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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主在這世代的工作

2021.04.18(週日)陳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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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這些事的風聲傳遍
15那死人就坐起，並且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
他母親。16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神，說：有
大先知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又說：神眷顧了
他的百姓！17他這事的風聲就傳遍了猶太和周
圍地方。18約翰的門徒把這些事都告訴約翰。

路七15-18



主題經文：監獄裡的等待和盼望
19他便叫了兩個門徒來，打發他們到主那裡去，說：那將
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20那兩個人來到耶
穌那裡，說：施洗的約翰打發我們來問你：那將要來的
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21正當那時候，耶穌治好
了許多有疾病的，受災患的，被惡鬼附著的，又開恩叫
好些瞎子能看見。22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看見所
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
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23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路七19-23



主題經文：出到曠野要看什麼呢?
24約翰所差來的人既走了，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
你們從前出去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
葦嗎？25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要看穿細軟衣服
的人嗎？那穿華麗衣服、宴樂度日的人是在王宮裡。 26

你們出去，究竟是要看什麼？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
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27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
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28我告訴
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然而神國
裡最小的比他還大。 路七24-28



主題經文：用什麼比這個世代、智慧兒女被稱為義
29眾百姓和稅吏既受過約翰的洗，聽見這話，就以神為義；30但
法利賽人和律法師沒有受過約翰的洗，竟為自己廢棄了神的旨
意。（29，30兩節或作：眾百姓和稅吏聽見了約翰的話，就受了
他的洗，便以神為義；但法利賽人和律法師不受約翰的洗，竟
為自己廢棄了神的旨意。）31主又說：這樣，我可用什麼比這世
代的人呢？他們好像什麼呢？32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
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
啼哭。33施洗的約翰來，不吃餅，不喝酒，你們說他是被鬼附著
的。34人子來，也吃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
罪人的朋友。35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 路七29-35



查經大綱

凡不因主
而跌倒的
有福了

引言：這些事的風聲傳遍(七15-18)

一、
監獄裡的等
待和盼望
(19-23)

1、將要來的是誰(19-20)   

2、耶穌就是應驗(21-22)   

3、要成為有福的人(23)

二、
出到曠野要
看什麼呢?
(24-28)

1、要看蘆葦到處都(24)    

2、穿細軟衣服在皇(25)    

3、差遣使者預備道(26-28)

三、
用什麼比這
個世代呢
(29-34)

1、約翰的洗帶下反(29-30) 

2、這世代的人沒反(31-32) 

3、無論誰來都錯反(33-34)

結論：智慧兒女被稱為義(35)



神學大綱

在神計畫中

主的工作

引言：主的工興起(15-18)

一、眾人對彌賽亞的盼望(19-23)

二、如何看彌賽亞的工作(24-28)

三、世代對彌賽亞的反應(29-34)

結語：主的工往前(35)



講章大綱

認識主在這
世代的工作

引言：主的工已經興起(七15-18)

一、認識主
的身份

(19-23)

1、主就是那將要來的(19-20)

2、昔在今在永在的神(21-22)

3、不因主權的神跌倒(23)

二、更深認
識我主

(24-28)

1、我們的眼目看什麼?(24)

2、到底究竟要看什麼? (25-26)

3、看見神國榮耀彰顯!(27-28)

三、認識世
代的反應
(29-34)

1、以神為義或自以為是(29-30)

2、面對神的呼召無反應(31-32)

3、抗拒神的作為顯無理(33-34)

結論：主的工持續往前(35)



引言：主的工已經興起

15那死人就坐起，並且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他
母親。16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神，說：有大先
知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又說：神眷顧了他的
百姓！17他這事的風聲就傳遍了猶太和周圍地方。
18約翰的門徒把這些事都告訴約翰。

路七15-18



一、認識主的身份
19他便叫了兩個門徒來，打發他們到主那裡去，說：那將要
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20那兩個人來到耶穌那
裡，說：施洗的約翰打發我們來問你：那將要來的是你嗎？
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21正當那時候，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
病的，受災患的，被惡鬼附著的，又開恩叫好些瞎子能看
見。22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
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23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
福了！ 路七19-23

• 祂就是被期待的那一位



1、主就是那將要來的

一、認識主的身份

19他便叫了兩個門徒來，打發他們到主那裡去，說：那將
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20那兩個人來到耶
穌那裡，說：施洗的約翰打發我們來問你：那將要來的是
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路七19-20

• 情侶約定終身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太十四27

• 為何懷疑為何問？信仰動搖？不符期待？



2、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21正當那時候，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受災患的，被
惡鬼附著的，又開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見。22耶穌回答說：
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
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
有福音傳給他們。 路七21-22

一、認識主的身份

• 重述並重看主所作的神蹟顯明為彌賽亞，主能但主不一定肯
• 在絕望的世界中已出現新契機，帶來改變。主沒有責備約翰。
• 主的回答迂迴、智慧、滿了愛和鼓勵。



彌賽亞經文
5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6那時，瘸子必跳躍像
鹿；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在曠野必有水發出；在沙漠必有河湧流。

賽卅五5-6

1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
卑的人（或譯：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
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2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
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賽六十一1-2

