樣的權柄（詩65：5∼6，89：8∼9；107：23∼32），⽽這樣的權柄
也引喻了那位理想的君王（詩89：25）。這個神蹟強調，耶穌的⾝分使⾨徒可
以信靠祂的看顧。

• ⾺可福⾳更詳細地形容⾵暴的危險和耶穌枕頭睡覺。耶穌平靜⾵暴後，⾨徒開
始感覺到他們⾯對的是⼀位⾮凡的⼈物。

• 路加福⾳與⾺可福⾳很相似。耶穌斥責⾵浪，可是路加沒有記載耶穌說的話。
當⾵浪⽌住以後，耶穌問⾨徒說，「你們的信⼼在哪裡呢？」「誰能吩咐⾵和
⽔，連⾵和⽔也聽從祂了！」他們提出這個問題時，⼼中⼜懼怕，⼜稀奇。路
加以命令被造之物強調了這件事所帶出來的權柄。



在加⼤拉/格拉森的被⿁附者
（太8：28∼34；可5：1∼20；路8：26∼39）
• 三本福⾳書記載的地點各不相同，但是重要的是耶穌在加利利海以東的低加坡
⾥地區，雖然那裡也有⼤量猶太⼈⼝，但住在那裡的主要還是外邦⼈。

• 在這裡，有兩個被⿁附的⼈從墳墓出來迎接耶穌。⾺太在三處地⽅指出有兩個
⼈，⽽不是像⾺可福⾳和路加福⾳那樣，只提到⼀個。Blomberg認爲⾺太在這
裡訴諸於多個⾒證⼈（参：申19：15），這個要點只對猶太⼈聽眾有價值。

• ⼈們看⾒趕⿁的現實，也看⾒了這些惡⿁的破壞⼒。群眾認爲最重要的是財
產—豬群—被毀滅，⽽不是那兩個⼈得醫治，在這個地區的⼈就央求耶穌離
開他們。他們看⾒了耶穌戰勝惡魔的⼒量，卻並不領情。對他們來說，別
的—物質的—問題更爲重要。

• 被醫治的⼈在耶穌離開的時候要求與耶穌同⾏，可是耶穌沒有答應。相反，耶
穌吩咐他⾒證主的⼯作與憐憫。⾺可福⾳和路加福⾳在結束處強調，這個⼈的
⾒證把神的作爲和耶穌所⾏的事連在⼀起。



睚魯的⼥兒和患⾎漏的婦⼈
（太9：18∼26；可5：21∼43；路8：40∼56）
• ⾺太福⾳簡潔地指出，睚魯説他的⼥兒已經死了，可是如果耶穌按⼿在
她⾝上，她就必定會活過來。⾺可福⾳和路加福⾳都説她快要死了。他
們的細節可以準確地指出，⼥孩是在耶穌醫治⾎漏婦⼈的時候死去的。
管會堂的⼈相信耶穌的能⼒；接著發⽣的事情要審查他信⼼的程度。

• 當他們在⼈群中⾛過的時候，⼀個患了⼗⼆年⾎漏的婦⼈想要觸摸耶穌。
她的病情使她完全與社會隔絕，因爲按舊約律法（利15：19∼33）她是
不潔淨的。這個婦⼈推斷說，她只要摸到耶穌的⾐服就夠了。也許，她
想避免在眾⼈⾯前使耶穌不潔淨，引起公開的尷尬。最終這個婦⼈上前
承認⾃⼰得了醫治。耶穌肯定是她的信⼼「救」了她。

• 無論⾯對的是疾病還是死亡，患⾎漏的婦⼈和睚魯都學到：與信⼼和耶
穌施⾏醫治有關的重要功課。



兩個瞎⼦得醫治（太9：27∼31）

• 這個神蹟通常被稱爲⼀對中的⼀個，因爲稍後在⾺太福⾳，⾺可福⾳
和路加福⾳（太20：29∼34；可10：46∼52；路18：35∼43）都有⼀個
⾮常相似的記述。但這不是複述同⼀件事。它們發⽣在不同的地⽅，
⽽且有不同的情節。

