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大成熟關鍵事 

路二39-52 

1 2021.03.21(週日)陳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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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了屬靈的新冠肺炎嗎？ 



主題經文-1：路二39-40 

約瑟和馬利亞照主的律法辦完了一切的事，就
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漸漸
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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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2：路二41-45 

每年到逾越節，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當他十
二歲的時候，他們按著節期的規矩上去。守滿了
節期，他們回去，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
的父母並不知道，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走了
一天的路程，就在親族和熟識的人中找他，既找
不著，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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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3：路二46-48 

過了三天，就遇見他在殿裡，坐在教師中間，
一面聽，一面問。凡聽見他的，都希奇他的聰
明和他的應對。他父母看見就很希奇。他母親
對他說：我兒！為什麼向我們這樣行呢？看哪！
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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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4：路二49-52 

耶穌說：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
為念嗎（或作：豈不知我應當在我父的家裡嗎）？
他所說的這話，他們不明白。他就同他們下去，回
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
存在心裡。耶穌的智慧和身量（或作：年紀），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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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孩子漸漸成長強健(39-40) 

  一、孩童耶穌的十二歲(41-45) 
        1.父母守節回程(41-43上)2.孩童仍舊留下(43下)3.尋找一天回來(44-45) 

  二、耶穌的聰明和應對(46-48) 
        1.一面聽一面問(46) 2.希奇聰明應對(47)3.父母希奇傷心(48) 

  三、耶穌以父的事為念(49-51) 
        1.以父的事為念(49) 2.耶穌聽而順從(50-51上)3.母親存記在心(51下) 

結語：智慧身量一齊增長(52) 

【查經大綱】路二39-52 
主題：成長中學順服 



【神學大綱】路二39-52 
主題：以父的事為念乃終極學習 

引言：成長需要有神的恩(39-40) 

   一、守律法是啟蒙的師傅(41-45) 

   二、培養學習的態度方法(46-48) 

   三、順服父母更順從天父(49-51) 

結語：智慧身量都要增長(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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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章大綱】路二40-52 
主題：長大成熟關鍵事 

引言：在順服的氛圍中成長(39-40) 
         1.成長需要時間 2.成長需要環境 3.成長需要神恩 

  一、面對不同的成長階段(41-45)  
         1.跟從父母學守規矩(41-43上) 2.打破框框冒險好奇(43下) 3.放手信任需付代價(44-45) 

  二、更新思想並提昇態度(46-48)  
         1.以問題為導向(46) 2.要充滿著好奇(47-48上) 3.預備好不受傷(48下) 

  三、要以終極學習為目標(49-51)  
         1.建立與神永遠的關係(49-50) 2.在神所賜環境下順服(51上) 3.心思更新並默想專注(51下) 

結語：德智體群靈皆臻健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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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順服的氛圍中成長 

• 孩子：1.成長需要時間 2.成長需要環境 3.成長需要神恩 

• 長大不需要任何意志上的責任，只要順服權柄 

• 恩典使人喜樂、可愛，並影響別人也感到快樂。 

約瑟和馬利亞照主的律法辦完了一切的事，就
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漸漸
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
身上。                         路二39-40 



一、面對不同的成長階段 

1.跟從父母學守規矩2.打破框框冒險好奇3.放手信任需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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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逾越節，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當他十二歲的時
候，他們按著節期的規矩上去。守滿了節期，他們回去，
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並不知道，以為他在
同行的人中間，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親族和熟識的人中
找他，既找不著，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路二41-45 



1.跟從父母學守規矩 

每年到逾越節，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當他十二歲
的時候，他們按著節期的規矩上去。守滿了節期，他
們回去，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   路二41-4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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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對不同的成長階段 

• 孩童耶穌十二歲起成為「律法之子」，負起自己的責任。 
• 第十三歲成為「聖約之子」。訓練青少年的重要議題——敬虔 
• 養成敬拜、敬畏、順服的習慣。參加崇拜、聚會是靈命成長的
重要元素。 



2.打破框框冒險好奇 

•他的父母並不知道…         路二4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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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緊盯著耶穌嗎？規矩的宗教生活還會失去耶穌！ 
• 耶穌走失？還是失去耶穌？走失的經驗？失智？忘記？ 
• 反傳統？耶穌從小是順服的，所以父母放心信任。 
• 榮教士從小看母親讀聖經就羨慕讀聖經。另一個美國家庭。 

一、面對不同的成長階段 



一個標準典型的宗教家庭做禮拜-1 

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在星期天庭從教會開車回
家。父親埋怨那天的講道太長和太悶。媽媽
說，教會的風琴手彈第二首聖詩太大聲。大
學主修音樂的姐姐說，她想到那位獨唱者的
整首歌唱了低半音。奶奶說，她聽不太清楚，
因為他們坐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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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標準典型的宗教家庭做禮拜-2 

當他們一家開車進入車房的時候，聽到大家所說
完一切的小威利，開始發牢騷，抱怨前座的婦人
所戴的大帽子。忽然他安靜下來，肘輕推他的父
親，並說，「但是，爸爸，你都承認，以五毛錢
的代價來說，這還是一場挺好的戲！」(Charles 
Swindoll， Growing D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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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手信任需付代價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
親族和熟識的人中找他，既找不著，就回耶路撒
冷去找他。                       路二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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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以為」會壞了很多事，一開始就不能失去耶穌。 
• 榮教士有一次放學晚回家，其母親問：你為何這樣做呢？你從
來沒有這樣做，讓我難過呢？從此榮教士再也不這樣做。 

