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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如何在他的家乡加利利，
开始宣告神国的福音。
四14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
；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路加福音常常提醒我们 ─
耶稣的名声如何的被众人所喜爱，
有许多人来追随他。
有许多人来追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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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名声真的这么重要
是否名声真的这么重要？
 这不是上帝所为耶稣计画十字架道路
 名声，是因为众人喜爱耶稣、追随耶稣

开始播放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呼召门徒
主耶稣进入拿撒勒的会堂，拿起先知的书卷 ─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四21 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四18-19
四

这是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会堂，聚集敬拜的时刻，
他们会读圣经 有分享 有讲解
他们会读圣经、有分享、有讲解。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
四22 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四15

当时跟随耶稣、听从耶稣教导的人，
当时跟随耶稣
听从耶稣教导的人
他们喜欢耶稣的教导，被耶稣的教导所吸引。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呼召门徒
非常反讽的突然冒出一句话 ─
四22

众人 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众人…又说：「这不是

约瑟 ─ 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父亲，
只不过是一个木匠，并不是什么大人物，
这语句有一点贬抑的味道。
第三章 ─路加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
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并不是约瑟的儿子而已。
四24

耶稣说：「没有先知在

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被人悦纳的 」
在家乡拿撒勒的会堂，
在家乡拿撒勒的会
，
主耶稣教训人的时刻，是不受欢迎、厌弃的。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 ‧呼召门徒

连续记载几件事，都是在安息日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
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
「唉！拿撒勒的耶稣，
我们与你有甚么相干？你来灭我们么？

四33-34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 ‧呼召门徒

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
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她求耶稣。
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
他立刻起来服事他们。

四38-39

「服事主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把岳母搞定，
在服事当中 常常是带来上帝非常多的祝福 」
在服事当中，常常是带来上帝非常多的祝福…」
在我们亲族家属里，他们真的要从我们的生命里 ─
看见耶稣的能力 看见耶稣的恩典
看见耶稣的能力、看见耶稣的恩典。

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有对比性 ─ 加利利的会堂，「这个人不过是约瑟的儿子」；
被鬼附的人口中说出「你是神的圣者」。
被鬼附的人口中说出「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立刻叫他闭嘴，不要撒但为他作见证，
这不是耶稣要走的道路。
这不是耶稣要走的道路
耶稣赶出了他身上的污鬼，这个人就得释放了。
四37

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

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甚么病，
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
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四40-41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 ‧呼召门徒

主耶稣出来宣告了神国的福音，
 有人 ─ 家乡的人，是很负面的，说 ─
「这不过是约瑟的儿子罢了」
 反而是被鬼附的人，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圣者、
反而是被鬼附的人 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圣者
是神的儿子、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
路加让我们看见 ─
主耶稣出来宣扬福音，不是每一个人都正面
正面的接受
的接受；
；
耶稣的能力，不因人接受与否有任何被
被限制的情境。
限制的情境。
主耶稣宣告天国的福音，
 不只是口传、不只是言语有能力
，
事 怜
需
，
 耶稣以他的权柄、能力，来服事、怜悯有需要的，
被鬼附的、得了重病的，耶稣医治他们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 ‧呼召门徒

有 多
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 有更多的需要
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
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
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四42-44

突显出耶稣在服事当中必须有所取舍 ─
 他必须要离开在服事很成功、很受欢迎的迦百农，
他必须要离开在服事很成功 很受欢迎的迦百农
离开那些想要留住他、欢迎他的人
 主耶稣他知道，除了迦百农，
主耶稣他知道 除了迦百农
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更多的人，
需要听到神国的福音
他受差遣，不是只有在受欢迎的地方留下来服事，
他要在各处有需要的地方，传讲神国的福音。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 ‧呼召门徒

我们在服事中，认为重要、不可少、取舍原则是什么呢？
事
重
少
舍
读经像照镜子一样，显明里面动机、判断的价值观标准何在。
当主耶稣在出来传福音、能力彰显，名声被大家所接受，
可是他不是就在受欢迎的地方服事，
这不是他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主耶稣知道「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受欢迎的」，
主耶稣知道「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受欢迎的」
可是耶稣第一个先在拿撒勒的会堂服事。
主耶稣服事的优先次序，不是 ─
 别人接受我、我能够成功 ─ 我就服事
 别人不接受我、可能不会成功 ─ 我就不服事
主耶稣基督服事有他自己的取舍原则 ─ 感受到使命感，
而不是只是追求成功，只是追求有果效、有效率。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呼召门徒

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我们的主很有智慧，在众人的拥挤中，
他要从这里面选召出门徒来。
他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上一章的西门彼得，
不是普通的穷渔夫 ─ 他有自己的船。
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
听众在湖岸上，
主耶稣在船上，在湖中心向着湖边的人
的人讲道
讲道；
；
场景讲得很清楚，
可是没有提到耶稣讲道的内容
内容。
。
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

