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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真義門徒真義 路加福音十1-24

十1-2 主又設立七十個人，…
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十13 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啊，你有禍了！

對比古時所多瑪、蛾摩拉，那些外邦罪惡滿盈的城市，

當代這些城市，不見得對福音有正面的回應。

路加福音惟獨記錄差遣了第二次的打發，

給這七十個人的教導囑咐，跟第九章蠻類似的類似的 ──

神的國度已經來到，會有神蹟奇事來見證見證

提醒他們有簡單的行程、裝扮、生活

主要目的是在黑暗的世代中，傳揚主耶穌基督的福音耶穌基督的福音

當代的人是不是接受耶穌以及所差遣的門徒門徒？？

‧差遣門徒‧門徒的喜樂 ‧耶穌的校正 ‧耶穌的喜樂 ‧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求神引導，讓我們今天仍然看見 ─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我們會覺得好羨慕當代的門徒，可以 ─

跟在耶穌的身邊、看見主的一言一行、接受主的教導。

可是門徒就算親眼看見耶穌所做、親耳聽見耶穌所說，

不見得真正完全的明白，

跟著耶穌傳道，也沒有確保百分之一百的果效；的果效；

主耶穌撒種的比喻 ─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果效，果效，

四種土只有一種，有正面好的回應。

不是說 ─ 我們趕快去作工吧

而是說 ─ 要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祂是莊稼的主，我們是祂所打發的工人

所有做工的結果，不是我們所要去在意的

十17a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

十17b 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路加福音常常出現歡喜、歡歡喜喜的字眼；

這時候，這群服事耶穌的人歡歡喜喜的回來 ─

一個服事主的人真正的喜樂在哪裡？

當我們在乎自己做了什麼，

我們做的成功了會歡喜。

這群門徒成功的原因，是因為耶穌差遣他們

─ 祂是莊稼的主，

耶穌差遣他們，

耶穌就負他們工作的責任。

‧差遣門徒‧門徒的喜樂‧耶穌的校正 ‧耶穌的喜樂 ‧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也許我們很平凡、沒有什麼恩賜，

可是我們這一群平凡的人，可以被主耶穌信任 ─

要向這個黑暗的世界來宣揚主的愛、主的光明。

我們是主耶穌基督在世界的代表，

向這個黑暗世界來宣揚耶穌的光。

因為耶穌差遣，以致於能夠歡歡喜喜來見證 ─

真的，鬼都服了耶穌！
門徒能夠成功，因為耶穌差遣了他們。

十16 又對門徒說：
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

棄絕你們的就是棄絕我；

棄絕我的就是棄絕那差我來的。

‧差遣門徒‧門徒的喜樂‧耶穌的校正 ‧耶穌的喜樂 ‧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在我所服事的群體當中，有一群是在職場上班的，

成立但以理學院─ 希望自己像但以理一樣，

也許不是蒙召在教會服事，

而是在職場能夠為主耶穌見證…

引導我們看見 ─ 耶穌的差遣，

上班不只是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而已

讓我們所在生命中任何職場的位置、人生的角色，

都是主耶穌的差派，以致於可以為主來放光

耶穌是真光，

在生命當中只要耶穌差遣我們，

就有這樣的能力、光明的特質，可以被神所用。

‧差遣門徒‧門徒的喜樂‧耶穌的校正 ‧耶穌的喜樂 ‧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十18a 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

這些人歡歡喜喜的回來，他們真的知道 ─ 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們在服事裡自己是否經歷到 ─

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我們會引導人豐豐富富的進入神的國嗎？

常常看見福音的能力在服事當中，自己被感動、被吸引？

看見被上帝能力所觸摸的人的生命，被改變、被更新？

這是耶穌的權柄，耶穌的名高過萬名之上的名的名，，

我們可以放膽的向這黑暗的世代來為主發光為主發光，，

越是黑暗之處、越是需要主的真光。

當我們奉主的名為主來服事的時候，

主耶穌就賜給我們恩賜、賜給我們權柄權柄。。

‧差遣門徒‧門徒的喜樂‧耶穌的校正 ‧耶穌的喜樂 ‧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十20 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我們的喜樂不應只在乎自己做了什麼、做成了什麼，