1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
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
來到。2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
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鹼。 瑪三1-2



3、不因主權的神跌倒

23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路七23

一、認識主的身份

• 你因何而跌倒，耶穌沒聽禱告？主的作為、路線、思路我們不
滿意、不喜歡？不因主而反感的人有福了。

• 相信的人有福了，相信至死，無悔付出。
• 不要放棄，要存有盼望到永遠，忠於所信。
• 屬地國度→屬天國度
• 不等祂要等誰呢？不要因此而絕望。
• 信仰的根基不是祈福主義的信仰。神國豐盛到聞不出臭銅味。



24約翰所差來的人既走了，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你
們從前出去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
嗎？25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
嗎？那穿華麗衣服、宴樂度日的人是在王宮裡。26你們出
去，究竟是要看什麼？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27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
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28我告訴你們，凡婦
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然而神國裡最小的比
他還大。 路七24-28

二、更深認識我主



1、我們的眼目看什麼?

二、更深認識我主

約翰所差來的人既走了，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
說：你們從前出去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要看
風吹動的蘆葦嗎？ 路七24

• 看錯了就跌倒
• 要看的不是……環境、人、順與逆
• 主常沒有作事。主常作我們看不出來的平凡事，卻是神蹟處處。

主常沒作什麼來表明祂，卻亙古到永遠祂是神，坐著為王。



2、到底究竟要看什麼? 
25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要看穿細軟衣服
的人嗎？那穿華麗衣服、宴樂度日的人是在王宮
裡。26你們出去，究竟是要看什麼？要看先知嗎？
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路七25-26

二、更深認識我主

• 比先知大多了的那位，仍然只是在天國之前。
• 眼睛要被真正打開，看到背後的那位主，看到天國之王。
• 許多人還不夠資格因主跌倒，早因肉體、情慾和世界而跌倒。



3、看見神國榮耀彰顯!
27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所說的就是這個人。28我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
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然而神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

路七27-28

二、更深認識我主

• 跌倒了不代表不是開路先鋒，但不跌倒才算天國裡最小的一份子
• 天國已經榮耀展開，先在耶穌身上，也要在你我中間。天國的權

柄只給門徒，在天國顯為大。
• 施洗約翰完成託付，「祂必興旺，我必衰微」，雖死得很慘，卻

在天國裡有福了!主耶穌、保羅、古聖徒許多都走十架道路。



三、認識世代的反應
29眾百姓和稅吏既受過約翰的洗，聽見這話，就以神為義；30但
法利賽人和律法師沒有受過約翰的洗，竟為自己廢棄了神的旨
意。（29，30兩節或作：眾百姓和稅吏聽見了約翰的話，就受了
他的洗，便以神為義；但法利賽人和律法師不受約翰的洗，竟
為自己廢棄了神的旨意。）31主又說：這樣，我可用什麼比這
世代的人呢？他們好像什麼呢？32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
呼叫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
們不啼哭。33施洗的約翰來，不吃餅，不喝酒，你們說他是被
鬼附著的。34人子來，也吃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
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 路七29-34



1、以神為義或自以為是

三、認識世代的反應

29眾百姓和稅吏既受過約翰的洗，聽見這話，就以
神為義；30但法利賽人和律法師沒有受過約翰的洗，
竟為自己廢棄了神的旨意。（29，30兩節或作：眾百
姓和稅吏聽見了約翰的話，就受了他的洗，便以神
為義；但法利賽人和律法師不受約翰的洗，竟為自
己廢棄了神的旨意。）

路七29-30

• 選擇承認神是對的，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2、面對神的呼召無反應

31主又說：這樣，我可用什麼比這世代的人呢？他
們好像什麼呢？32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
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
哀，你們不啼哭。

路七31-32

三、認識世代的反應

• 對神的旨意無動於衷、冷漠，沒有正面回應。



3、抗拒神的作為顯無理

33施洗的約翰來，不吃餅，不喝酒，你們說他是
被鬼附著的。34人子來，也吃也喝，你們說他是
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

路七33-34

三、認識世代的反應

• 「我信神過於祂的工作」 蓋恩夫人
• 對徹底奉獻、愛神的人，常以為想要有權利吩咐主。



結論：主的工持續往前

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
路七35

• 基督的兒女或跟隨者，總以基督為是。
• 凡基督以「為是」的，我們就以「為是」。
• 世人的評價VS主的評價
• 主常不顧祂的見證，不遵守祂的應許和信實
• 至終都感恩



門徒作耶穌所作的
1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
醫治各樣的病，2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3對他
們說：行路的時候，不要帶柺杖和口袋，不要帶食物和銀子，也
不要帶兩件褂子。4無論進哪一家，就住在那裡，也從那裡起行。
5凡不接待你們的，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要把腳上的塵土跺下
去，見證他們的不是。6門徒就出去，走遍各鄉宣傳福音，到處
治病。 路九1-6

11但眾人知道了，就跟著他去；耶穌便接待他們，對他們講論神
國的道，醫治那些需醫的人。 路九11

15門徒就如此行，叫眾人都坐下。 路九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