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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差派挑战与差派 路加福音九1-62

不只耶稣自己服事，他差派了门徒 ─
赐给他们能力 权柄 差派他们出去服事赐给他们能力、权柄，差派他们出去服事。

九1-5 耶稣给他们能力、权柄，制伏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
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

差派门徒出去的当下，又教导他们如何服事 ─
对他们说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拐杖和口袋口袋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口袋，，

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
无论进那 家 就住在那里 也从那里起行无论进那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

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

门徒服事的地点 都是在选民所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

门徒服事的地点，都是在选民所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他们奉耶稣的名出去的时候，耶稣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

挑战与差派挑战与差派
福音书当中记载耶稣行神迹 ─ 医治病人、被鬼附的人，

用意不是我们要如法炮制…用意不是我们要如法炮制…
这一切的神迹其实要证明神国的能力，

神的国度已经随着主耶稣的来到，神的国度已经随着主耶稣的来到，

进入了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

焦点不是神迹焦点不是神迹，

乃是主耶稣的权柄能力来见证神的国度，

在当时的世代当中已经介入了，

不只是耶稣的身上，在门徒的身上也如此。如此。

所以并不是要我们去归纳…
这不是福音书作者写作的目的；这不是福音书作者写作的目的；

让我们看见 ─神的国度大有权能的、在当时世代已经展现。

‧耶稣是谁 ‧登山变像‧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九9 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甚么人？」

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 门徒也惊讶希奇说 ─ 这是甚么人？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门徒也惊讶希奇说  这是甚么人？

门徒带着耶稣的权柄出去服事，希律王也有这样的疑虑。

下 个事件 五饼二鱼的神迹 神的国这个时候下一个事件 ─五饼二鱼的神迹，神的国这个时候 ─
不只是满足人生命中，灵魂、罪得赦免，病得医治

五千个人需要饮食的时刻 耶稣也满足了他们五千个人需要饮食的时刻，耶稣也满足了他们

主耶稣的确是 位慷慨供应的主主耶稣的确是一位慷慨供应的主，
所行的神迹是不折不扣的，

收拾起来的零碎都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收拾起来的零碎都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比本来五个饼两条鱼，是更多、更丰富更丰富的的。。

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的神迹，四部福音书都记载了。



‧耶稣是谁 ‧登山变像‧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九18-20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
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

到底耶稣是谁？人真的认识他吗？门徒真的认识他吗？

身边的会众认识耶稣是谁吗？希律王认识耶稣是谁吗？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

旧约的希伯来圣经翻译为弥赛亚，

受膏者 弥赛亚弥赛亚意思是受膏者，希伯来发音音译是弥赛亚弥赛亚
新约的希腊文，音译就是基督新约的希腊文，音译就是基督
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

‧耶稣是谁 ‧登山变像‧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九21-22 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主后第 世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 直期待弥赛亚要来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一直期待弥赛亚要来。
犹太人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已过了非常多的年岁 ─

犹大在主前 586 年就被灭了犹大在主前 586 年就被灭了，

到主耶稣降生的年头，始终没有地上的没有地上的政治实体政治实体，，

只拥有 个圣殿 在那里敬敬拜而已拜而已只拥有一个圣殿、在那里敬敬拜而已；拜而已；

他们期望一位政治型、军事型的领袖领袖来解救他们来解救他们……

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望，

已经不单纯的是上帝在旧约圣经所预言的 ─

一位受苦的仆人，带来救赎的弥赛亚。

‧耶稣是谁 ‧登山变像‧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九20b-21 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
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当代的人会拥戴耶稣作王 ─
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建立地上的犹太国；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建立地上的犹太国；

耶稣的人生使命乃是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九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是耶稣第一次公开跟门徒说 ─ 他要上十字架；
也是耶稣第一次被门徒认出 ─ 是基督、弥赛亚，也是耶稣第 次被门徒认出  是基督、弥赛亚，

可是耶稣顿时告诉他们

不是你们所期待政治型、军事型的弥赛亚不是你们所期待政治型、军事型的弥赛亚
相对的，是要钉十架的基督

‧耶稣是谁 ‧登山变像‧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九22 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人子在路加福音 共出现二十五次人子在路加福音一共出现二十五次，

耶稣刻意避开弥赛亚这个字汇来描述自己

人子就是百分之百的人 活在人群当中的人子人子就是百分之百的人，活在人群当中的人子

旧约 ─人子是大有能力的一个人物，有双关语的意味

耶稣就明明的指称说 ─ 他就是要上十字架，
跟随他的门徒，也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跟随他的门徒， 是要背着自 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作门徒的人，受到相当的逼迫，而不必怕逼迫！

当有十字架的重担在身上的时候，当有十字架的重担在身上的时候，

了解是跟随着主、走在一条准确的道路上。

不要为自己去保全任何不要为自己去保全任何

却真正是在上帝荣耀国度里被记念的



‧耶稣是谁‧登山变像 ‧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这段谈话中，没有提到门徒的反应如何…
九27-31 「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

这句话的意思被「主耶稣登山变像」的经文解释了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

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衣服洁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

摩西是上帝亲手埋葬、以利亚乘着火车火马被接升天，

是在地上没有坟墓、不尝死味的。

去世 希腊文 Exodus 就是出埃及记的卷名 一个双关语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去世 ─ 希腊文 Exodus，就是出埃及记的卷名，一个双关语，

