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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天國的福音宣揚天國的福音 路加福音四14至五11

路加福音常常提醒我們 ─

耶穌的名聲如何的被眾人所喜愛，

有許多人來追隨祂。

我們也需要澄清 ─ 服事主的時候，

是否名聲真的這麼重要？

這不是上帝所為耶穌計畫十字架道路

名聲，是因為眾人喜愛耶穌、追隨耶穌

路加福音記載耶穌如何在祂的家鄉加利利，

開始宣告神國的福音。

四14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

‧在家鄉拿撒勒‧迦百農事工 ‧呼召門徒

主耶穌進入拿撒勒的會堂，拿起先知的書卷 ─ 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四15 他在各會堂裡教訓人，眾人都稱讚他。

四22 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當時跟隨耶穌、聽從耶穌教導的人，

他們喜歡耶穌的教導，被耶穌的教導所吸引。

四18-19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四21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這是主後第一世紀猶太人的會堂，聚集敬拜的時刻，

他們會讀聖經、有分享、有講解。

‧在家鄉拿撒勒‧迦百農事工 ‧呼召門徒

非常反諷的突然冒出一句話 ─

四22 眾人…又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嗎？」

約瑟 ─ 主耶穌基督肉身的父親，

只不過是一個木匠，並不是什麼大人物，

這語句有一點貶抑的味道。

第三章 ─ 路加用主耶穌基督的家譜，

證明祂是上帝的兒子，並不是約瑟的兒子而已。

四24 耶穌說：「沒有先知在

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

在家鄉拿撒勒的會堂，

主耶穌教訓人的時刻，是不受歡迎、厭棄的。



‧在家鄉拿撒勒‧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連續記載幾件事，都是在安息日

四33-34 在會堂裡有一個人，

被污鬼的精氣附著，大聲喊叫說：

「唉！拿撒勒的耶穌，

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麼？

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聖者。」

有對比性 ─ 加利利的會堂，「這個人不過是約瑟的兒子」；

被鬼附的人口中說出「你是神的聖者」。

耶穌立刻叫他閉嘴，不要撒但為祂作見證，

這不是耶穌要走的道路。

耶穌趕出了他身上的污鬼，這個人就得釋放了。

四37 於是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周圍地方。

‧在家鄉拿撒勒‧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四38-39 耶穌出了會堂，進了西門的家。

西門的岳母害熱病甚重，有人為她求耶穌。

耶穌站在他旁邊，斥責那熱病，熱就退了。

他立刻起來服事他們。

「服事主的時候，一定要好好的把岳母搞定，

在服事當中，常常是帶來上帝非常多的祝福…」

在我們親族家屬裡，他們真的要從我們的生命裡 ─

看見耶穌的能力、看見耶穌的恩典。

四40-41 日落的時候，凡有病人的，不論害甚麼病，

都帶到耶穌那裡。耶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醫好他們。

又有鬼從好些人身上出來，喊著說：「你是神的兒子」。

耶穌斥責他們，不許他們說話。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基督。

‧在家鄉拿撒勒‧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主耶穌宣告天國的福音，

不只是口傳、不只是言語有能力

耶穌以祂的權柄、能力，來服事、憐憫有需要的，

被鬼附的、得了重病的，耶穌醫治他們

主耶穌出來宣告了神國的福音，

有人 ─ 家鄉的人，是很負面的，說 ─

「這不過是約瑟的兒子罷了」

反而是被鬼附的人，認識主耶穌基督是神的聖者、

是神的兒子、就是上帝所差來的彌賽亞

路加讓我們看見 ─

主耶穌出來宣揚福音，不是每一個人都正面的接受正面的接受；；

耶穌的能力，不因人接受與否有任何被限制被限制的情境。的情境。

‧在家鄉拿撒勒‧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四42-44 天亮的時候，耶穌出來，走到曠野地方。

眾人去找他，到了他那裡，要留住他，不要他離開他們。

但耶穌對他們說：「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

因我奉差原是為此。」於是耶穌在加利利的各會堂傳道。

突顯出耶穌在服事當中必須有所取捨 ─

祂必須要離開在服事很成功、很受歡迎的迦百農，

離開那些想要留住祂、歡迎祂的人

主耶穌祂知道，除了迦百農，

還有其他的地方、有更多的人，

需要聽到神國的福音

祂受差遣，不是只有在受歡迎的地方留下來服事，

祂要在各處有需要的地方，傳講神國的福音。

有更多的需要



‧在家鄉拿撒勒‧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我們在服事中，認為重要、不可少、取捨原則是什麼呢？

讀經像照鏡子一樣，顯明裡面動機、判斷的價值觀標準何在。

當主耶穌在出來傳福音、能力彰顯，名聲被大家所接受，

可是祂不是就在受歡迎的地方服事，

這不是祂所追求的人生目標、祂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主耶穌知道「先知在自己的家鄉是不受歡迎的」，

可是耶穌第一個先在拿撒勒的會堂服事。

主耶穌服事的優先次序，不是 ─

別人接受我、我能夠成功 ─ 我就服事

別人不接受我、可能不會成功 ─ 我就不服事

主主耶穌基督服事有祂自己的取捨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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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鄉拿撒勒 ‧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五1-4 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神的道。

我們的主很有智慧，在眾人的擁擠中，

祂要從這裡面選召出門徒來。

他見有兩隻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洗網去了。

有一隻船是西門的，

上一章的西門彼得，

不是普通的窮漁夫 ─ 他有自己的船。

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

聽眾在湖岸上，

主耶穌在船上，在湖中心向著湖邊的人的人講道講道；；

場景講得很清楚，

可是沒有提到耶穌講道的內容內容。。

從船上教訓眾人。講完了，對西門說…

‧在家鄉拿撒勒 ‧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這一段的核心是在耶穌講完道之後，祂要選召門徒。

