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Discovery

1 跟隨我 | 委身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九章57～62節 路加福音第九到十九章記錄耶穌最

後往耶路撒冷的旅程。這系列查經材料

將仔細查考耶穌在前往耶路撒冷途中一

些重要的教導。本課將探討耶穌對門徒

的呼召，以及伴隨呼召的委身。

假若我們不了解耶穌對我們完全委

身，我們永遠無法如祂要求我們那樣的

完全向祂委身。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介紹
在路加福音九章51節我們讀到：「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

耶路撒冷去」。這是路加福音中的主題標記。從這個段落起一直到第十九章，

記錄了耶穌最後一次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以及祂最後一次呼召國度要悔改、

回應祂的教導並接待祂為彌賽亞。

快速瀏覽下面章節，你會發現好多個有關他們正前往耶路撒冷的提示。你

也許會想在這幾節經文做記號，好跟你的小組分享：九章51節，九章53節，十

三章22節，十三章33節，十三章34節，十七章11節，十八章31節，十九章11

節，十九章28節，十九章41節。

如果你這麼做了，請先保留十九章41節這節經文，留到這份查經材料的最

後。我一會兒就讓你知道原因。

至於現在，請先仔細留意耶穌並非漫無目的地走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路加福音九章51節有一個更為字面上直譯的版本：「耶穌堅定地面向耶路撒冷

前去。」（He steadfastly set His face to go to Jerusalem，聖經NKJV版）這裡的

用語令人想起以賽亞書五十章裡一段關於彌賽亞的經文：

我把我的背給打我的人打，

把我的腮頰給拔我鬍鬚的人拔；

我並沒有掩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唾液。

但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必不羞愧，

因此我板著臉好像堅硬的燧石，

（therefore I have set my face like a flint，聖經NKJV版）

我也知道我必不會蒙羞。

—以賽亞書五十章6～7節，新譯本

耶穌知道在耶路撒冷等著祂的是十字架。在路加福音九章，祂為此下定決

心，走上這條通向死亡的漫漫長路。

從祂呼召我們向祂委身的這個舉動開始，祂也正在向我們委身。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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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路加福音九章57～58節
許多時候，我們需要正確理解耶穌說的話。「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

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祂是在說，任何要來當祂門徒的人，必須得

願意犧牲。這在所有愛的委身中是最基本的。例如，在當父母親之前，需要理

解這個決定必然包含了犧牲。然而在一段深刻的關係中，犧牲看起來似乎不總

像是犧牲，因為這麼做是出於愛。父母確實必須為了孩子犧牲，但這樣的犧牲

通常是帶著某種喜樂。為耶穌而犧牲也是這樣。當我們被呼召跟隨耶穌，勢必

也要做出犧牲，但只要我們的心對著祂，在我們做出這些犧牲時，也會帶有某

種程度的喜樂。

更進一步地說，真愛不僅是願意去犧牲，而且是樂意、渴望這麼做。當你

如此熱切地愛著對方，你會想方設法要表現這份愛。犧牲常常就是你表達愛的機

會。

路加福音九章59～60節
關於委身，耶穌在本段強調的是優先順序。這人問說他是否可以「先」埋

葬他的父親。關鍵字是「先」，耶穌用這個作為談門徒訓練第二部分的跳板。

沒回家參加父親的喪禮這件事，在這人家裡很可能會傳成醜聞。人們可能會

指責並把各式各樣惡意的動機加諸在他身上。這部分在跟隨耶穌的意義中，是很

關鍵的。我們必須把神對我們的感覺和祂對我們的認可，放在別人—包括那些

我們最親近的人—對我們的認可之上。耶穌渴望自己在我們心中是無比重要、

甚至是容不下任何對手的。此外，耶穌也向跟隨祂的人強調宣揚神國度的優先順

序。在馬可福音一章17節，耶穌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明確指出，作門徒跟傳揚福音是同義詞。

我們如何回應？

藉著這份查經材料，你期望幫助組

員了解耶穌已經向他們委身，也要求他

們對祂委身。當讀到「婚約」的比喻，

你期待組員重申他們對耶穌的誓言。對

那些從來沒懂過跟從基督意味著甚麼的

人來說，這是個讓他們去表達渴慕毫無

保留地跟隨耶穌的機會。

探索級

1 跟隨我 | 委身

讓耶穌成為我們心裡和生命的首位有許多意涵。這份查經集中在，每天把跟神在一起的時間，優先分別出來（在禱告、服

事和團契裡），擺在其他很快會擠掉這時間的活動之上。

路加福音九章61～62節
最後，關於委身，要講到毅力。門徒要持續跟隨且永不回頭。「回頭」一詞可能暗指回到我們成為基督徒之前的舊習慣和模

式，或指回到世界以及它所提供的一切。聖經上充滿了許多例子，剛開始渴慕跟隨神，但隨著時間過去，就背棄委身的男男女女。

在啟示錄，耶穌責備以弗所教會，因他們失去了起初的愛心，對神的愛及委身逐漸冷卻。耶穌勸戒他們要恢復「起初的愛心」。門

徒生命的不同，不在於他們如何開始，而在於他們如何完成基督徒的生命。

婚姻
下面是一些婚約誓詞的常見用語：「無論疾病或健康」、「尊重並珍惜」、「始終忠於你」、「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這些