• 這件事突出的是那兩個瞎⼦的敏感性，或者也可以稱爲他們的洞察⼒。
他們向「⼤衛之⼦」求憐憫。他們認出祂屬於王室的權⼒和地位，⽽
且相應地與祂醫治的能⼒連接。

• 耶穌私下醫治了他們，並吩咐他們不可叫⼈知道。他們可以藉著信⼼
⽽看⾒的屬靈能⼒，使他們的眼睛可以看⾒。⾺太福⾳說祂的名聲傳
遍了那地⽅。耶穌的吩咐似乎是說他們不應傳播醫治的事，因爲這個
醫治只是象徵耶穌將要帶來更重要的屬靈的恢復。



趕出啞巴⿁（太9：32∼34，12：22∼24；可3：22；路11：14∼15）
• 耶穌趕出惡⿁以後，這⼈就說話了，使圍觀的⼈感到稀奇。然後，他們
講出明顯的事情：「在以⾊列中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這句話並不
是說這些神蹟是獨⼀無⼆的，因爲從前有許多偉⼤的⼈，例如摩西，約
書亞，以利亞，和以利沙都曾⾏過神蹟。關鍵是耶穌⾏神蹟的範圍和頻
繁性是前所未有的。福⾳書的讀者可能以為，在耶穌顯⽰了前所未有的
神聖⼒量以後，⼈們就會不假思索地接受祂，可是下⼀句話清楚表明事
情並⾮如此發展。

• 法利賽⼈雖然承認有些超⾃然的事情正在發⽣，可是他們得出的結論是，
耶穌靠著⿁王趕⿁。因此，耶穌⼀系列的神蹟活動，因爲有⼈反對並拒
絕接受那是神的作爲⽽告終。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真正沒有識別能⼒
的是誰？不是那些站在邊緣向耶穌敞開⼼靈的⼈，卻是那些宗教領袖。



靠別西⼘趕⿁的控訴
（太12：22∼30；可3：22∼27；路11：14∼15，17∼23）
• ⾯對靠別西⼘趕⿁的控訴，耶穌的回答處理了這種說法的荒謬可笑

Ø⾸先，這些不可能是撒旦的⼯作，如果是的話，它就是在推翻⾃⼰的⼯作，讓
它的國度分裂。

Ø第⼆，耶穌就其他趕⿁的事情提出反駁。耶穌指出祂⾃⼰的⾨徒—以⾊列的
⼦孫—曾經做過的事情（太10：8，25）。祂要說的是，他們指責的不只是祂
的⼯作，因爲祂也曾經授權給其他⼈。有⼀天，這些其他⼈就要審判這些作出
指責的法利賽⼈。

Ø第三，耶穌作了⼀個正⾯的推論。如果祂靠著神的靈趕⿁，那麽，神的國度正
在其⼤有能⼒的⾏動中臨在。耶穌在這裡指出神的統治現在⼤有功效的臨在，
撒旦正在被征服就是証明。所以神的國已經臨到他們了。

• 接著的例証鞏固了天國權柄已經臨在的宣稱。耶穌說祂的醫治証明，
有⼀個更強的⼈（祂⾃⼰）戰勝了這個壯⼠（撒旦），現在祂就可以
進⼊撒旦的房⼦，奪⾛撒旦的⼯作。法利賽⼈的指控⼤錯特錯了。耶
穌不是靠著撒旦趕⿁，祂乃是趕出了撒旦的⼯作！



約拿的神蹟（1）（太12：38∼42；可8：11∼12；路11：16，29∼32）
• ⾺太現在說明，不是每⼀個⽂⼠和法利賽⼈都認爲耶穌是靠著別西⼘⼯
作。他們要求耶穌顯個神蹟給他們看，以證明祂的能⼒是從神⽽來。耶
穌斥責這個請求，祂已經充分表明神⼀直在⼯作。他們屬於⼀個「邪惡
淫亂的世代」，表⽰他們⾮常不忠和反應遲鈍（何西阿書；結16）

