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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门徒的代价做门徒的代价 路加福音十二1至十三9

十二1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开讲 先对门徒说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就是假冒为善。」

作主的门徒 ─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付代价

要防备假冒为善，

是从里面做的，不是只有外在是 做 ， 是 有外在

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六祸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六祸，

许多都是因为只是着重外在的礼仪
忽略了内在跟上帝之间真实的关系忽略了内在跟上帝之间真实的关系

‧无惧的确信 ‧物质上的产业‧人子的来临‧需要悔改

我的朋友十二4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

耶稣在当代引起法利赛人 律法师的排斥耶稣在当代引起法利赛人、律法师的排斥，
都想捉拿耶稣的把柄、把耶稣置于死地；

跟随耶稣作门徒的人 生命就像主自己一样 ─跟随耶稣作门徒的人，生命就像主自己 样

在当代不见得是受欢迎的。

有些东西会使我们害怕有些东西会使我们害怕…
当怕的不是外在的，

不是会把门徒们抓拿交到官府去的不是会把门徒们抓拿交到官府去的

要怕的是能够杀我们的身体，

又能够把我们的灵魂丢在地狱里的又能够把我们的灵魂丢在地狱里的

耶稣自己面对十字架的阴影，

他教导门徒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当中他教导门徒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当中，

什么是当怕的、什么是不用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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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0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惟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这是门徒当怕的 ─ 不可亵渎圣灵。
教会弟兄姐妹常常恐怕说 我有没有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教会弟兄姐妹常常恐怕说 ─ 我有没有亵渎圣灵亵渎圣灵……

第十一章 ─ 当主耶稣赶鬼，

文士跟法利赛人却批评 藐视耶稣文士跟法利赛人却批评、藐视耶稣 ─
他赶鬼只不过是奉鬼王来赶鬼，

这个就是所谓亵渎圣灵

在上下文中让我们了解什么是亵渎圣灵，

这个就是所谓亵渎圣灵…

亵渎
当我们有这样子警觉性、圣灵提醒我们 ─

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我 尊 为 时候，

不会落在当时文士法利赛人的问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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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的写作 ─ 福音书、使徒行传，这些门徒常常经历逼迫，
从犹太人、后来也有从罗马官府来的逼迫。

十二11-12 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甚么话；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甚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十一章 ─ 天父会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
作门徒要付代价、面临逼迫的当下，

圣灵要指教当说的话，这是不用怕的，

圣灵会赐给他们口才、胆量

这段经文交织 ─ 耶稣一面教导门徒，
一面旁边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会给耶稣出一些考题面旁边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会给耶稣出 些考题，

来为难耶稣、挑战耶稣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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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3-15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 「耶稣说：「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财主的比喻 ─ 财主田产丰富的时候，财主的比喻  财主田产丰富的时候，
只想要盖一个大的仓房，可以收纳田里的出产，

却没有想到在上帝面前不富足。却 有 在 帝 前 富

从请耶稣来分开家业当中，

耶稣提醒 ─ 人内在的问题真正是贪心，耶稣提醒  人内在的问题真正是贪心，

进而教导真正的富足不是在地上的家道丰富，

乃是跟上帝有一个准确稳定的关系乃是跟上帝有 个准确稳定的关系，

这是真正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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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2-31 耶稣又转过来又对门徒说…

什么东西是我们该挂心该忧虑的 什么是不需要的忧虑什么东西是我们该挂心该忧虑的、什么是不需要的忧虑，
在生命当中吃什么、穿什么，不是我们要忧虑的，

没有办法用思虑使寿命增长没有办法用思虑使寿命增长

没有办法用思虑使身高变高

大自然上帝所创造的小花 小草 飞鸟大自然上帝所创造的小花、小草、飞鸟，

都有上帝的供应
要求的是求神的国 其它上帝必加给你们要求的是求神的国，其它上帝必加给你们

我们生命当中都会有思虑、烦恼，
耶稣引导我们 ─
不只消极的不去忧虑吃什么、穿什么

把生命焦点放在上帝的国 ─ 求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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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32a 你们这小群…

一次呼吁 ─我的朋友 这时候说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次呼吁 ─我的朋友，这时候说 ─你们这小群，
比较在耶稣身边上万的人，这一群还真是小群！

跟随耶稣的门徒，有些事不再成为生命中的重担、忧虑；

十二32b 不要惧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虽不是财主，也不必为着饮食、衣裳忧虑
天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

比较起来上帝的国度的永恒、丰富、荣美，

比我们生命当中吃、穿，都来得更重要、更具有吸引力。

十二33-34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赒济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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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并不是我们一定要所有的都变卖、才能够来跟随耶稣，
而是引导我们把钱财的思虑，放在生命中准确的位置上 ─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刻，

钱财、生命、饮食的思虑，能够各就各位恢复应有的次序。

我认识一位姐妹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智慧的财主吧，
当她要购买房子，她就向上帝祷告 ─当她要购买房子，她就向 帝祷告