耶稣的去世不是悲剧，彷佛是出埃及事件的再现…

‧耶稣是谁‧登山变像 ‧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九34 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旧约中相当多讲到上帝荣耀同在的时候，旧约中相当多讲到 帝荣耀同在的时候，

都提到云彩与荣光 ─
会幕建造完毕 有云彩和荣光会幕建造完毕，有云彩和荣光
所罗门建造圣殿，献殿的时候有云彩与荣光
是圣经的一个套语 记号 描述上帝浓浓的同在

九35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拣选的

是圣经的 个套语、记号，描述上帝浓浓的同在

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在这个当下见证了耶稣是谁 ─在这个当下见证了耶稣是谁

耶稣真的就是上帝所膏立的基督！

真正的荣耀是在耶稣的去世 舍身流血真正的荣耀是在耶稣的去世、舍身流血，

钉十字架当中所展现的。

‧耶稣是谁‧登山变像 ‧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圣经所记 的救赎 史 上帝的神迹奇事有 高峰期圣经所记载的救赎历史，上帝的神迹奇事有几个高峰期 ─
1. 摩西时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十灾当中、旷野时期，有多少神迹

2. 以利亚与以利沙在列王纪的时刻，

在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使用当代这两位先知，

有非常多的神迹奇事，来见证上帝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

3. 耶稣以及使徒时代，有非常的神迹奇事

都是来见证上帝的掌权 上帝的国度的权能都是来见证上帝的掌权、上帝的国度的权能，
如何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来介入了人间的世事。

‧耶稣是谁‧登山变像 ‧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这么荣耀的一刻，到底门徒明不明白呢？

九33 彼得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九33 彼得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甚么。

下山之后，有一个患癫痫病的孩子、门徒没有办法医治他…

九41 耶稣说：「嗳！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 」九41 耶稣说：「嗳！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

主耶稣要走向耶路撒冷，门徒并没有预备好

耶稣所讲的十字架 门徒并不明白耶稣所讲的十字架，门徒并不明白

在上帝荣耀的同在中，门徒也有一点状况外

九42-43 耶稣把孩子治好了…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

相信神迹并不是一个使人能够得救的信心相信神迹并不是一个使人能够得救的信心，
我们必须要相信主自己、真正认识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登山变像‧预言受难 ‧向耶路撒冷去

九44-48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耶稣第二次跟门徒预言他要受难 ─
九44 48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

门徒中间起了议论 谁将为大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

门徒跟耶稣非常不同心…
耶稣领 个小孩子来 对他们说耶稣领一个小孩子来，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门徒的焦点跟耶稣的焦点两回事 ─

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

门徒的焦点跟耶稣的焦点两回事
耶稣在准备往耶路撒冷去之前，

两次预言自己要被钉十字架两次预言自己要被钉十字架
门徒不明白，也没有预备好

‧耶稣是谁 ‧登山变像‧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九51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九章五十一节开始，是路加福音文脉的一个转折 ─

九51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一直到十九章二十八节才到耶路撒冷。

这一段经文中，

耶稣所有做的事情、所有给门徒的教导，耶稣所有做的事情、所有给门徒的教导，

都以向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作为背景

预备门徒、教导门徒预备门徒、教导门徒，

怎么样去迎接临到他们的十字架

九52-55 他们到了撒马利亚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门徒就说：「主啊，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

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耶稣是谁 ‧登山变像‧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九59-60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
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耶稣不是要我们六亲不认的只认耶稣，
相对 当我们真正全心全意跟随主的时候相对，当我们真正全心全意跟随主的时候，

耶稣选召、耶稣负责

上帝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上帝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当我们专心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到 ─当我们专心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到
你的家人、你所在乎的，耶稣自己来负他们的责任！

你回应主的呼召，耶稣就为你的家人也负全备的责任，你回应主的呼召，耶稣就为你的家人也负全备的责任，

我们只要专心跟从主。

‧耶稣是谁 ‧登山变像‧预言受难‧向耶路撒冷去

当我自 跟随主 十多年 我发当我自己跟随主二十多年，我发现 ─
我的家人一个一个被主得着、一同来经历神。

上帝 亲我真的可以见证 ─上帝不是要我们六亲不认的服事主而已，

而是当我们真正好好服事主、听从主、跟随主，

我们的亲属、密友，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看见那个价值观、看见真理；

他们开始有机会真正经历到 ─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都必得救！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 家都都必得救！必得救！
他们因为你的跟随主，

他们的生命有机会从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专心回应主的呼召 我们所在乎的 ─

他们的生命有机会从你的生命当中，

看见真光、主的能力、主的荣美！

我们专心回应主的呼召，我们所在乎的
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他能够保全、直到那日。



祷祷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祷祷
告告

我们有什么可以拿来奉献给你、为你的国度来摆上的呢？
当我们只是单纯的回应你的呼召，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刻，

我就会看见在你的国度 你的选召里面 告告我就会看见在你的国度、你的选召里面，
你的权柄、能力，就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释放跟医治；

以致于我们所关切的家人 也可以在我们的跟随的路上以致于我们所关切的家人，也可以在我们的跟随的路上，
一起经历到十字架带来的救赎跟荣美。

照你所应许的 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照你所应许的，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
我们所关切的家人，也一同经历到你丰富的预备
你亲自引导应许在你的国度当中，有一个更美的团圆
让我们一同在你父的家里，是丰丰富富进入你的国

求你祝福让我们这一群愿意服事你、跟随你的门徒，
让我们是一家一家的因为专心跟随你，
以致我们真的见证你的荣美、国度的丰富是向我们展现的。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