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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真义
第十一课…

门徒真义

主又设立七十个人，…
就对他们说
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十1-2

路加福音惟独记录差遣了第二次的打发
路加福音惟独记录差遣了第二次的打发，
给这七十个人的教导嘱咐，跟第九章蛮类似的
类似的 ─
 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会有神迹奇事来见证
神的国度已经来到 会有神迹奇事来见证
见证
 提醒他们有简单的行程、装扮、生活
 主要目的是在黑暗的世代中，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主要目的是在黑暗的世代中 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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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耶稣的校正‧耶稣的喜乐‧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我们会觉得好羡慕当代的门徒，可以 ─
跟在耶稣的身边、看见主的一言一行、接受主的教导。
可是门徒就算亲眼看见耶稣所做、亲耳听见耶稣所说，
徒
稣所
稣所说
不见得真正完全的明白，
跟着耶稣传道，也没有确保百分之一百的
的果效；
主耶稣撒种的比喻 ─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果效，
果效，
四种土只有一种，有正面好的回应。
求神引导，让我们今天仍然看见 ─

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不是说 ─ 我们赶快去作工吧
 而是说 ─ 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他是庄稼的主，我们是他所打发的工人
他是庄稼的主 我们是他所打发的工人
 所有做工的结果，不是我们所要去在意的

哥拉汛哪，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

对比古时所多玛、蛾摩拉，那些外邦罪恶满盈的城市，
对比古时所多玛
蛾摩拉 那些外邦罪恶满盈的城市
当代这些城市，不见得对福音有正面的回应。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 ‧耶稣的校正‧耶稣的喜乐‧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十17a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

路加福音常常出现欢喜、欢欢喜喜的字眼；
路加福音常常出现欢喜
欢欢喜喜的字眼；
这时候，这群服事耶稣的人欢欢喜喜的回来 ─
十17b

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一个服事主的人真正的喜乐在哪里？
个服事主的人真正的喜乐在哪里？
当我们在乎自己做了什么，
我们做的成功了会欢喜。
我们做的成功了会欢喜
这群门徒成功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差遣他们
─ 他是庄稼的主，

耶稣差遣他们，
耶稣就负他们工作的责任。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 ‧耶稣的校正‧耶稣的喜乐‧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也许我们很平凡、没有什么恩赐，
可是我们这一群平凡的人，可以被主耶稣信任 ─
要向这个黑暗的世界来宣扬主的爱、主的光明。
又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

十16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界的代表，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界的代表
向这个黑暗世界来宣扬耶稣的光。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 ‧耶稣的校正‧耶稣的喜乐‧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在我所服事的群体当中，有一群是在职场上班的，
成立但以理学院 ─ 希望自己像但以理一样，
也许不是蒙召在教会服事，
是在职场能够为主耶稣见
而是在职场能够为主耶稣见证…
引导我们看见 ─ 耶稣的差遣，
耶稣的差遣
 上班不只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已
 让我们所在生命中任何职场的位置、人生的角色，
让我们所在生命中任何职场的位置 人生的角色
都是主耶稣的差派，以致于可以为主来放光

耶稣是真光，

因为耶稣差遣，以致于能够欢欢喜喜来见证 ─

真的，鬼都服了耶稣！

在生命当中只要耶稣差遣我们，
就有这样的能力、光明的特质，可以被神所用。

门徒能够成功，因为耶稣差遣了他们。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 ‧耶稣的校正‧耶稣的喜乐‧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十18a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耶稣的校正 ‧耶稣的喜乐‧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我们的喜乐不应只在乎自己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
应该要来在乎上帝做了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

这是耶稣的权柄，耶稣的名高过万名之上的
这是耶稣的权柄
耶稣的名高过万名之上的
的名，
我们可以放胆的向这黑暗的世代来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
越是黑暗之处 越是需要主的真光
越是黑暗之处、越是需要主的真光。
当我们奉主的名为主来服事的时候，
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恩赐 赐给我们权柄
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权柄
权柄。
权柄。

十20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上帝做的 ─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
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