• 所以，要給他們的只是約拿的神蹟。它包括了與約拿在⼤⿂肚腹中過了
三天三夜的平⾏例⼦，暗⽰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令⼈驚喜的解救。在審
判的時候，尼尼微⼈（外邦⼈！）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爲他們聽了
約拿的信息，就悔改了。耶穌⽐約拿⼤，因此更配得到這樣的回應。



約拿的神蹟（2）（太12：38∼42；可8：11∼12；路11：16，29∼32）
• 另⼀個例⼦透徹地講明這點：耶穌指出，⽰巴的⼥王（另⼀個外邦⼈！）
也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她從地極⽽來，要聽所羅⾨的智慧話。猶太⼈
對這個故事有很深刻的印象（王上10：1∼13；代下9：1∼12）。耶穌⽐
所羅⾨更⼤；祂⽐所羅⾨更配得⼈的聆聽。

• 約拿的神蹟包括了令⼈驚奇的解救與其效果，以及隨之⽽來的傳道和悔
改的呼召。這個神蹟是帶著證明的信息。可是，這個神蹟也羞辱了猶太
領袖的信⼼缺乏：外邦⼈⽐他們更敏銳和願意接受。



耶穌在海邊治好多⼈的病
（太12：15∼21；可3：7∼12；路6：17∼19）

• ⾺可福⾳和路加福⾳的內容很接近。⾺可談到來⾃加利利、猶⼤、耶路撒冷、
以⼟買、約旦河外、還有推羅、西頓的⼈。他們對耶穌所作的⼀切作出回應。
耶穌治好了許多⼈，也趕出那些稱祂為「神的兒⼦」的污⿁。耶穌囑咐他們
「不要把祂顯露出來」。路加指出，這些⼈來⾃猶太和耶路撒冷，還有從外
邦⼈地區推羅和西頓來的。這些⼈來求耶穌醫治和趕出不潔的靈。眾⼈想要
摸祂，因爲「有能⼒從祂⾝上發出來」，就治好了他們。

• 只有⾺太福⾳⽤以賽亞書的應驗結束他的總結。他援引了以賽亞書42：1∼4
的僕⼈之歌，指出神爲⼀項任務所揀選的僕⼈，這位僕⼈要向外邦⼈宣告公
理。在⾺太福⾳和⾺太關注猶太⼈的背景下，這是⼀句重要的話。祂不會報
復或傷害，只會繼續⼯作，直到完成任務。雖然沒有很多⼈會作出反應，可
是那不會攔阻祂得到成功。祂是溫和的，不會折斷已經壓傷的植物，或者吹
滅將殘的燈⽕。耶穌將⾃⼰交託給神，將要看⾒公理得勝。祂的名要成爲外
邦⼈的盼望。



污⿁的回來（太12：43∼45；路11：24∼26）
• 神⼀直在他們當中⼯作。祂趕出惡⿁，給⼈機會。然⽽，他們拒絕接受
或承認這個事實。他們沒有讓神充滿那個空的屋⼦。因此，就有將來的
處境⽐原來更糟糕的危險。兩卷福⾳書所強調的都是，沒有對神的⼯作
作出回應，使⼈處於更不好的境況。在⾺太福⾳，耶穌預⾔事情將會如
此，正式向以⾊列民族提出警告。



神蹟的總結（太9：35∼38；可6：6，14；路8：1，路10：2）

• 耶穌⾛遍各城各鄉。祂在會堂裡教訓⼈，宣講天國的福⾳，並且醫治各樣的病
症。⾺太福⾳說，耶穌的⾏爲是出於祂的憐憫，祂認爲這些⼈群是困苦流離的，
就像被留在野外要⾃⽣⾃滅的⽺⼀樣。找不到應該保護和供養他們的牧⽺⼈。
「⽺沒有牧⼈」是出於舊約聖經的措辭（民27：17；王上22：17=代下18：16）。
但是，在以西結書34：1∼10（特別是第五節），以西結對以⾊列民族與其領袖
的責備是最爲突出的。領袖們沒有承擔牧⽺⼈的⾝份，表⽰神要成爲這個民族
的牧者（34：15）。祂要興起⼀位王—⼀位會供應和保護的—作爲真正的牧
⼈（34：23∼24）。這幅畫充滿了彌賽亞和末世的意義。法利賽⼈的領袖認爲耶
穌的⼯作背後是⿁王的能⼒，⾺太持相反的看法，他堅持主張耶穌的事⼯顯出
神的應許正在進⾏。約翰福⾳第⼗章⽤相同的意象作了同樣的陳述。

