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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并教导门徒呼召并教导门徒 路加福音六12至49

六12-14 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
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亮， 门徒 ， ，

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

门徒 ─ 就是学生，跟随夫子作学生的，

使徒 ─ 比较强调被差遣出去，
本来都是跟随在耶稣身边作学生的门徒，

使徒行传中这些使徒，延续耶稣升天后在地上的工作。

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 ─ 渔夫、奋锐党的西门、
作税吏的马太、出卖耶稣的犹大作税吏的马太、出卖耶稣的犹大…

主耶稣一面服事当时的世代，一面教导这群门徒，
未来他们要接受耶稣的差遣成为使徒未来他们要接受耶稣的差遣成为使徒，

耶稣所做的、他们也要继续做。

呼召并教导门徒呼召并教导门徒
福音书谈到耶稣教导，上下文当中会说明 ─

这以下的教训，耶稣对着谁说的、对象是谁。

六17 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

同站的有许多门徒 又有许多百姓 都要听他讲道

， 稣 着谁 象是谁

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都要听他讲道。

内圈的、外圈的，一群一群人重迭的跟在耶稣的身边。内圈的、外圈的， 群 群人重迭的跟在耶稣的身边。

 马太福音五到七章 ─ 耶稣上了山教导门徒，登山宝训
路加这段经文部分跟马太平行 主耶稣在平地的教导路加这段经文部分跟马太平行，主耶稣在平地的教导

六20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
六27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

包含内圈核心的门徒 还有对当时更多听道的人包含内圈核心的门徒，还有对当时更多听道的人，
不同的对象、群体，耶稣在做天国的教导。

‧门徒与上帝的关系 ‧门徒与人的关系‧门徒的画像

四个福 四个祸首先对内圈的门徒，耶稣说了四个福以及四个祸 ─

六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六20-23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 喜笑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

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

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

从外在环境来看，一点都没有福啊！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可是耶稣说 ─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门徒与上帝的关系 ‧门徒与人的关系‧门徒的画像

四个福 四个祸首先对内圈的门徒，耶稣说了四个福以及四个祸 ─

六24 26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六24-26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

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

福与祸当中 跟我们的看法是完全颠倒的福与祸当中，跟我们的看法是完全颠倒的…
富足有祸 ─以后不再是；饱足的有祸 ─饥饿的有福

耶稣所提到的这些人 ─就是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所提到的这些人 就是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

在人来看都是不大称头、不太配的

耶稣却说 ─ 这些的人在人的眼光看来是不怎么样，耶稣却说  这些的人在人的眼光看来是不怎么样，

可是这些人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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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祸 耶稣的 光在福与祸对比的张力里，显明从耶稣的眼光来看 ─
神的国度、人对神国福音的回应，把人分成两种人…

真正看得出神国对我们生命的宝贵、有积极准确回应回应的的

本来贫穷的，却因为迎向神的国，生命成为成为富足富足

本来饥饿的，却知道神国救恩信息，成为饱足饱足

饥饿使我们被引导，趋向主耶稣救恩的真理，

贫穷反而成为一个蒙福的记号

看见自己生命的贫乏、软弱、罪的缠累，

当用这样的角度来明确的表达 ─

因此而哀哭的时候，就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慰

当用这样的角度来明确的表达
上帝眼中真正可以蒙福的人的品格、生命中的特质
这些人就是 ─人会恨恶、拒绝、辱骂、弃掉你们的名这些人就是 人会恨恶、拒绝、辱骂、弃掉你们的名，

其实这些人待先知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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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主耶稣基督其实也是一位先知，

是圣经旧约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

在拿撒勒会堂耶稣说 ─ 先知在本地是不受尊重的尊重的，，

这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 能否引起当代人人的尊重呢？的尊重呢？这 群跟随耶稣的门徒，能否引起当代人人的尊重呢？的尊重呢？

跟耶稣一样，也不会得着好待遇的！

可是耶稣提醒说可是耶稣提醒说 ─
当众人因为人子的缘故不欢迎你的时候，

在神的国度里是有福的 因为这是先知的记号在神的国度里是有福的，因为这是先知的记号

另外一群人所谓有祸的，人待假先知也是这样 ─
是富足的 饱足的 喜笑的 人都说你们好是富足的、饱足的、喜笑的，人都说你们好

主主耶稣提醒门徒 ─上帝的国度 不同于地上的国度；主主耶稣提醒门徒 上帝的国度，不同于地上的国度；

我们渴慕神的国，如果没有得着神国的祝福，就是贫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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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十字架先是纵向的 ─ 跟神之间有一个准确的关系

之后是横向的 ─ 人与人之间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

六27a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之后是横向的  人与人之间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

完全的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
人瞪我一眼 我瞪回去 人打我一下 我恨不得打他两下；

逼迫、恨恶你们的人

人瞪我一眼、我瞪回去，人打我一下、我恨不得打他两下；

华人同胞常会说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十年不晚，

这三年 十年中 所有的生活目标都是为着报仇这三年、十年中，所有的生活目标都是为着报仇。

主耶稣却释放了我们…

6:27b-28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咒诅你 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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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高招！主耶稣教导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来对待你的仇敌、对待恨你的人，