誓詞強調些什麼？「無論疾病或健康」表示願意犧牲。「尊重並珍惜」跟「始終忠於你」談到我們愛慕程度的優先順序。「直到死

亡將我們分開」則表達在愛裡委身的毅力。愛是以樂意犧牲、優先順序、堅定委身（毅力）來衡量的。

從這個角度看來，顯然耶穌呼召祂的跟隨者委身於祂，是一種等同於婚姻的委身。祂基本上是在說「你願意嫁給我嗎？」

乍看之下，某些耶穌對「潛在」跟隨者的要求，似乎相當離譜而且過於嚴苛。但是現在來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九章41節。終於抵

達耶路撒冷，那個祂會被釘十架的地方，耶穌哭了⋯⋯為了耶路撒冷；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即將要拒絕祂的人。祂對祂的

子民完全的委身，祂把他們的好處置於自己的好處之上。耶穌是最終的丈夫。

祂要求我們把生命委身於祂，因為祂已完全委身於我們。幫助組員深刻了解這兩面。我們要全然的降服，而向祂做出這般

委身是安全的，因為即使在祂面對痛苦死亡的前夕，祂首先關心的仍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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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九章57～62節

引發動機

你的父母親如何表達對彼此的委身？他們委身的行動怎樣影響婚姻的品質？

研討

閱讀路加福音九章51節
1.  這節經文開啟了路加福音一個新的主要段落—耶穌要

走向耶路撒冷，而在耶路撒冷等著祂的是十字架。請快

速瀏覽接下來的十章經文，找一找，路加在哪些經節指

出耶穌正往耶路撒冷去？

2. 為何路加說，耶穌「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閱讀路加福音九章57～62節
3.  在這段經文中，耶穌提到委身跟隨祂的三項內涵。請再

讀一次57～58節，耶穌在這兩節經文中提到的是哪一

項？

4. 跟隨耶穌是什麼意思？

對人或事物的熱愛，不只是讓我們有犧牲奉獻的意願，也

會讓我們有犧牲奉獻的渴望。有時候你的委身會強烈到一

個程度，甚至渴望藉著某些機會來表現你的委身。

5.  你曾經怎樣為耶穌犧牲呢？你曾如何在你的犧牲行動

中，表現過上述那種熱愛？

應用

1.   明白耶穌呼召「委身跟隨」的意涵與挑戰之後，請想一

想，什麼因素會讓人願意這樣跟隨耶穌？

2.  當你思考自己能不能這樣委身於耶穌的時候，請讀路加

福音十九章41節。耶穌終於抵達了耶路撒冷—這個祂

將要承受死亡的地方。耶穌有何反應？耶穌的反應是否

令你感到驚訝？

3. 你願意如耶穌挑戰你那樣，委身跟隨祂嗎？

閱讀路加福音九章59～60節
6. 耶穌在這兩節經文中，要求哪一項委身跟隨祂的內涵？

7.  如果這位年輕人沒有在父親的葬禮中露面，他可能會面

臨什麼問題？

8.  這位年輕人希望把他對家庭的委身列為第一優先，但

是，耶穌卻說門徒的優先應該是什麼？這合理嗎？為何

合理，或為何不合理？

9. 耶穌如何把祂對門徒的呼召，連結到宣揚福音這件事？

10.  請評估你生活中的優先順序。你花了多少時間在讀書、

看影片、玩電玩等事上，又是花多少時間在讀聖經、傳

福音、或禱告上呢？

11.  你運用時間的方式，如何反映出耶穌在你生命中的優先

順序？

閱讀路加福音九章61～62節
12. 耶穌強調關於委身的哪方面內涵？

13.  你覺得有哪些因素會讓一個門徒從對主的委身中「回

頭」？什麼事情會讓你收回對耶穌的委身？

14.  在婚禮上，新人會彼此交換誓詞。婚約誓詞和路加福音

九章57～62節這段經文，有什麼相似的地方？耶穌要

求門徒委身跟隨祂，這個要求實際上是什麼意思？

探索級

1 跟隨我 | 委身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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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