• 新的牧⽺⼈不會單獨⼯作。耶穌告訴⾨徒，他們需要祈求神打發更多⼯⼈到⽥
裡⼯作，因爲莊稼已經熟了，可是收割的⼯⼈很少。⾺太福⾳第⼗章就是討論
⽲場所需要的⼯⼈。路加福⾳10：2是平⾏的經⽂，⽽且⽤了同樣的話語。



差遣⼗⼆使徒和有關宣教的教導（1）
（太10：1∼16；可3：13∼19；路6：12∼16）
• 正如太8：11∼13；24：14，和 28：18∼20 都指出的，耶穌起初只往以⾊
列⼈家的⾏動，不是永久性的。耶穌最初的呼召是對以⾊列，因爲他們
是最初領受應許的民族。⾨徒需要尋找這些⼈，因爲正如以西結書第三
⼗四章所⾔，他們正步⼊歧途。這是他們所要宣講那應許中的天國要採
⽤的⽅法。正如約翰和耶穌已經指出的，天國「已經近了」（太3：2，4：
17）。因爲天國近了，所以⼈們必須離開歧途，「回到家裡」。這就是
使徒的信息。他們將要進⾏的醫治、潔淨、趕⿁等⾏動要證明神的恩典。
他們的事⼯複制了耶穌⾃⼰的⼯作（太8∼9）。

• 信徒要過簡樸的⽣活。他們出去的時後，只攜帶著僅僅夠⽤的⾦錢、⾷
物、和⾐服。那些欣然接受他們服事的⼈，將會供應他們的⽣活所需。
⾨徒服事的⼈⽀持他們，表⽰那些⼈了解⾨徒在作的事。因此，在任何
⼀個村莊，他們都要住在⼀個「配得起」的⼈家裡。不配得的家將失去
他們的祝福。



差遣⼗⼆使徒和有關宣教的教導（2）
（太10：1∼16；可3：13∼19；路6：12∼16）

• 這⼀切的教導都認為，神關⼼並看顧⼈們對這些信息所作的回應。若信
息被拒絕，使徒應該繼續前進。拒絕他們信息的城鎮，已經決定了⾃⼰
的命運，⽐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結局更糟糕。

• 耶穌表明，這項⼯作就如⽺進⼊狼群，將會是危險的。唯⼀使他們挺得
過去的⽅法，就是需要既靈巧，⼜馴良。靈巧是要意識到危險在哪裡與
其⾵險，⽽馴良是指他們的⾏爲必須有純淨的動機。他們必須理解要他
們事奉的呼召可能會帶來甚麽。



對跟隨耶穌提出的告誡（太8：18∼22；路9：57∼62）
• 當⼀位⽂⼠說，無論耶穌往哪裡去，他都願意跟從祂，並且很恰當地稱
呼耶穌為「夫⼦」。耶穌的回答指出，祂希望這個可能成爲⾨徒的⼈理
解跟隨耶穌意味著甚麽。耶穌警告說，⼈⼦沒有枕頭的地⽅。這是⾺太
福⾳第⼀次使⽤「⼈⼦」這個稱號。這裡介紹的是被拒絕的⼈⼦。這幾
乎是⼀句令⼈震驚的話，因爲耶穌正在⾏有⼒的事⼯，然⽽，這並不表
⽰祂會受到歡迎。跟隨耶穌就是要跟隨祂⾛上那條可能遭受排斥的道路。