應該要來在乎上帝做了什麼。

上帝做的 ─ 我們的名記錄在天上，

屬靈的金榜題名，被上帝所記念、所驗重的。

太七21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

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從天墜落的撒但真的算不得什麼，

我們是名錄在天上的、屬天的國民，

這就讓我們值得歡喜快樂 ─

我們被上帝所記念，是一群服事主的人，

我們生命有所屬。

‧差遣門徒 ‧門徒的喜樂‧耶穌的校正‧耶穌的喜樂 ‧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我們卻真的知道 ─

上帝的國度是一個不能震動的國！

當我們屬於神、跟隨神的時刻，

那是一個不能震動的國度、

是我們的歡喜快樂！

我們的喜樂泉源，
不是因為個人的成敗得失，

是因為我們屬於神，神的國度是一個不能震動的國度。

在這個世界，許多事情都是多變的…
許多穩定的行業，好像只是一張紙飯碗

人類的財富、數字頓時之間失去它的價值跟意義

‧差遣門徒 ‧門徒的喜樂‧耶穌的校正‧耶穌的喜樂 ‧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門徒們出去服事非常有果效

哥拉汛、伯賽大對耶穌所傳的福音是負面的

耶穌的反應非常的有意思 ─

主耶穌歡樂的泉源，乃是在乎祂跟天父之間的關係

耶穌在聖靈裡的歡樂，是一種非常單純的智慧

喜樂的祕訣乃是向父神禱告的時刻，可以澄清我們的觀點，

真正值得歡喜快樂的、真正在上帝面前

有意義、有價值、能夠永存、被記念的，到底是什麼呢？

十21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說：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

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

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差遣門徒 ‧門徒的喜樂‧耶穌的校正‧耶穌的喜樂 ‧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主耶穌在聖靈的感動當中歡樂起來 ─

不是因為做工有果效、被人接納，乃是發現上帝的美意 ─

是向嬰孩、不那麼有知識、不那麼聰明通達的人，

神的美意向那些人顯露出來。

這也是路加福音一直以來所強調的，

自以為神國裡排名在前面的法利賽人跟文士士，，落在後頭落在後頭

似是無知孩子，上帝卻向這群人顯明神國的豐富跟奧祕的豐富跟奧祕

當讀這經文時，讓我們體會 ─ 真正的喜樂在哪裡呢哪裡呢？？

不是我們手中做成的事，不是自我中心…

是在乎上帝所做的什麼
讓我們體會什麼是上帝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我們更多的想念、在乎這個部分，

我們就更懂得「真正的喜樂是人所不能奪去的」

‧差遣門徒 ‧門徒的喜樂 ‧耶穌的校正‧耶穌的喜樂‧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他常常在弟兄姐妹當中分享生命中優先次序，

就是要花時間在教會、在上帝面前

就是要花時間在陪伴家人、兒女成長當中

在我所服事的教會群體當中，有許多年輕的夫婦 ─

打拚事業、照顧家庭孩子，時間是最不夠用的。

曾有一個弟兄，在有機會升遷轉業的時候，

仔細思量 ─ 到底生命當中，我要求的是什麼…

生命當中，最珍貴的就是時間，

渴望有時間在教會當中服事、在屬靈當中追求

渴望時間能夠用在陪伴所最親愛的家人身上

相對的，不可能在職場投入那麼多的時間

所以他說 ─ 我決定了…

‧差遣門徒 ‧門徒的喜樂 ‧耶穌的校正‧耶穌的喜樂‧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聖經讓我們看見真正重要的 ─ 我們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當有真理的基礎，我們願意付代價來遵行主的話，

會是我們生命的滿足、喜樂。

上帝的美意也許外在看來，並不是人所認為的好事情…
而主耶穌單單因為上帝的美意，祂歡喜快樂

如果只用外在來衡量，似乎是比別人矮了半截；

可是一群有同樣價值觀的屬靈同伴，

願意為真理付代價、持守所認為重要的、

花時間投注在認為重要的事情上，這是沒有後悔的投資的投資。。

上帝的話語是非常真實的，在每回做決定的時候，

願意按照上帝所看重的，也要成為我們所看重的

如果不能夠察驗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很容易隨波逐流 ─ 大家所爭取的，也是我不能不追求的