國。」（路加福音九章62節）

探索級

1 跟隨我 | 委身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解答

1.  請參考路加福音九章51節、九章

53節、十三章22節、十三章33

～34節、十七章11節、十八章31

節、十九章11節、十九章28節。

2.  參考「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

道什麼？」，你可以用以賽亞書

五十章作背景資料。

3.  耶穌強調跟隨祂的人必須「願意

犧牲」。

4.  意思是必須為神的旨意以及在地

上建立神的國度而活。

5.  讓組員自由討論。關於熱愛，在

此要強調的是：在一段很深的愛

的關係之中，犧牲是會為人帶來

某種程度的喜樂的。

6.  這個人跟耶穌說：「主，容我『

先 』 回 去 埋 葬 我 的 父 親 。 」 耶

穌在此強調的是「優先順序」的

問題。跟隨耶穌應該是最優先的

事。

7.  這 可 能 會 損 害 他 在 家 族 裡 的 名

聲。人會責難他，會把各式各樣

不好的動機加諸於他身上。

8.  耶穌說門徒要優先跟隨祂，並且

去傳揚神的國。讓組員討論。

9.  在馬可福音一章17節，耶穌對門

徒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

們得人如得魚一樣。」這就是耶

穌把呼召作門徒與宣揚福音，相

互連結的一個例子。

10. 讓組員自由討論。

11.  設計這個問題，是希望組員們能

夠反思自己的優先順序，並分享

自己曾運用什麼方式，來將耶穌

放在生命中的首位。

12.  毅力。愛是從「忍耐力」表現出

來的。

13.  通常是老我、罪的習慣、世界的

影響。讓組員討論。

14.   「無論疾病或健康」、「尊重並

珍惜」、「始終忠於你」、「直

到死亡將我們分開」⋯⋯這些內

容呼應了委身跟隨耶穌的三個內

涵：樂意犧牲、將耶穌列為第一

優先、有毅力堅持到底。

應用

1. 讓組員自由討論。

2.  祂關心（及委身）耶路撒冷，而

不是祂自己。讓組員討論。

3.  讓組員自由討論。幫助組員看見，

全然委身跟隨耶穌的智慧與價值。

©2007-2019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Cru.Comm ©2007-2019 and now 
digitally as The Community ©2015-2019 Cru. 
Chinese edition 2022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Taiwan Cru. 
Translated by Yu-huei Huang & Yu-ying Liao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changed in any way or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aiwan Cru and BMF.
國際學園傳道會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英文原版 學園網路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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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2 馬大、馬大 | 安靜的時刻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十章38～42節 儘管有許多東西會使我們分心、承

諾給予我們生命，能使我們真正得著生

命的只有耶穌。因祂是我們的福分，我

們需要每天與祂相處。

我們在尋求力量和生命的動力時，

會被引誘去倚靠各樣劣於耶穌的資源。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經文背景
耶穌被邀請到馬利亞和馬大的家作客吃飯，甚至可能還與她們暫時同住。

耶穌坐下後，馬利亞也坐下來，與祂交談並留心祂說的每句話。同時，馬大正

忙碌地伺候她們的客人。過了不久，馬大就因為馬利亞沒有幫忙、反倒在聽耶

穌說話而心裡忙亂。馬大在爭執中尋求耶穌的支持；耶穌則讓馬大瞭解到錯的

是她，不是馬利亞。馬大選擇了擔憂和忙碌，而非在耶穌的同在中安息聆聽。

馬利亞和馬大
認識這兩名女人在個性上的差異，對瞭解這段經文會有幫助。在約翰福音

十一章，拉撒路復活時，馬利亞接受了拉撒路的死，馬大則希望耶穌能做些什

麼。馬大似乎是一個能幹、忙碌的行動派女人；馬利亞則看起來比較內向。因

此，我們不難明白為何兩人在這段小插曲中，有各自的傾向。在這個故事裡，

馬大的行動力反而是種負擔；在拉撒路的故事裡，行動力是她的強項。這故事

讓我們注意到，對有行動力和忙碌的人來說，他們需要慢下來、遠離忙碌，並

與耶穌同在。儘管他們可能不是出於自願，這麼做仍有其必要。

「馬大症」的解藥
馬大「為許多事思慮煩擾」，耶穌對她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和祂相

處是最重要的。擔憂會讓人把次要的事情提升至最優先，模糊真正重要的事

情。諷刺的是，擔憂和忙碌會妨礙我們花時間與神相處；而我們只能透過與神

相處，才不會迷失在擔憂、忙碌中。這就是為什麼耶穌給了我們一個簡單的吩

咐：「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花時間和祂相處。擔憂讓我們以為有許多事

情應當優先處理，而實際上卻只有一件事情至關重要。 

耶穌對禱告的教導接續在這個故事之後，而這樣的安排並非巧合。這些教

導告訴我們禱告的正確態度，讓我們對神、人、事物有正確的看法 。

其中一項教導是要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另一項則是要持之以恆：不是只

在行動上，而是禱告。禱告是我們應當持之以恆的首要事物。耶穌也教導我們

要將擔憂的一切都帶到神的面前，交託給祂。當我們在禱告中遵循這些吩咐，

所有問題和憂慮就會開始回到正確的地位和優先順序。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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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在42節，經文更詳細地寫道：「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福

分」（portion）有很深遠的舊約背景。明白它的意義將會幫助你帶領一場優質的

查經。請翻閱民數記十八章8～10和20～29節。請先讀該處經文再繼續。

請注意：

1.  民數記十八章8節的「分」（portion）是耶和華賞賜祂僕人的禮物。祂以

福分來稱呼祂對祭司的供應。後續的幾段經文都描述了耶和華會如何供

應祭司食物和一切生活所需。由於他們沒有土地，也沒有自給的方式，

上帝應許透過那「福分」來滿足他們的需要。

2.  民數記十八章28節的「舉祭」（portion）是我們獻給耶和華的禮物。這

是祂呼召我們作出的奉獻，也是祂對我們的要求。

3.  民數記十八章20節的「分」（portion）與耶利米哀歌三章23～24節：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

