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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門徒的代價做門徒的代價 路加福音十二1至十三9

十二1 這時，有幾萬人聚集，甚至彼此踐踏。

耶穌開講，先對門徒說：

「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就是假冒為善。」

作主的門徒 ─

揹起自己的十字架、要付代價

要防備假冒為善，

是從裡面做的，不是只有外在

像文士跟法利賽人他們的六禍，

許多都是因為只是著重外在的禮儀

忽略了內在跟上帝之間真實的關係

‧無懼的確信‧物質上的產業 ‧人子的來臨 ‧需要悔改

十二4 我的朋友，我對你們說…

耶穌在當代引起法利賽人、律法師的排斥，

都想捉拿耶穌的把柄、把耶穌置於死地；

跟隨耶穌作門徒的人，生命就像主自己一樣 ─

在當代不見得是受歡迎的。

有些東西會使我們害怕…
當怕的不是外在的，

不是會把門徒們抓拿交到官府去的

要怕的是能夠殺我們的身體，

又能夠把我們的靈魂丟在地獄裡的

耶穌自己面對十字架的陰影，

他教導門徒背起十字架跟隨主的當中，

什麼是當怕的、什麼是不用怕的。

十二10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

惟獨褻瀆聖靈的，總不得赦免。

在上下文中讓我們了解什麼是褻瀆聖靈，

當我們有這樣子警覺性、聖靈提醒我們 ─

我們尊主為大的時候，

不會落在當時文士法利賽人的問題當中。

這是門徒當怕的 ─ 不可褻瀆聖靈。

教會弟兄姐妹常常恐怕說 ─ 我有沒有褻瀆聖靈褻瀆聖靈……
第十一章 ─ 當主耶穌趕鬼，

文士跟法利賽人卻批評、藐視耶穌 ─

祂趕鬼只不過是奉鬼王來趕鬼，

這個就是所謂褻瀆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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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的寫作 ─ 福音書、使徒行傳，這些門徒常常經歷逼迫，

從猶太人、後來也有從羅馬官府來的逼迫。

十二11-12 人帶你們到會堂，並官府和有權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慮怎麼分訴，說甚麼話；

因為正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

這段經文交織 ─ 耶穌一面教導門徒，

一面旁邊的文士跟法利賽人會給耶穌出一些考題，

來為難耶穌、挑戰耶穌的權柄。

十一章 ─ 天父會把聖靈賜給求祂的人

作門徒要付代價、面臨逼迫的當下，

聖靈要指教當說的話，這是不用怕的，

聖靈會賜給他們口才、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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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3-15 眾人中有一個人對耶穌說：

「夫子！請你吩咐我的兄長和我分開家業。」

耶穌說：「誰立我作你們斷事的官？

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

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財主的比喻 ─ 財主田產豐富的時候，

只想要蓋一個大的倉房，可以收納田裡的出產，

卻沒有想到在上帝面前不富足。

從請耶穌來分開家業當中，

耶穌提醒 ─ 人內在的問題真正是貪心，

進而教導真正的富足不是在地上的家道豐富，

乃是跟上帝有一個準確穩定的關係，

這是真正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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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2-31 耶穌又轉過來又對門徒說…

什麼東西是我們該掛心該憂慮的、什麼是不需要的憂慮，

在生命當中吃什麼、穿什麼，不是我們要憂慮的，

沒有辦法用思慮使壽命增長

沒有辦法用思慮使身高變高

大自然上帝所創造的小花、小草、飛鳥，

都有上帝的供應

要求的是求神的國，其它上帝必加給你們

我們生命當中都會有思慮、煩惱，

耶穌引導我們 ─

不只消極的不去憂慮吃什麼、穿什麼

把生命焦點放在上帝的國 ─求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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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32a 你們這小群…

跟隨耶穌的門徒，有些事不再成為生命中的重擔、憂慮；

你們雖不是財主，也不必為著飲食、衣裳憂慮

天父樂意把祂的國賜給你們

比較起來上帝的國度的永恆、豐富、榮美，

比我們生命當中吃、穿，都來得更重要、更具有吸引力。

十二33-34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

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

你們的財寶在那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十二32b 不要懼怕，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一次呼籲 ─ 我的朋友，這時候說 ─ 你們這小群，

比較在耶穌身邊上萬的人，這一群還真是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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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並不是我們一定要所有的都變賣、才能夠來跟隨耶穌，

而是引導我們把錢財的思慮，放在生命中準確的位置上 ─

當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的時刻，

錢財、生命、飲食的思慮，能夠各就各位恢復應有的次序。

她擁有錢財，可是錢財不是她的主，今生的思慮沒有絆住她…
她真的樂意為自己積攢財寶在上帝的面前是富足的。

當財主遵耶穌為主的時候，

有人因為財主的擺上，是可以更豐豐富富的進入主的國。

我認識一位姐妹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有智慧的財主吧，

當她要購買房子，她就向上帝禱告 ─

你給我有能力買房子，讓我買房子不是為我自己享受。為我自己享受。

她常常接待她認識的大學的朋友來到她家中…
就在她家的客廳，常常有人在那裡認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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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35-37a 你們腰裡要束上帶，燈也要點著，