• 另有⼀位⾨徒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延遲跟從耶穌，直到他履⾏了對家庭
的基本義務：埋葬他的⽗親。在猶太教，這被視為基本的照顧。耶穌的
回答是強烈⽽令⼈震驚的：「任憑死⼈埋葬他們的死⼈吧，你跟從我
吧！」耶穌的意思是，對家庭的關注沒有跟從祂那麽重要。

• 路加福⾳還有第三個⼈，他要求先去辭別家裡的⼈。耶穌的回答是斬釘
截鐵的：回頭看的⼈都不配進神的國。過度依戀家和「舊的⽣命」令⼈
無法全⼼在天國裡服事。



⾨徒的命運
（太10：17∼25；可13：9∼13；路12：11∼12，6：40，21：12∼19）

• 被迫害是爲耶穌作⾒證的⼀部分，所以祂敦促他們要當⼼。這些宣教的
⼯⼈將被交到「公會」和會堂。在那裡，猶太⼈要審問他們。可是，他
們也會被送到諸侯君王那裡，在外邦⼈⾯前作⾒證。

• 預⾔中的阻⼒要成爲⾒證耶穌的機會。他們不應該爲了要說甚麽話感到
緊張或焦慮，因爲神必賜給他們當說的話，天⽗的靈要通過他們說話。
這將會是痛苦的摒棄，因爲家庭會分裂；其中，弟兄要交出弟兄，⽗母
要交出兒⼥，兒⼥要交出⽗母。有些甚⾄會被處死。

• 但是，耶穌不是要他們像⼀些早期教會的⼈後來那樣尋求受苦和殉道。
假如出現迫害的情形，他們可以逃到下⼀個城市。他們必然會得到平反，
因爲在他們⾛遍以⾊列的城⾢之前，⼈⼦就到了。這幅畫描繪了，耶穌
是爲那些⾒證祂的⼈挺⾝⽽出的審判官。



知道要承認誰和懼怕誰（太10：26∼33；路12：2∼9）
• 他們要懼怕神，還是懼怕那些可以殺害他們⾝體的⼈，這個選擇會決定
他們完成這個呼召的能⼒。所以，耶穌敦促他們，要懼怕那能把⾝體和
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神。耶穌的要點是，⾨徒不應受懼怕的驅使，雖然
世界可以取⼈的性命，可是它不能給⼈⽣命，⾨徒需要作出選擇，要在
這樣的世界中安全地⽣活，還是要取悅那位將要判斷⼈們是否忠⼼的神。

• 正如耶穌⽤兩隻僅僅⼀分銀⼦的⿇雀舉例說明那樣，神確實看顧。因此，
⾨徒不需要害怕，因爲他們⽐神同樣看顧的⾶⿃要貴重得多。耶穌應許，
那些在眾⼈⾯前承認祂的，祂在天⽗⾯前也會承認他們。即使⾺太福⾳
沒有使⽤⼈⼦這個稱號，可是耶穌說這話的時候，再次強調了祂在末世
審判的權柄（参：路12：8∼9）。



家庭中的分裂（太10：34∼36；路12：51∼53）
• 祂的來臨並不代表每⼀個⼈都有和平；相反，卻會帶來衝突和分裂。
這個分裂要滲透到家裡⾯：兒⼦與⽗親作對，⼥兒與母親作對，姻親
彼此爲敵，因此，⼈的仇敵要來⾃他⾃⼰的家。這句話出⾃彌迦書7：
6。這種分裂是由於家裡有⼈不遵從神的道。



背起⼗字架得著⽣命（太10：37∼39；路14：25∼27；17：33）
• 接著耶穌講了⼀句在⽂化上令⼈震驚的話，說對祂忠⼼⽐對⽗母兒⼥
忠⼼更爲重要。在猶太教，沒有⽐家庭更爲重要的⼈類關係了。

• 此外，耶穌教導說不願意「背起⼗字架」的—不願意⾯對被拒絕的恥
辱或甚⾄死亡的—就不配作祂的⾨徒。問題的關鍵是，假如有⼈寧願
得到家⼈的歡迎⽽不願意跟隨耶穌，這⼈永遠不會接受耶穌，得到⽣
命，因爲在他家裡會有許多拒絕耶穌的⼈。因此，在這個世界尋找⽣
命，避免受拒絕和對⽴的⼈，終會失去真正的⽣命。另⼀⽅⾯，那些
爲耶穌的緣故失去⽣命的，將要得著⽣命。這是重要的宣告，即使⼈
因爲對耶穌忠⼼⽽失去⾁體的⽣命，最終還是會得著⽣命。