分，因此，我要仰望他。」這裡所說的「分」在希伯來文是同一個字，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分」（portion）指出耶和華神是我們最需要的

產業，祂是我們生命的源頭。

透過這些點，我們不難看出「選擇上好福分」這道簡單的吩咐，其實具有

非常豐盛的意義，也能夠帶領我們一路來到耶穌面前。祂既是禮物，也是送禮

者。在十架上，祂甚至代替我們成為獻給天父的祭物。

馬利亞似乎比大多數人更明白這個道理。事實上，只要馬利亞在聖經出

現，她都會俯伏在耶穌腳前—每次都是如此。以下是幾個例子：我們方才提

過的、記載了拉撒路的死和復活的約翰福音十一章32節；在約翰福音十二章3

節，她用香膏抹了耶穌的腳。她是一個愛著耶穌的女人。馬利亞知道耶穌要賞

賜她，而她渴望那福分。她也明白，耶穌希望從她得到一些東西。馬利亞選擇

獻給耶穌的福分不是她的忙碌，而是她的渴慕。最重要的是，她知道耶穌就是

她的福分，她選擇倚靠祂來得著生命。

忙碌、擔憂、幸福、成就⋯⋯這些都可能為我們的生活提供短暫的動力、

驅使我們；但神是我們永遠的福分，我們唯有從祂才能得著真正的生命。當我

們讓其他事物做我們的動力來源，我們的心靈會因此生病、營養不良。

耶穌在告訴馬大（同時也在告訴我們），她在倚靠錯的對象。她需要經驗

神的恩惠—祂是我們心靈的力量，也是我們永遠的福分。（詩篇七十三篇26

節）

在這次查經中，你應該幫助你的小

組明白神是他們的「福分」，他們需要

每天花時間與神相處。具體來說，你可

以試試：

1.   向小組提議，在每日讀經時實行一些

他們在這次查經中分享的點子。

2.   鼓勵小組每天都將最好的「福分」獻給

神。

3.  向小組提議，這週一起閱讀一卷聖

經。

4.  下次查經開始時，讓小組分享他們在

安靜時刻的領受。

探索級

2 馬大、馬大 | 安靜的時刻 我們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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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十章38～42節

引發動機

當你感到憂傷、疲倦、或灰心時，你會靠什麼重拾精力？

研討

請讀路加福音十章38～42節
1.   為什麼馬大如此生氣和沮喪？

2.  請讀約翰福音十一章17～44節。請將這段經文與路加福

音連結，並簡單描述馬大和馬利亞的性情或個性。

3.  你認為自己比較像馬大還是馬利亞？

4.  在生活和事工中表現得像「馬大」有什麼強處？又有什

麼弱點？

被擔憂耗費了精神、不再定睛於神的馬大，抨擊、責怪了

她的妹妹。耶穌卻說，這是馬大自己所做的錯誤決定造成

的問題。

5.  當你不再定睛於神，你通常得承擔什麼後果？當你的生

命開始混亂，你會因此責怪誰或者哪些事物？

應用

1.  這段經文鼓勵我們將耶穌看作我們的「福分」。除了基

督以外，你還將哪些事物視為「福分」？換句話說，哪

些事物或情況會引誘你在基督之外尋找生命？

2.  此次查經也查考了舊約經文，這如何鼓勵你用不同方式

讀聖經？

3.  你認為一天當中的什麼時候最適合坐下聆聽、領受神的

話語？

4.  在禱告查經的時候，你如何讓自己的心靈和思想專注在

神身上？

5.  有時候，研讀聖經其中一卷書會很有幫助。你目前正在

讀哪卷書？

6.  你最近有哪些時候會像馬大一樣繁忙？使你擔憂的是什

麼？

7.  在42節，耶穌對馬大說了什麼？這是什麼意思？

8.  42節提到「馬利亞已經選擇了那上好福分」。請讀下列

的經文，並記下它們對耶穌所說的「福分」（portion）

有什麼意義。

民數記十八章8～29節
耶利米哀歌三章23～24節

9.  這些經文能為我們與神的相處時間帶來什麼新的認識？

探索級

2 馬大、馬大 | 安靜的時刻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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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