属灵的金榜题名，被上帝所记念、所验重的。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太七21

这些人欢欢喜喜的回来，他们真的知道 ─ 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们在服事里自己是否经历到 ─

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 切相信的。
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我们会引导人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吗？
 常常看见福音的能力在服事当中，自己被感动、被吸引？
常常看见福音的能力在服事当中 自己被感动、被吸引？
 看见被上帝能力所触摸的人的生命，被改变、被更新？

从天坠落的撒但真的算不得什么，
我们是名录在天上的、属天的国民，
这就让我们值得欢喜快乐 ─

我们被上帝所记念，是
我们被上帝所记念
是一群服事主的人
群服事主的人，
我们生命有所属。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耶稣的校正 ‧耶稣的喜乐‧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我们的喜乐泉源，
不是因为个人的成败得失，
是因为我们属于神 神的国度是 个不能震动的国度
是因为我们属于神，神的国度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
在这个世界，许多事情都是多变的…
许多稳定的行业，好像只是一张纸饭碗
人类的财富、数字顿时之间失去它的价值跟意义
我们却真的知道 ─
 上帝的国度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
 当我们属于神、跟随神的时刻，
那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
是我们的欢喜快乐！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耶稣的校正 ‧耶稣的喜乐‧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门徒们出去服事非常有果效
 哥拉汛、伯赛大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是负面的
耶稣的反应非常的有意思 ─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
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说：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

十21

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主耶稣欢乐的泉源，乃是在乎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
 耶稣在圣灵里的欢乐，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智慧
喜乐的秘诀乃是向父神祷告的时刻，可以澄清我们的观点，
真正值得欢喜快乐的、真正在上帝面前
有意义、有价值、能够永存、被记念的，到底是什么呢？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耶稣的校正‧耶稣的喜乐 ‧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耶稣的校正‧耶稣的喜乐 ‧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主耶稣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欢乐起来 ─
不是因为做工有果效、被人接纳，乃是发现上帝的美意 ─
是向婴孩、不那么有知识、不那么聪明通达的人，
神的美意向那些人显露出来。
这也是路加福音一直以来所强调的，
 自以为神国里排名在前面的法利赛人跟文士
士，落在后头
 似是无知孩子，上帝却向这群人显明神国的丰富跟奥秘
的丰富跟奥秘

在我所服事的教会群体当中，有许多年轻的夫妇 ─
打拚事业、照顾家庭孩子，时间是最不够用的。

当读这经文时，让我们体会
经
， 我
─ 真正的喜乐在哪里呢
乐 哪里呢？
？
 不是我们手中做成的事，不是自我中心…
是在乎上帝所做的什么
 让我们体会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更多的想念 在乎这个部分
我们更多的想念、在乎这个部分，
我们就更懂得「真正的喜乐是人所不能夺去的」

曾有一个弟兄，在有机会升迁转业的时候，
仔细思量 ─到底生命当中
到底生命当中，我要求的是什么…
我要求的是什么
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就是时间，
 渴望有时间在教会当中服事、在属灵当中追求
渴望有时间在教会当中服事 在属灵当中追求
 渴望时间能够用在陪伴所最亲爱的家人身上
 相对的，不可能在职场投入那么多的时间
相对的 不可能在职场投入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他说 ─我决定了…
他常常在弟兄姐妹当中分享生命中优先次序，
 就是要花时间在教会、在上帝面前
 就是要花时间在陪伴家人、儿女成长当中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耶稣的校正‧耶稣的喜乐 ‧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如果只用外在来衡量，似乎是比别人矮了半截；
可是一群有同样价值观的属灵同伴，
愿意为真理付代价、持守所认为重要的、
花时间投注在认为重要的事情上，这是没有后悔的投资
的投资。
。
上帝的话语是非常真实的，在每回做决定的时候，
 愿意按照上帝所看重的，也要成为我们所看重的
 如果不能够察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很容易随波逐流 ─大家所争取的，也是我不能不追求的
，
圣经让我们看见真正重要的 ─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当有真理的基础 我们愿意付代价来遵行主的话
当有真理的基础，我们愿意付代价来遵行主的话，
会是我们生命的满足、喜乐。
 上帝的美意也许外在看来，并不是人所认为的好事情…
上帝的美意也许外在看来 并不是人所认为的好事情
 而主耶稣单单因为上帝的美意，他欢喜快乐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耶稣的校正‧耶稣的喜乐 ‧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在耶稣的里面，神与人相遇，
所带来道成肉身的人性 ─ 人群当中的人子，
所活出在上帝面前的丰富荣美，也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以致于灵里贫穷的人，在上帝的眼前被称为神的儿女
 因着耶稣所成全的救赎，被触摸、成为上帝荣美的儿女
耶稣引导七十个门徒，澄清他们生命的焦点 ─
真正要在乎的、值得我们喜乐的，
 不是外在环境的成败得失
 乃是在上帝的国度中，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的名字被他记录在天上
也许服事里，被人记念、说谢谢的不多，
我们所做的是被上帝所记念，
我们所做的是被上帝所记念
我们的名字是被记录在天上的。