‧差遣門徒 ‧門徒的喜樂 ‧耶穌的校正‧耶穌的喜樂‧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差遣門徒 ‧門徒的喜樂 ‧耶穌的校正 ‧耶穌的喜樂 ‧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十23-2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

「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訴你們，

從前有許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見，

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

舊約所預言的、歷史所要成就的目標，在耶穌身上就要成就；

神子民所盼望的美夢、追求的理想，在耶穌身上就要成全。

耶穌向門徒展現了祂跟天父之間親密的關係 ─

耶穌認識天父，門徒透過耶穌來認識天父

是耶穌跟天父之間美好的、團契的關係

是主耶穌生命當中，得力、得喜樂的祕訣

十22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
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是誰誰。

‧差遣門徒 ‧門徒的喜樂 ‧耶穌的校正 ‧耶穌的喜樂 ‧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在耶穌的裡面，神與人相遇，

所帶來道成肉身的人性 ─ 人群當中的人子，

所活出在上帝面前的豐富榮美，也展現在世人的眼前，

以致於靈裡貧窮的人，在上帝的眼前被稱為神的兒女

因著耶穌所成全的救贖，被觸摸、成為上帝榮美的兒女

耶穌引導七十個門徒，澄清他們生命的焦點 ─

真正要在乎的、值得我們喜樂的，

不是外在環境的成敗得失

乃是在上帝的國度中，我們跟神的關係，

我們的名字被祂記錄在天上

也許服事裡，被人記念、說謝謝的不多，

我們所做的是被上帝所記念，

我們的名字是被記錄在天上的。

門徒真義門徒真義

在歷世歷代，像耶穌、像當代的門徒一樣，

繼續不斷的差派出去，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
這是我們生命當中真正的歡喜快樂。

這七十個門徒，看見神國的奧祕引起門徒的委身，

更多的被差派出去，使更多的人做門徒…
使得福音在主後第一世紀，傳揚到當時的地極 ─ 羅馬。

這是耶穌的歡樂以及門徒的歡樂。

求主恩待，在我們所蒙的救贖憐憫，

成為生命的飽足、歡樂，更是人生的使命 ─

不斷向這個世代來高舉救恩的杯。

讓我們有願意、有這樣願意的心，

被主來傳遞出去！



門徒真義門徒真義

上帝做了很奇妙的事情 ─

過去都是比較年輕、剛從學校畢業的弟兄姐妹被主選召

最近愈來愈多中年人，提早退休，要起來被主所用，

他們過去是帶職事奉，可是在兒女比較長大的時刻…
他們願意放下，真正看見有什麼比服事主更好的呢？

願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耶穌。

我們都是最適合進入葡萄園，

聽見主的呼召，一起進入葡萄園來工作。

求主幫助我們 ─ 讓我們常常聽見

那個被主選召的呼聲、被主差派的委任，

更常常享受到與主同心、同行、同工、

名字被記錄在天上的歡喜快樂。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謝謝你，

讓你的喜樂成為我們的喜樂，

讓你國度的榮美成為我們生命當中的吸引。

在當年的差派當中，

這七十個人真正經歷到可以被你所用，

歷世歷代、萬國萬民當中，被你選召的主工人，

不斷的經歷到從你而來聖靈的能力、

聖靈賜給我們在福音豐收當中，與你一同歡喜快樂。

主啊！引導我們，讓我們在這個世代當中 ─

願意成為主自己光明無暇疵的兒女，

更願意你差派我們進入葡萄園服事主的工人。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
我深信你是莊稼的主，

也讓我們看見我們所處的環境當中 ─

那個發白的莊稼。

主耶穌讓我們體會你的心腸 ─

我們就是呼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主啊！讓我自己也願意成為

順服的、被你差遣的一群人，

與你同工、與你一同享受收割的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