可少的只有一件⋯」（路加福音十章

41～42節）

探索級

2 馬大、馬大 | 安靜的時刻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解答

1.  馬大忙碌地伺候客人，而馬利亞

沒有幫助她。

2.  請見「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

道什麼？」的「馬利亞和馬大」

段落。

3.  讓組員自由分享。

4.  馬 大 的 強 處 在 於 她 能 夠 完 成 事

情。她大概也很能幹，並且非常

主動。但這可能不利她信靠神，

或者停歇等候、聆聽神。

5.  讓組員自由分享。沒有人喜歡陷

入擔憂和忙碌；我們可能因此怪

罪其他人、事物，卻忘記是自己

的錯誤決定造成的。

6.  讓組員自由分享。你可以先舉一

個自己生活中的例子，來引發討

論。

7.  讓組員自由分享。陷入擔憂的馬

大過度重視了許多事情。耶穌告

訴她，只有一件事情至關重要，

那就是和祂相處。

8.  解答請見「關於這段經文，我需

要知道什麼？」

9.  如果神是我們的首要「福分」，

和祂相處的時間便不可或缺。

應用

1.  這道題目是此次查經的核心問

題，小組可以花更長的時間進行

討論。擔憂、工作時程、待辦事

項、男女朋友，都能夠為一天帶

來替代的力量、專注、和動力。

2.  此次查經鼓勵我們縱觀多卷聖

經，發現這些經文是如何指向基

督。

3.  這是一個好機會，讓大家分享每

天與神相處的地點和時間。你

可以鼓勵組員考慮在早晨與神

相處，因為這是一天當中頭腦清

晰，還未進入忙碌的時刻。

4.  讓組員分享一些他們覺得有用的

方式。你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

看法。

5.  讓組員自由分享。你可以試著給

小組一些建議，或甚至指派下週

的功課。

©2007-2019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Cru.Comm ©2007-2019 and now 
digitally as The Community ©2015-2019 Cru. 
Chinese edition 2022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Taiwan Cru. 
Translated by Daniel Wong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changed in any way or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aiwan Cru and BMF.
國際學園傳道會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英文原版 學園網路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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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3 我們的天父 | 禱告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十一章1～13節 耶穌要我們信靠神的良善，為著祂

的身分、旨意、供應、赦免、和庇護，

坦然無懼地祈求。

我們懷疑神是否真的會在意我們、

回應我們的禱告。這會讓我們在向祂祈

求時，無法坦然無懼、持之以恆。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這段主禱文也出現在馬太福音六章5～15節。在馬太福音，耶穌對禱告的

教導，與那些用許多重複話、以為這樣必蒙垂聽的外邦人形成對比。明白這個

教導十分重要，因為許多人都在向神禱告時，用了許多重複的話，以為這麼做

就能夠得到神的喜愛。因此，本次查經將會以這段經文作為禱告的「典範」。

換句話說，耶穌在這裡為我們示範了一種禱告的方式，並希望我們能夠汲取、

應用，而非單純複誦。

神的身分
以此段禱告作為典範，我們可以在自己的禱告中應用這些原則。耶穌禱告

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這句話讓耶穌從定睛在神的

身分上開始祂的禱告。從讚美神不可測度的屬性—良善、仁愛、恩慈、憐

憫、聖潔等等—來開始一段禱告是再好不過了。這麼做，能讓我們的目光從

關注自己，轉而定睛在神身上。

神的旨意
接著，耶穌為神的國度降臨祈求。花點時間這樣禱告，能讓我們與神對我

們生命和世界的旨意同心。我們應該成為彰顯祂旨意的器皿，而非要神照我們

的意思做。

祂的旨意是要這個世界知曉祂的榮耀。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祂創造了我

們—好讓我們看見、因祂的偉大快樂。當我們為祂的旨意祈求時，我們也是

在為那些能使我們最喜樂的事情禱告。

神的供應
接著，耶穌引導我們為日用的飲食祈求。我們通常會為感受到的需要來禱

告；父神關心並且也希望我們為這些事物禱告。雅各書四章2節說：「你們得

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耶穌邀請我們，將自己所關切與請求的事物交託給

神，祂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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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神的赦免
下一條原則是赦免。當我們在禱告時，省察生活中所犯的罪並尋求原諒，

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驗到罪得潔淨對維持我們與神親密的關係十分重要。

神的庇護
最後，耶穌為庇護禱告：不遇見試探和它的始作俑者—撒但。一場屬靈

爭戰正打得如火如荼。基督徒身陷其中；他們不該忘記這個事實，也不該忘記

他們在爭戰中需要庇護。

除了上述的方式之外，也有其他方式能夠分類主禱文的原則。不過，「身

分、旨意、供應、赦免、庇護」這五個原則既方便記憶，也能提供我們一個很

有幫助的架構，讓我們能夠開始規劃向神禱告的時間。

我們對神的看法
教導我們如何禱告後，耶穌提到了讓我們覺得禱告很困難的主要原因。祂

講了一個故事，提到一個吝於給予的人。這個人雖然完全不像神，倒是很符合

我們會對神產生的錯誤印象。耶穌知道，如果我們懷疑神是否會對我們恩慈，

我們可能就不會禱告，更別說是不住地禱告。祂講了這個故事，好讓我們可以

注意到我們對神的錯誤看法，也以此鼓勵我們要坦然無懼地、持之以恆地向祂

祈求。

祈求、尋找、叩門
敲門和叩門的區別在於動作有無重複。這個重複與耶穌在馬太福音六章5

～15節責備的重複不同。耶穌並沒有教導我們說重複的話，而是要我們在向神

祈求時態度堅定、有信心、並持之以恆。這麼做能鍛鍊我們的信心，也能讓我

們信靠神的良善。同時，這也會使我們的心更加渴望現況能夠改變。

豈不更多
在11～13節，耶穌繼續用「豈不更」的比喻來修正我們對神的看法。祂指

出，如果連父母都知道要將好東西給兒女，神豈不更會將好東西賜給我們嗎？

耶穌想要明確地表示神在乎我們，也樂於將好東西賜給祂的兒女—遠超乎我

們所想像的。事實上，祂不應允我們祈求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所求的東西可

能不會對我們真正有益。在約翰福音十四章12～14節，耶穌說祂必成就我們「

奉祂的名」所求的事；意思是，祂必成就我們合祂旨意的一切祈求。當我們身

為基督徒的生命愈發成長，我們的禱告也會更加貼近神的旨意，並看見更多禱

告蒙應允。

透過這次查經中，你該試著幫助你

的小組：

1.  思想他們是如何看待神。

2.  相信祂看顧他們。

3.   學習如何遵照耶穌主禱文的典範來禱

告。

探索級

3 我們的天父 | 禱告 我們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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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十一章1～13節