秘诀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
我们的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我们能够付出饶恕、怜恤，都是上帝先给我们了

十字架的纵向 ─我们跟父神之间有一个准确的关系，

才可能在人际之间，用所蒙的怜恤、恩典来付出

六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六31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道德律、生命的定律，
来掌管我们，这就是从上帝而来。

我们是属于他的，是在神国的子民当中，， ，

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法则来引导我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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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用了许多的比方耶稣用了许多的比方 ─
六29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

敌对你的人，不是以敌对还敌对、辱骂还辱骂，敌对你的人，不是以敌对还敌对、辱骂还辱骂，
让我们用神国的原则来应对他。

这是上帝倾倒在我们怀中丰盛且更丰盛的生命，这是上帝倾倒在我们怀中丰盛且更丰盛的生命，

这是生命的本质，以致爱与怜恤是生命中另外一种定律。

六32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六32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生命是蒙爱的状态，不是回报式的去爱人。

六36 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我们是属于神的人，父是慈悲、完全的，我们当然就是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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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36 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就彷佛是吩咐瘫子起来行走的命令一样就彷佛是吩咐瘫子起来行走的命令 样，
命令本身就负有能力、就是神恩典的运作。

当真正活在神国度 生命的本质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的 ──当真正活在神国度，生命的本质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的

自己得滋润，也足以成为周围人的滋润
既是属于神的 既有这样生命的特质既是属于神的、既有这样生命的特质，

在人际互动之间可以多么的丰富

六37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生活进入一种新的状态 ─ 不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
生命是富足的、是饱足的，生命是富足的、是饱足的，

因为上帝已经赋予我们这种生命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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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39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周围听道的人、以及前面所说的门徒

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门徒需要有清楚的属灵的洞见，

自己不能作瞎子，不然怎么能教导别人呢？

所以必须在耶稣的脚前先受教，

六41 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所 在耶稣 脚前 受教，

有属灵真理的洞悉了，才能去教导别人…

六41 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孰重孰轻搞不清状况孰重孰轻搞不清状况。

六40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六40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 样。
这就是门徒的定义，学生跟先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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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树跟果子的关系 来描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

六43 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用树跟果子的关系，来描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是准确的，

自然生命当中就能结出好果子自然生命当中就能结出好果子

如果是不准确的，

不可能指望坏树要结任何的好果子出来不可能指望坏树要结任何的好果子出来

生命的本质就像是树跟果子的关系一样，

是这么的自然 真实 装不出来的是这么的自然、真实、装不出来的。

长存的果子，不是挂上去的圣诞灯…
真正作主的门徒，好行为、言行举止，

都是从树木本身 ─ 具有生命力的树，有 命 ，

结出生命的果子，是荣耀耶稣、富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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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根

你们为甚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两种生命的根基 六46-49

你们为甚么称呼我 啊， 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盘石上；他像 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盘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惟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
水一冲 随即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的很大水 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的很大。

生命的根基可以立稳在盘石上 ─ 就是上帝的话

神的话作为生命的根基，不是只有知道而已，

而是知道、而且行道 ─而是知道、而且行道
盖房子需要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盘石上

呼召并教导门徒呼召并教导门徒

深深的挖掘是需要费工夫的

我们研读主的话，需要在主的话语当中深深地挖掘，

深深的挖掘是需要费工夫的
如果在沙土上…

主的话语就算是 福音书主的话语就算是四福音书，

也是在主后第一世纪，

两千年的时光 ─
要突破时空的阻隔来认识主的话，

需要深深地挖地，

来挖掘主话语、了解主话语的真意。

我们也需要主的话，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深深地挖掘。

在我们的生命已经有某些根基了在我们的生命已经有某些根基了，

这个根基是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在神的话语上呢？

呼召并教导门徒呼召并教导门徒
我们需要主的话语在生命中深深地挖掘，

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来察验 ─让我 被 察验
我生命当中的某些根基、某些价值观、

某些我认为理所当然的是非善恶，
在神话语的光照当中，

是不是真正符合主话语的规模呢？

当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

不只是花工夫的来挖掘主的话语、不只是花工夫的来挖掘主的话语、

想要明白主话语的真意
让我们更有这个渴望 ─ 读经 听讲道 默想当中让我们更有这个渴望  读经、听讲道、默想当中，

主的话语在我的生命当中深深地挖掘，

使我的生命更多的根基是在主话语上使我的生命更多的根基是在主话语上

而不是在我自己不稳固的根基上头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 爱我们的主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爱我们的主，

让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 句突然返回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一句突然返回。

引导我们，当我们愿意口称你为主、作你门徒的时刻，

帮助我们愿意专心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的道
让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你的话来服事我们
使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能够认定你使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能够认定你
让你的是成为我们的是、你的否成为我们的否
让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让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

渴望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多的成分是像你的，

每 个不像你 不属你的地方

阿们

每一个不像你、不属你的地方，
愿你亲自来光照、来修剪、来洁净。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