• 讓小孩可以敬畏。與神建立真實認識的關係，才是真敬拜。 

一、面對不同的成長階段 



二、更新思想並提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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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三天，就遇見他在殿裡，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
一面問。凡聽見他的，都希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對。
他父母看見就很希奇。他母親對他說：我兒！為什麼
向我們這樣行呢？看哪！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你！ 
                                      路二46-48 

1.以問題為導向  2.要充滿著好奇  3.預備好不受傷 



1.以問題為導向 

過了三天，就遇見他在殿裡，坐在教師中
間，一面聽，一面問。          路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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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思想並提昇態度 

• 聖殿竟是最後想不到找耶穌的地方，要來到至聖所。 
• 耶穌父母平日教導有方 
• 問合適的問題，挑戰教師和文士，興奮又享受。 



2.要充滿著好奇 

凡聽見他的，都希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對。
他父母看見就很希奇。      路二47-4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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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悟性、謙和。應對：分享、領會與聆聽，研究
和學習。 

• 降服神的安排 
• 小的時候塑造、管教，青少年的時候講理、做朋友。 

二、更新思想並提昇態度 



3.預備好不受傷 

他母親對他說：我兒！為什麼向我們這樣行呢？
看哪！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你！     路二4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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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顧家庭，但要經歷神有恩典，要感恩。 
• 孩子(40)→孩童耶穌(43)→我兒(我所生)(48)→你父親

(48)→我父(49) 
• 教會是迷失人的地點，又是找到耶穌的地點。 

二、更新思想並提昇態度 



三、要以終極學習為目標 

耶穌說：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
念嗎（或作：豈不知我應當在我父的家裡嗎）？他所
說的這話，他們不明白。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
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裡。   
                                      路二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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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與神永遠的關係2.在神所賜環境下順服3.心思更新並默想專注 



1.建立與神永遠的關係 

耶穌說：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
事為念嗎（或作：豈不知我應當在我父的家裡
嗎）？他所說的這話，他們不明白。  路二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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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以終極學習為目標 

• 「我應當」認識到與神的關係、對神的責任 
• 不以世事為念，乃以父的事為念，教養孩子的艱難使命。 
• 順從父母不是我們的終極態度，順從神才是 



2.在神所賜環境下順服 

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
他們。                      路二5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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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通常的情況配合，不逃避自己的責任，耶穌至死仍交
託母親給約翰。 

• 將自己的生命順服在家庭的權柄之下，不妄自尊大。 
• 十八年的耶穌木匠兒子的隱藏生活(太十三55) 

三、要以終極學習為目標 



3.心思更新並默想專注 

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裡。  路二5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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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覆思想是成功家庭的秘訣。 
• 馬利亞一生評語耶穌，深知祂是完全人、完全神。 
• 在溫柔、順服中留意神的工作。 

三、要以終極學習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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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真義-1 

• 「無知敬拜如蒙住眼睛扔飛鏢在靶心，可能你會達到
目標，但更可能你會帶著很多的破壞。」(Grady 
Scott) 

• 「人以為敬拜如看一部電影；在我看過後可以批評論
斷一番。」 (約翰奧伯格) 

• 羅伯特韋伯 (Robert Webber) 說敬拜不是「為我們
或給我們擺上的，而是該由我們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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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真義-2 

• 「崇拜不是參加一個自我治療聚會或自我成功的團體。」 

• 「崇拜的目的並非是獲得實用或功利用途。」 

• 「崇拜不是在關乎你或我，是在關乎神。」 

• 「崇拜不是觀看一場運動，它不是一項娛樂。」 

• 「崇拜不是一種熱潮。是神呼換我們更接近他的驅動。」 

• 「真正敬拜是全人--思想、情緒、意志和身體-回應神
的屬性，包括對祂所說和做的反應。」 (華倫‧魏斯比) 



結語：德智體群靈皆臻健全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或作：年紀），並神和人喜
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路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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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歲，十八年間「增長」？一面砍伐，一面挺進。 
• 闖出自己的路，準備就緒，升火待發。 
• 對自己的生命有意志上的責任，增長要刻意學習，平

衡發展才會成熟。要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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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
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
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
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
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
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弗四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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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孩子漸漸成長強健(39-40) 

  一、孩童耶穌的十二歲(41-45) 
        1.父母守節回程(41-43上)2.孩童仍舊留下(43下)3.尋找一天回來(44-45) 

  二、耶穌的聰明和應對(46-48) 
        1.一面聽一面問(46) 2.希奇聰明應對(47)3.父母希奇傷心(48) 

  三、耶穌以父的事為念(49-51) 
        1.以父的事為念(49) 2.耶穌聽而順從(50-51上)3.母親存記在心(51下) 

結語：智慧身量一齊增長(52) 

【查經大綱】路二39-52 
主題：成長中學順服 



【神學大綱】路二39-52 
主題：以父的事為念乃終極學習 

引言：成長需要有神的恩(39-40) 

   一、守律法是啟蒙的師傅(41-45) 

   二、培養學習的態度方法(46-48) 

   三、順服父母更順從天父(49-51) 

結語：智慧身量都要增長(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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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章大綱】路二40-52 
主題：長大成熟關鍵事 

引言：在順服的氛圍中成長(39-40) 
         1.成長需要時間 2.成長需要環境 3.成長需要神恩 

  一、面對不同的成長階段(41-45)  
         1.跟從父母學守規矩(41-43上) 2.打破框框冒險好奇(43下) 3.放手信任需付代價(44-45) 

  二、更新思想並提昇態度(46-48)  
         1.以問題為導向(46) 2.要充滿著好奇(47-48上) 3.預備好不受傷(48下) 

  三、要以終極學習為目標(49-51)  
         1.建立與神永遠的關係(49-50) 2.在神所賜環境下順服(51上) 3.心思更新並默想專注(51下) 

結語：德智體群靈皆臻健全(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