引發動機

你收過最棒的一份生日禮物是什麼？哪一次生日最讓你失望？為什麼？

研討

請讀路加福音十一章1～4節
1.  馬太福音六章5～15節也記載了這個禱告典範。耶穌在

馬太褔音還有哪些額外的教導？

2.  這些額外的教導會如何影響我們應用耶穌對禱告的教

導？

3.  耶穌以尊崇神的身分開始祂的禱告。你因著什麼樂於稱

頌神？你喜歡哪些形容祂偉大的經文？

4.  再來，耶穌祈求神的旨意成全。祂的用意為何？祂為什

麼要我們這麼做？

5.  然後，耶穌祈求神供應。請讀馬太福音二十章29～34

節。如果耶穌出現在你面前，問你：「你要我為你做什

麼？」，你會說什麼？

6.  接著，耶穌邀請我們懇求赦免。花一分鐘禱告，為你想

到的任何罪，懇求祂饒恕。

7.  最後，耶穌為我們示範如何尋求庇護。什麼事情會讓你

感到軟弱、受誘惑？

應用

1.  如果「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和「願你的國度降臨」成

為你禱告的根基，你認為這會如何改變你的禱告生活？

2.  耶穌似乎知道我們會懷疑神是否會對我們恩慈。你覺得

我們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懷疑？這樣的懷疑，如何對你

的禱告生活產生影響？

3.  什麼能幫助你相信神是良善的，並樂於回應你的禱告？

4.  請讀約翰福音十四章12～14節。如果神沒有回應我們

的祈求，可能的原因為何？在成為基督徒後，你曾經看

到哪些祈求發生變化？

請讀路加福音十一章5～10節
8.  耶穌告訴我們該做什麼後，祂提到了阻礙我們如此行的

主要原因。在故事裡，耶穌提到了我們的什麼看法？

9.  敲門和叩門只差在動作有無重複。這與馬太福音六章5

～15節提到的無用重複有什麼區別？

10.   你認為神為什麼要我們不住地禱告？為什麼祂不會每次

都立刻應允我們的禱告？

11.   你有哪些禱告或祈求因為沒有被應允，而不再持續禱

告？

請讀路加福音十一章9～13節
12.  耶穌繼續透過這個故事來修正我們對神的看法。祂採用

了一個猶太人的教導方式，以「更何況是」的對比來闡

述論點。你還在哪裡看到這種論述方式？

探索級

3 我們的天父 | 禱告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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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以下的架構將會對規劃你的禱告時間

提供很大的幫助：

思想神的⋯⋯

身分

旨意

供應

赦免

庇護

探索級

3 我們的天父 | 禱告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研討

1.  耶穌強調了誠心誠意的重要。我

們不是為了讓別人以為我們很屬

靈而禱告；禱告也不是在重複空

洞的話語。

2.  我們不該只是複誦主禱文，好像

那些徒然重複的非信徒一樣。

3.  讓組員自由討論，分享他們在與

神 有 關 的 經 文 當 中 最 喜 歡 的 一

段。

4.  為了讓世界知曉祂的榮耀。祂要

我們因祂的偉大快樂。

5.  讓組員自由討論。

6.  請給小組一些時間禱告。這或許

也是一個講解福音的好時機。

7.  讓 組 員 自 由 討 論 。 你 可 以 透 過

自己先敞開分享來創造安全的環

境。

8.  我們以為神對幫助我們並不在乎。

9.  耶穌希望我們在祈求時能夠持之

以恆，而不是單單重複相同的話

語。

10.   祂想要吸引我們的心，而持之以

恆能夠幫助我們被祂吸引。這麼

做也能擴展我們的信心，展現我

們對祂眷顧和信實的信靠。

11.  你可以先分享自己的經歷來引發

討論。

12.  在吝於助人的鄰居比喻能看到。

應用

1. 讓組員自由討論。

2.  請讓小組分享他們會產生懷疑的

地方。

3. 讓組員自由討論。

4.  因為我們祈求的東西最終不會使

我們受益，也並非合祂旨意的祈

求。這就是為何禱告的焦點應先

放在求神的國和義之上。讓組員

自由討論。

©2007-2019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Cru.Comm ©2007-2019 and now 
digitally as The Community ©2015-2019 Cru. 
Chinese edition 2022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Taiwan Cru. 
Translated by Daniel Wong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changed in any way or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aiwan Cru and BMF.
國際學園傳道會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英文原版 學園網路書房



13

Discovery

4 防備 | 永恆的觀點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十二章1～21節 耶穌警告門徒要提防兩個轄制了法