五1-4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呼召门徒

这一段的核心是在耶稣讲完道之后，他要选召门徒。

平行记录当中，路加福音比马太、马可福音都来的长，
写得比较细节，提到耶稣跟西门彼得的两段对话。
五4

讲完了 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如果要说耶稣的专业，
 他是拉比、很懂得圣经
 跟随肉身的父亲约瑟，应该是木匠
 耶稣突然要指导专业渔夫彼得如何打鱼
打鱼
这个对话有一点张力
这个对话有
点张力 ─
拉比你讲解圣经、教我们作木匠，我们可以听
可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却在指导 位专业渔夫，
可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却在指导一位专业渔夫
要来怎么样下网打鱼！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呼召门徒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甚么。
门说 「夫子 我 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甚么
根据彼得的专业…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
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彼得的专业知识被耶稣来挑战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 网险些裂开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裂开
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
他们就来，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沉下去
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
说：

五5-9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当这一切展现在彼得眼前的时候，
他真的知道 ─ 这位是以色列的圣者、是神的儿子
这位是以色列的圣者 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在这个当下，主耶稣是呼召了彼得来跟随他。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呼召门徒

彼得跟以赛亚先知蒙召的经验很类似 ─
 以赛亚先知说 (赛六5)：「祸哉！我灭亡了，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彼得说 (路五8)：「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在圣洁的上帝 前
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生命中的罪污无所遁形。
生命中的罪污
形
主耶稣在彼得的眼前，让彼得认识他，
 不是要突显彼得生命中的软弱、败坏
，
，
 相对的，因为耶稣进入彼得的生命，
让彼得发现了人生另外的使命 ─ 一个更高的呼召
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了 」
得人渔夫
他的生命不再是得鱼，是要得人。
在神的国度，赢得更多的灵魂，丰丰富富的来跟随耶稣。

五10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呼召门徒

这段经文，
 最外圈的 ─ 竟然是耶稣的家乡拿撒勒，
在会堂里面一起敬拜的人说：「这不过只是约瑟的儿子」
 在邻城迦百农，认出他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圣者，
这些人在拥挤耶稣，很热闹，
看到耶稣能力彰显、鬼附的清醒过来、病得医治
病得医治…
…
耶稣所要的呢？
 他不是要人气很旺、
不是要有许多的人来跟随他
 他要的是真正认识他、
他要的是真正认识他
以耶稣的使命为他的使命、跟随耶稣的门徒
第五章 ─耶稣是呼召了三个门徒
耶稣是呼召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
彼得 雅各 约翰
跟随耶稣，成为得人渔夫，不再是在属世的世界得鱼。

‧在家乡拿撒勒 ‧迦百农事工‧呼召门徒

跟他一起 ─ 包含了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
庇太
雅各 约
三个渔夫一起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五11

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当主耶稣基督开始出来服事、宣告神国的福音，
当主耶稣基督开始出来服事
宣告神国的福音
不论当时的人预备好没有、欢不欢迎他，
耶稣已经带来了神国的使命 天国的福音
耶稣已经带来了神国的使命、天国的福音。
 先从家乡开始 ─ 宣告说
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 已经展现在眼前
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已经展现在眼前
 路加记录 ─圣灵的能力与耶稣同在，
耶稣的说话 行事都大有能力
耶稣的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
耶稣不是只要人被他的能力、怜悯所触摸；
耶稣所要的是每 个真实认识耶稣的人
耶稣所要的是每一个真实认识耶稣的人，
可以跟在耶稣身边，作他的门徒。

宣扬天国的福音
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生命的优先次序又是什么？
 让神的话语、能力，使我们看重耶稣所看重的
 愿意放下耶稣认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次要的
当我们真正认知主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
当我们真正认知主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
就舍得放下生命当中某些的次要因素。
当我们还不清楚主耶稣要我们放下什么的时候，
当我们还不清楚主耶稣要我们放下什么的时候
也让我们澄清 ─ 我们现在拥有什么？
彼得还没有跟随耶稣作门徒、还没有撇下渔船的时候，
渔船成为主耶稣基督讲道的讲台，
他们的渔船是打理好的、随时可以被耶稣用。
求主引导我们，当下也许还没有要撇下所有跟随耶稣的时刻，
反而让我们看看 ─我们手边所拥有的专业是什么？

宣扬天国的福音
也许你是作渔夫的、做电器的、做电子的…，
当好好的在专业当中服事上帝的时候，
这些都能够被主所用；
有 天主耶稣呼召我们，真正要来作得人渔夫的时刻，
有一天主耶稣呼召我们，真正要来作得人渔夫的时刻，
会看到在专业领域当中，已经为主耶稣作了美好的见证 ─
在专业领域 职场 人际关系里 都已经是得人渔夫了
在专业领域、职场、人际关系里，都已经是得人渔夫了。
当要撇下所有跟随耶稣的时候，
 不是因为那一部分做得不好，所以撇下了
不是因为那 部分做得不好 所以撇下了
 而是尽忠的抓住当下的机会，
 在专业领域中已经好好的服事主了
 以致主耶稣叫你撇下所有跟随耶稣的时刻，
时刻，
你是良心没有亏欠的！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祷告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
不只是救主、不只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更释放我们的生命、
可以自由的活在你的跟前。
当我们可以为你而活 我们就能够听得见 ─
当我们可以为你而活，我们就能够听得见
你给我们生命的呼召是什么；
主啊 你要引导我们的脚步 ─ 今天的脚步是你所设立的，
主啊！你要引导我们的脚步
今天的脚步是你所设立的
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你塑造我们，一直到认识你。
我深信你让我们清楚的走在你的善道正路当中。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