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姻的筵席上回來。

他來到，叩門，就立刻給他開門。

主人來了，看見僕人儆醒，那僕人就有福了。

耶穌有相當多的教導，是關於 ─

第二次再來的時刻，

是說要預備、要警醒，

那個來的時候沒有辦法預測，

就好像家主不知道

賊什麼時候會上門一樣。

十二40 你們也要預備；

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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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有很多人圍繞耶穌，包含門徒…

十二41 彼得說：「主啊，

這比喻是為我們說的呢？還是為眾人呢？」

耶穌喜歡用比喻來教導、是非常有智慧的老師。

耶穌用比喻教導的時候，我們要留意，

這個比喻在上下文中，會定焦在某一些聽道的人，

彼得的問話幫我們澄清 ─

誰要警醒等候主的再來？誰要像忠心的僕人等候主人？

耶穌的再來，祂像主人，我們在等候主的時候，

要成為一個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十二42 主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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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44-6 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僕人若心裡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

就動手打僕人和使女，並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

重重的處治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在上帝面前，我們要如何做一個忠心又有見識的管家？

也許我們在服事主的路程上，會有不同的角色…
一些姐妹非常愛主，在家裡是媳婦的角色，角色，

這個角色最能夠有影響力 ─ 親手服侍公婆公婆……

忠心又有見識的管家不見得一定在聖工上，

在家庭當中、在上帝所派我們任何的職分角色，，

我們都可以成為忠心又有見識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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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47 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卻不預備，又不順他的意思行，

那僕人必多受責打。

讓我們常常在主的話語當中，

能夠按照主的意思來生活

認識主的意思，我們才能夠按照主的意思來生活

求主幫助 ─

每次在讀主的話語的當中，

讓我們按照真理來認識主

知道主的意思的時刻，

不只是停留在頭腦的知道

可以身體力行的按照主人的意思來生活生活，，

按照主人的意思來做管家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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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49 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

倘若已經著起來，不也是我所願意的嗎？

十二53 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

因為服事主、遵主為大、遵守主耶穌的教導，

而造成人際不和諧的時候 ─主耶穌負你的責任！

遵行主耶穌的真理 要付代價

不遵行主的真理 也要付代價，而且付的更高

當認定要跟隨主、服事主的時刻，就會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不為 ─

有所為，因為知道這是主的意思

有所不為，因為知道這是主所不喜悅的

所以在世界中，會有紛爭的問題，

我們的生命會有不同的價值觀、優先次序，就是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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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56b 你們…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

一個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願意按照主人的意思來生活、來做，

會有一些所謂紛爭的問題…

這個時候─

上帝的國隨著主耶穌的來到，

帶來新的治理法則，

要求人順服主耶穌、稱耶穌為主，

順著主耶穌的命令而行，

是神的國來到了！

這個時候 ─

我們要選擇順服耶穌，而不要懼怕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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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已經來到這個世界、豐豐富富的帶來神的國，

你要能夠分辨 ─ 現在是要來轉向、迎接神的國的時刻。

十三1-5 正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

攙雜在他們祭物中的事告訴耶穌。

當時觀念 ─ 那些人做了更多對不起上帝、
得罪神的事情，才會受這麼慘的遭遇。

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更有罪，

所以受這害嗎？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當時可能發生了另外一個慘劇 ─

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

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更有罪嗎？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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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呢？不知道在路加福音有沒有看到自己，

「我是否是一個按照主的意思，忠心又有見識的好管家呢？」

上帝透過主耶穌帶來了神國的治理，

當代要分辨這個時刻，要選擇進入神的國，

不然不結果子的樹、要把它砍了…
也提醒當時作門徒或是不作門徒，需要做一個決定決定。。

十三6-9 一個人有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裡。

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

就對管園的說：「我這三年來到這無花果樹前前找果子找果子，，

竟找不著。把它砍了吧，何必白佔地土呢！」

管園的說：「主啊，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

加上糞；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我們仰望你，

我們承認在世生活的時刻，

人多的地方，以為就是對的位置，

大家都說的話，以為都得照著去聽；

幫助我們 ─

讓我們常常在你的話語當中、聽見你的聲音，

讓我們願意按照神國的標準，

來過我們今天在世寄居的日子。

謝謝你呼召我們做你的門徒，跟隨你、使我們像你，

使我們在生命當中有一個神國度的優先次序，

那個國度是不能震動的國度；

恩待我們願意付代價的跟隨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