耶穌回答施洗約翰的問題（太11：2∼6；路7：18∼23）
• 耶穌的⾵格和祂缺乏政治⽅⾯的權⼒，似乎令施洗約翰懷疑祂是否就是彌賽
亞。也許，約翰被捕和囚禁更增加了他的猶疑。有些受苦的情況，使這個時
間看起來不像期待中的彌賽亞時代（参：約6：15）。所以施洗約翰問，要
來的是否另⼀個⼈。

• 出乎意料的，耶穌沒有直接肯定或否認⾃⼰的⾝份。相反，祂只是向約翰描
述了⾃⼰的活動。每⼀卷福⾳書都以相同的次序列出這些事情：瞎⼦看⾒、
瘸⼦⾏⾛、⾧⼤⿇瘋的潔淨、聾⼦聽⾒、死⼈復活、窮⼈有福⾳傳給他們。
這裡的措辭來⾃以賽亞書講論末時的部分，先知在那裡形容在拯救的時代將
要發⽣的事情（賽29：18∼19；35：5，42：18，26：19，61：1）。實際上，
耶穌給了正⾯的回答，祂說明⾃⼰的活動，證明正如聖經的措辭指出的，期
待中的時代已經來臨。

• 耶穌的⾵格可能與期待中的彌賽亞不太相符，可是祂的⼯作說明了祂彌賽亞
的⾝份。耶穌的活動顯露了時代和祂位格的性質。施洗約翰的困惑也表明，
⼈們對耶穌帶來的彌賽亞活動完全沒有作好準備。



耶穌為施洗約翰作⾒證（1）（太11：7∼19；路7：24∼35）
• 施洗約翰代表了舊時代中最偉⼤的⼈。他成爲那個時代的⾼潮，指向耶
穌要帶來的新時代。然⽽，這兩個時代有如此重⼤的差異，即使新時代
中最⼩的⼀個也要⽐施洗約翰更⼤。耶穌不是要貶低施洗約翰，⽽是要
強調天國的盼望所提供的是多麽特別。

• 耶穌說，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神的國忍受了暴⼒。⾃從施洗約翰
宣告以來，天國就⼀直受到攻擊，可是那不能停⽌它實際的存在。

• 正在發⽣的，是在施洗約翰出⽣之前，律法和先知所說的預⾔。路1：
17說，施洗約翰有「以利亞的⼼志能⼒」。他沒有像以利亞那樣⾏神蹟，
所以指的是他的傳道，並且告誡以⾊列⼈必須回頭，為神作好準備，否
則就會⾯對審判。



耶穌為施洗約翰作⾒證（2）（太11：7∼19；路7：24∼35）
• 在此之後，耶穌講了⼀個引起辨論的⽐喻。⽐喻的背景是孩⼦們的遊
戲，他們吹奏樂曲，其他⼈就跟著跳舞。這個⽐喻的引⾔把「這世代」
⽐作那些吹笛和招呼同伴的⼈。這樣的話，這世代似乎正在抱怨，施
洗約翰和耶穌沒有達到他們的期望和遵照他們的作法。他們抱怨的是
約翰過於古怪，他是「被⿁附著」的。耶穌卻恰恰相反，祂不主張與
罪⼈分開，也不夠虔誠，祂是「貪⾷好酒的⼈，是税吏和罪⼈的朋
友」。神的使者不會跟隨百姓的調⼦，所以耶穌指責這個世代，說他
們就像⼀群愛報怨的頑童。耶穌指出「智慧之⼦總以智慧爲是」。換
句話說，神的道路和智慧雖然與眾⼈預期的不同，可是結果會證明⾃
⼰是正確的。