‧差遣门徒 ‧门徒的喜乐‧耶稣的校正‧耶稣的喜乐 ‧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谁。

十22

耶稣向门徒展现了他跟天父之间亲密的关系 ─
 耶稣认识天父，门徒透过耶稣来认识天父
稣
 是耶稣跟天父之间美好的、团契的关系
 是主耶稣生命当中，得力、得喜乐的秘诀
耶稣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
，
，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十23-24

旧约所预言的、历史所要成就的目标，在耶稣身上就要成就；
旧约所预言的
历史所要成就的目标 在耶稣身上就要成就；
神子民所盼望的美梦、追求的理想，在耶稣身上就要成全。

门徒真义
在历世历代，像耶稣、像当代的门徒一样，
继续不断的差派出去 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继续不断的差派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欢喜快乐。
这七十个门徒 看见神国的奥秘引起门徒的委身
这七十个门徒，看见神国的奥秘引起门徒的委身，
更多的被差派出去，使更多的人做门徒…
使得福音在主后第一世纪
使得福音在主后第
世纪，传扬到当时的地极
传扬到当时的地极 ─罗马。
─罗马
这是耶稣的欢乐以及门徒的欢乐。
求主恩待，在我们所蒙的救赎怜悯，
成为生命的饱足、欢乐，更是人生的使命 ─
不断向这个世代来高举救恩的杯。
让我们有愿意、有这样愿意的心，

被主来传递出去！

门徒真义
上帝做了很奇妙的事情 ─
 过去都是比较年轻、刚从学校毕业的弟兄姐妹被主选召
 最近愈来愈多中年人，提早退休，要起来被主所用，
他们过去是带职事奉，可是在儿女比较长大的时刻…
他们过去是带职事奉，可是在儿女比较长大的时刻
他们愿意放下，真正看见有什么比服事主更好的呢？
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我们都是最适合进入葡萄园，
听见主的呼召
听见主的呼召，一起进入葡萄园来工作。
起进入葡萄园来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 ─ 让我们常常听见
那个被主选召的呼声、被主差派的委任，
更常常享受到与主同心、同行、同工、

在当年的差派当中，
在当年的差派当
这七十个人真正经历到可以被你所用，
历世历代、万国万民当中，被你选召的主工人，
不断的经历到从你而来圣灵的能力、
圣灵赐给我们在福音丰收当中，与你一同欢喜快乐。
愿意成为主自己光明无暇疵的儿女，
更愿意你差派我们进入葡萄园服事主的工人。
更愿意你差派我们进入葡萄园服事主的工人

祷告

主耶稣让我们体会你的心肠 ─
我们就是呼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主啊！让我自己也愿意成为
顺服的、被你差遣的一群人，
顺服的
被你差遣的 群人
与你同工、与你一同享受收割的喜乐。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祷告

让你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
让你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
让你国度的荣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吸引。

主啊！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 ─

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欢喜快乐。

我深信你是庄稼的主，
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 ─
那个发白的庄稼。

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