利賽人的陷阱：假冒為善和貪婪。本次

查經將探討這兩項難以察覺的危險，以

及如何「謹慎自守」地防備它們。

我們往往會去追求人的認可和貪婪

帶來的滿足，而非合神心意、為人慷

慨。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經文背景
在這段經文，耶穌正與法利賽人的偽善對峙。隨著耶穌在耶路撒冷受難的

日子接近，祂擔心門徒可能也會因為同樣的假冒為善而受害。因此，祂迫切地

警告他們要「謹慎自守」地防備兩個轄制了法利賽人的潛在陷阱：假冒為善和

貪婪。

路加福音十二章1～3節
這段經文對假冒為善作出了大致的警告。假冒為善就是我們內心和外行的

不一致。耶穌說，假冒為善的愚蠢在於，神將會在審判日顯露所有人的內心，

並揭穿一切偽善。在彼得前書四章17～19節，彼得形容試煉是「小型審判日」

。神會透過基督徒生命中的試煉，來顯出他們隱藏的罪和軟弱。我們的心極易

受騙，常常會沒有注意到心中有程度不一的詭詐和假冒為善。這就是為何神會

允許試煉發生，來使這些問題浮上檯面，好讓我們在真的審判日來到時，能獲

得忠心僕人的賞賜。

我們的弱點和罪，往往會在試煉的焦慮和壓力中「在房上被人宣揚」；意

思是，他們將會被人看見。此時，神就能在這些品格的問題上動工，使我們成

為一個更成熟的基督徒。

路加福音十二章4～7、11～12節
耶穌的教導繼續關注假冒為善的第二個領域：身為基督徒，卻不願公開承

認這個事實。即將受難的耶穌相當擔心這點，因為祂的門徒必須願意為基督信

仰做見證。沒有哪件事情會比不敢傳講基督的門徒更加遏阻福音的遍傳。

耶穌關注了假冒為善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對人的恐懼：別人可能會如何對

待，或者看待他們。很明顯的，當今的基督徒也在經驗同樣的恐懼。在基督徒

身陷的屬靈戰爭中，撒但會運用恐懼來威嚇基督徒，好讓他們對福音的好消息

噤口不言。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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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耶穌提供他們兩種解決辦法。第一：他們應該敬畏神，甚於懼怕人。基督

徒需要不斷地在他們的思想和禱告中將「活得合神心意」置於首位。這點應該

被強調。在基督裡，祂接納我們；我們卻難以相信這個事實。當我們深知神愛

我們、喜悅我們，別人怎麼想便開始不再那麼重要了。當然，問題往往是我們

不這麼認為。真的是這樣。請深度探討這個問題並挑戰人們省察自己，看看神

真實又恆久的愛對他們是否深刻到會影響他們所做的決定。

第二種解決辦法可在11～12節找到。耶穌應許他們聖靈會指教他們當說的

話，因此他們不用思慮要說什麼。再次強調，如果我們相信祂與我們同在且是

幫助我們的，我們便很有可能更加倚靠祂。

路加福音十二章8～10節
耶穌也教導有一種法利賽人犯的假冒為善是不得赦免的。這個罪就是拒絕

承認聖靈的見證，否認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道理很簡單：因為耶穌在十架

上的死，所有罪都可得赦免—除了拒絕基督的罪。沒有任何方式能夠彌補拒

絕基督的罪。法利賽人犯了此種假冒為善；他們聲稱自己認識神，卻拒絕了神

的兒子。他們不得赦免，因為他們拒絕了能夠赦免他們罪的唯一預備。

路加福音十二章13～21節
很明顯地，法利賽人偽善的另一點在於貪婪。耶穌要我們免去一切形式的

貪心。這大概是因為法利賽人不只貪財，還貪戀權勢和地位。

在比喻裡，耶穌說那財主在田產豐收前便已極為富有。財富的詭詐在於只

有極少人會真的認為自己富有。耶穌也對一切形式的貪心作出警告；意思是，

除了金錢之外，還有許多東西能使我們起貪念。最後，財富也可能會因為我們

在不知不覺中更信賴它（而非倚靠神的供應）而成為詭詐。這就是為何連門徒

都可能被財富蒙蔽。

財主的愚蠢在於他囤積財富，並選擇信靠他的富有來讓自己安心。他的猝

死顯示了他錯亂的優先順序和信心來源是多麼愚蠢。

誠如耶穌所警告的，祂的門徒必須時刻防備假冒為善陰險的陷阱，也要提

防一切形式的貪心詭詐。

本次查經有兩項重要的教導及相關

應用。

第一個是假冒為善。對小組來說，

重要的是思想神在他們生命的哪些地方

動工，以使他們能更一致地活出心中的

信仰。幫助你的小組選擇相信並倚靠神

的愛和大能。

第二個是貪婪的問題。本次查經的

最後關注了貪婪這個主題，並要求組員

思考個人該應用比喻中的哪些部分。對

小組來說，思想能夠如何更慷慨地使用

神交托他們的財富相當重要。

探索級

4 防備 | 永恆的觀點 我們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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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十二章1～21節