你给我有能力买房子，让我买房子不是为我自己享受。为我自己享受。

她常常接待她认识的大学的朋友来到她家中…

她拥有钱财 可是钱财不是她的主 今生的思虑没有绊住她

她常常接待她认识的大学的朋友来到她家中…
就在她家的客厅，常常有人在那里认识耶稣。

她拥有钱财，可是钱财不是她的主，今生的思虑没有绊住她…
她真的乐意为自己积攒财宝在上帝的面前是富足的。

当财主遵耶稣为主的时候当财主遵耶稣为主的时候，

有人因为财主的摆上，是可以更丰丰富富的进入主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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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35-37a 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

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看见仆人儆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耶稣有相当多的教导，是关于 ─
第二次再来的时刻第二次再来的时刻，

是说要预备、要警醒，

那个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预测，

就好像家主不知道

贼什么时候会上门 样贼什么时候会上门一样。

十二40 你们也要预备；
人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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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有很多人围绕耶稣，包含门徒…

十二41 彼得说：「主啊，十二41 彼得说：「主啊，
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

耶稣喜欢用比喻来教导 是非常有智慧的老师耶稣喜欢用比喻来教导、是非常有智慧的老师。
耶稣用比喻教导的时候，我们要留意，

这个比喻在上下文中 会定焦在某 些听道的人这个比喻在上下文中，会定焦在某一些听道的人，

彼得的问话帮我们澄清 ─
谁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谁要像忠心的仆人等候主人？谁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谁要像忠心的仆人等候主人？

十二42 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耶稣的再来 他像主人 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

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耶稣的再来，他像主人，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
要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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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44-6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的处治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在上帝面前 我们要如何做 个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如何做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
也许我们在服事主的路程上，会有不同的角色…
 些姐妹非常爱主 在家里是媳妇的角色角色一些姐妹非常爱主，在家里是媳妇的角色，角色，

这个角色最能够有影响力 ─亲手服侍公婆公婆……

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不见得一定在圣工上，
在家庭当中、在上帝所派我们任何的职分角色，，在家庭当中、在上帝所派我们任何的职分角色，，

我们都可以成为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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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47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求主帮助 ─
每次在读主的话语的当中每次在读主的话语的当中，

让我们按照真理来认识主

道主的意思的时刻知道主的意思的时刻，

不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道
可 身体力行的按照主人的意思来生活生活可以身体力行的按照主人的意思来生活生活，，

按照主人的意思来做管家的职分

让我们常常在主的话语当中，
能够按照主的意思来生活能够按照主的意思来生活

认识主的意思，我们才能够按照主的意思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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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49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当认定要跟随主、服事主的时刻，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 ─
有所为 因为知道这是主的意思有所为，因为知道这是主的意思

有所不为，因为知道这是主所不喜悦的

所以在世界中 会有纷争的问题所以在世界中，会有纷争的问题，

我们的生命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优先次序，就是纷争。

十二53 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

因为服事主、遵主为大、遵守主耶稣的教导，因为服事主、遵主为大、遵守主耶稣的教导，

而造成人际不和谐的时候 ─ 主耶稣负你的责任！

遵行主耶稣的真理 要付代价遵行主耶稣的真理 要付代价

不遵行主的真理 也要付代价，而且付的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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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愿意按照主人的意思来生活、来做，

十二56b 你们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会有一些所谓纷争的问题…

十二56b 你们…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这个时候 ─
上帝的国随着主耶稣的来到上帝的国随着主耶稣的来到，

带来新的治理法则，

要求 顺服主耶稣 称耶稣为主要求人顺服主耶稣、称耶稣为主，

顺着主耶稣的命令而行，

神的国是神的国来到了！

这个时候 ─
我们要选择顺服耶稣，而不要惧怕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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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5 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
搀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当时观念 ─ 那些人做了更多对不起上帝、
得罪神的事情，才会受这么惨的遭遇。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更有罪罪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更有罪，罪，

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当时可能发生了另外一个惨剧 ─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 压死十八个人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你们若 悔改 都要如此 亡 」

主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丰丰富富的带来神的国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主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丰丰富富的带来神的国，
你要能够分辨 ─ 现在是要来转向、迎接神的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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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6-9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

就对管园的说：「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前找果子找果子，，
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

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
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上帝透过主耶稣带来了神国的治理，
当代要分辨这个时刻 要选择进入神的国

； 若结果子 ， 再 了。」

当代要分辨这个时刻，要选择进入神的国，

不然不结果子的树、要把它砍了…
也提醒当时作门徒或是不作门徒 需要做 个决定决定

你呢？不知道在路加福音有没有看到自己，

也提醒当时作门徒或是不作门徒，需要做一个决定决定。。

你呢 不知道在路加福音有没有看到自己，

「我是否是一个按照主的意思，忠心又有见识的好管家呢？」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仰望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仰望你，

我们承认在世生活的时刻，

人多的地方 以为就是对的位置人多的地方，以为就是对的位置，

大家都说的话，以为都得照着去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当中、听见你的声音，

让我们愿意按照神国的标准让我们愿意按照神国的标准，

来过我们今天在世寄居的日子。

谢谢你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 跟随你 使我们像你谢谢你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跟随你、使我们像你，

使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个神国度的优先次序，

那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国度；

恩待我们愿意付代价的跟随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