平行記錄當中，路加福音比馬太、馬可福音都來的長，

寫得比較細節，提到耶穌跟西門彼得的兩段對話。

五4 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

如果要說耶穌的專業，

祂是拉比、很懂得聖經

跟隨肉身的父親約瑟，應該是木匠

耶穌突然要指導專業漁夫彼得如何打魚打魚

這個對話有一點張力 ─

拉比你講解聖經、教我們作木匠，我們可以聽

可是這個時候主耶穌卻在指導一位專業漁夫，

要來怎麼樣下網打魚！

‧在家鄉拿撒勒 ‧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五5-9 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甚麼。

根據彼得的專業…
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

彼得的專業知識被耶穌來挑戰

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裂開，

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他們就來，

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沉下去。

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說：

「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

當這一切展現在彼得眼前的時候，

他真的知道 ─ 這位是以色列的聖者、是神的兒子神的兒子……
在這個當下，主耶穌是呼召了彼得來跟隨祂。



‧在家鄉拿撒勒 ‧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彼得跟以賽亞先知蒙召的經驗很類似 ─

以賽亞先知說 (賽六5)：「禍哉！我滅亡了，

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彼得說 (路五8)：「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在聖潔的上帝面前，我們生命中的罪污無所遁形。

主耶穌在彼得的眼前，讓彼得認識祂，

不是要突顯彼得生命中的軟弱、敗壞

相對的，因為耶穌進入彼得的生命，

讓彼得發現了人生另外的使命 ─ 一個更高的呼召

五10 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他的生命不再是得魚，是要得人。

在神的國度，贏得更多的靈魂，豐豐富富的來跟隨耶穌。

得人漁夫

‧在家鄉拿撒勒 ‧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跟他一起 ─ 包含了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

三個漁夫一起都成為主耶穌基督的門徒。

五11 他們…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當主耶穌基督開始出來服事、宣告神國的福音，

不論當時的人預備好沒有、歡不歡迎祂，

耶穌已經帶來了神國的使命、天國的福音。

先從家鄉開始 ─ 宣告說

舊約聖經所預言的那一位，已經展現在眼前

路加記錄 ─ 聖靈的能力與耶穌同在，

耶穌的說話、行事都大有能力

耶穌不是只要人被祂的能力、憐憫所觸摸；

耶穌所要的是每一個真實認識耶穌的人，

可以跟在耶穌身邊，作祂的門徒。

‧在家鄉拿撒勒 ‧迦百農事工‧呼召門徒

這段經文，

最外圈的 ─ 竟然是耶穌的家鄉拿撒勒，

在會堂裡面一起敬拜的人說：「這不過只是約瑟的兒子」

在鄰城迦百農，認出祂是耶穌、是基督、是神的聖者，

這些人在擁擠耶穌，很熱鬧，

看到耶穌能力彰顯、鬼附的清醒過來、病得醫治病得醫治……

耶穌所要的呢？

祂不是要人氣很旺、

不是要有許多的人來跟隨祂

祂要的是真正認識祂、

以耶穌的使命為他的使命、跟隨耶穌的門徒

第五章 ─ 耶穌是呼召了三個門徒，彼得、雅各、約翰，

跟隨耶穌，成為得人漁夫，不再是在屬世的世界得魚。

宣揚天國的福音宣揚天國的福音

彼得還沒有跟隨耶穌作門徒、還沒有撇下漁船的時候，

漁船成為主耶穌基督講道的講台，

他們的漁船是打理好的、隨時可以被耶穌用。

求主引導我們，當下也許還沒有要撇下所有跟隨耶穌的時刻，

反而讓我們看看 ─ 我們手邊所擁有的專業是什麼？

我們人生的使命是什麼？生命的優先次序又是什麼？

讓神的話語、能力，使我們看重耶穌所看重的

願意放下耶穌認為在我們生命當中是次要的

當我們真正認知主耶穌所看重的是什麼，

就捨得放下生命當中某些的次要因素。

當我們還不清楚主耶穌要我們放下什麼的時候，

也讓我們澄清 ─ 我們現在擁有什麼？



宣揚天國的福音宣揚天國的福音

也許你是作漁夫的、做電器的、做電子的…，

當好好的在專業當中服事上帝的時候，

這些都能夠被主所用；

有一天主耶穌呼召我們，真正要來作得人漁夫的時刻，

會看到在專業領域當中，已經為主耶穌作了美好的見證 ─

在專業領域、職場、人際關係裡，都已經是得人漁夫了。

當要撇下所有跟隨耶穌的時候，

不是因為那一部分做得不好，所以撇下了

而是盡忠的抓住當下的機會，

在專業領域中已經好好的服事主了

以致主耶穌叫你撇下所有跟隨耶穌的時刻，時刻，

你是良心沒有虧欠的！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親愛的耶穌，謝謝你，

你是我們生命的主 ─

不只是救主、不只解決我們罪的問題，

更釋放我們的生命、

可以自由的活在你的跟前。

當我們可以為你而活，我們就能夠聽得見 ─

你給我們生命的呼召是什麼；

主啊！你要引導我們的腳步 ─ 今天的腳步是你所設立的，

從出生的第一天開始，你塑造我們，一直到認識你。

我深信你讓我們清楚的走在你的善道正路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