到我這裡來（太11：28∼30）
• 耶穌的意象與智慧書和猶太教的律法有相似之處，可是⼈們應該到祂那
裡去，不是到律法那裡。此外，因爲祂與我們⼀起背負，所以祂的擔⼦
是輕的，並不沉重（與太23：4的⽂⼠和法利賽⼈相⽐）。耶穌提供的
安息，不是停⽌⼯作的休息，卻是因爲當⾨徒謙卑地信靠神，把憂慮
真正交給祂的時候，擔⼦就輕省了。



耶穌真正的家⼈（太12：46∼50；可3：31∼35；路8：19∼21）
• ⾺太福⾳在耶穌的家⼈想與祂談話的上下⽂中，肯定了耶穌有了新⼀類
的家⼈。耶穌的家⼈試圖探望耶穌，導致耶穌向祂的⾨徒⽰意，並且宣
告說：「任何遵⾏我天⽗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只有⾺太稱神爲天⽗。耶穌有⼀個⽐地上的家庭更重要的屬靈家庭。在
第⼀世紀，這是⼀句令⼈震驚的話，因爲家庭構成最重要的⼈際關係。
耶穌的弟弟雅各最終明⽩了這個信息（雅1：21∼25；2：14∼26）。耶
穌與那些與神同⾏的⼈合⽽為⼀。



結論（1）
• 耶穌的事⼯具有顯⽽易⾒的基本特徵：有神蹟奇事作爲佐證的傳道。這
些神蹟奇事既不是祂事⼯的焦點，也不是祂要推動的要點。相反，神蹟
奇事描繪了耶穌要帶來的重建。耶穌已經在祂的信息中宣告了應許和律
法的應驗。祂有赦罪的權柄，也能決定在安息⽇可⾏的是甚麽事。祂也
試圖接觸失喪的⼈和那些知道⾃⼰需要的⼈。祂來，是要向罪惡和撒旦
在地上造成的破壞提出挑戰。祂的事⼯覆蓋了社會邊緣的⼈。祂呼籲以
⾊列悔改，轉向祂，回到神那裡。

• 祂的道德呼籲是，要與神建⽴良好的關係，就必須愛，甚⾄愛外邦⼈和
仇敵；同時要省察⾃⼰與神同⾏的態度，特別要看內⼼的態度。這些宣
告的焦點都集中在⼀個⼈物，就是祂以⾃稱的⽅式提及的「⼈⼦」。神
差遣祂作為⼈類的代表。這個權柄代表了神統治的接近和來臨。在祂繼
續這個事⼯的時候，耶穌將會更詳細地討論這事。



結論（2）
• 耶穌提出有關權柄的問題，引起領袖們對祂的強烈反對。所以，耶穌為
⾃⼰呼召了⼀群⾨徒，讓他們参與使命，完全知道他們也將會⾯臨反對。
祂在教導他們的時候，讓他們做好⼼理準備，並且強調與祂結盟是要付
出代價的，就好像祂要付出代價⼀樣。



第六課⾨徒訓練聖經預讀
• 撒種的⽐喻（太13：1∼9，18∼23；可4：1∼9，13∼20；路8：4∼15）
• ⿆⼦和稗⼦的⽐喻（太13：24∼30，36∼43）
• 芥菜種和麵酵的⽐喻（太13：31∼33；可4：30∼32；路13：18∼21）
• 藏寶與珍珠的⽐喻（太13：44∼46）
• 撒網的⽐喻（太13：47∼50）
• 天國的⽂⼠與新舊的寶物（太13：51∼52）
• 爲古⼈和玷污的傳統爭論（太15：1∼20；可7：1∼23）
• 給五千⼈吃飽（太14：13∼21；可6：32∼44；路9：10∼17；約6：1∼15）
• 在⽔⾯上⾛（太14：22∼33；可6：45∼52；約6：16∼21）
• 給四千⼈吃飽（太15：32∼39；可8：1∼10）
• 法利賽⼈的酵（太16：5∼12；可8：14∼21；路12：1）
• 在伯賽⼤醫治瞎⼦（可8：22∼26）



歡迎⼀起來更多地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