引發動機

你是否曾經警告過那些沒有察覺到危機即將來臨的人？結果如何？

研討

1.   此段經文有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在1～12節，第二個

在13～21節。耶穌開啟這兩個主題時說了什麼，使我們

留意它們？祂教導的兩個主題是什麼？

你們要防備。請讀十二章1～12節
2.  什麼是假冒為善？為什麼耶穌說假冒為善最終將是無用

的？

3. 神會在什麼時候顯露我們心中所隱藏的？

4.  經文形容試煉是「小型審判日」（彼得前書四章17～19

節）。神滿有恩典地賜下試煉，好顯出基督徒隱藏的弱

點和罪。神為何要這麼做？

5.  分享一個在試煉的壓力中，你隱藏的軟弱和罪被「在房

上宣揚」的經歷。

6.  請讀十二章4～7和11～12節。耶穌在這裡擔心的假冒

為善是何種模樣？

7. 什麼會造成我們在這個領域假冒為善？

8.  耶穌教導我們該如何抵消這些使人假冒為善的壓力？這

會使我們為基督的見證產生什麼變化？

9.  請讀十二章8～10節。耶穌在這裡提到了一種法利賽人

犯的假冒為善，並且是不得赦免的。這是哪種假冒為

善？為什麼它不得赦免？

你們要謹慎自守。請讀十二章13～21節
10.   這位財主如何看待財富，他犯了什麼錯誤？

11.  你從財主的比喻和耶穌要我們「謹慎自守」的警告學到

了什麼？

12.  與世界比較，你認為自己在以下領域中的富有程度為

何？

教育；金錢；財產；健康；時間；職業（容許你選擇職

涯的財務自由）；自由（言論、遷徙等）

13.  追求事業的成功、更淵博的學識、財務上的安心和組成

家庭，這些領域中，哪些已成為你服事主的負擔，讓你

不能自由地服事主？

探索級

4 防備 | 永恆的觀點

應用

1.  為什麼我們會難以相信神真的接納我們？

2.  有哪些時候你會因為不相信祂接納我們是唯一重要的

事，而去嘗試贏得眾人的認可？這會讓你假冒為善嗎？

3.  透過這段經文，你覺得神要你怎麼分享你的財富？

4.  比喻中的主角認為囤積更多財產能使我們找到「生

命」。比照這個比喻，你是否會囤積耶穌以外的財寶

來找尋生命？你所囤積的財寶是什麼？

5.  是什麼讓你難以相信神會慷慨地回報你？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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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就

是假冒為善。」

（路加福音十二章1節）

「⋯⋯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

貪心⋯⋯ 。」

（路加福音十二章15節）

探索級

4 防備 | 永恆的觀點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英文原版 學園網路書房

解答

1.  「防備」、「謹慎自守」。祂教導

的兩個主題是假冒為善和貪婪。

2.  假冒為善是我們內心和外行的不一

致。讓組員自由討論。

3. 在審判日。

4.  好讓我們在這些領域成長，讓神能

夠根除我們的假冒為善。你可以先

分享一個自己的經歷來引發討論。

5.  請讓小組自由分享試煉如何顯出了

他們隱藏的軟弱和罪。

6.  身為基督徒，卻不願公開承認這個

事實。

7.  懼怕別人可能會如何對待或看待我

們。

8.  敬畏神，甚於懼怕人。因為唯有祂

是真正的審判者。再來，耶穌應許

我們聖靈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9.  拒絕耶穌的罪。請見「關於這段經

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10.  比起信賴神，他更信賴自己的財

富。讓組員自由討論。

11.  讓組員自由討論。

12.  讓組員自由討論。

13.  先分享自己是如何因為追求家 

庭、事業、和安逸的生活而被拘

束。這樣能引發組員也分享自己

的情況。

應用

1. ～5. 讓組員自由討論。

©2007-2019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Cru.Comm ©2007-2019 and now 
digitally as The Community ©2015-2019 Cru. 
Chinese edition 2022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Taiwan Cru. 
Translated by Daniel Wong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changed in any way or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aiwan Cru and BMF.
國際學園傳道會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英文原版 學園網路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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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5 為何憂慮？ | 憂慮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十二章22節～34節 在這份查經材料，我們會檢視耶穌

對憂慮的教導，並發現憂慮不僅是徒

勞，且無視神對我們的供應。

當我們聚焦這個世界而非神的國

度，不信任天父會供應我們所需，我們

會感到憂慮及恐懼，並錯失祂對我們的

供應和喜樂。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經文脈絡
在前一段落，耶穌用「無知財主」的比喻來對貪婪提出警告。本段經文自

然地延續這個主題，耶穌告訴祂的門徒說，與貪婪相反的是，他們可以信靠神

會滿足他們的需要。

改變想法：路加福音十二章22～30節
耶穌從憂慮的徒勞開始看。因為第一世紀的憂慮多半在飲食和衣裳上打

轉，這些議題在此得到了明確的對待。耶穌再次用了我們熟悉的一種猶太教導

方式，在上一次查經資料中也有看到，一種由小至大的論述。耶穌提到神為飛

鳥提供飲食，為花朵提供衣裳，然後問一個問題：「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

呢？」答案顯然是「貴重得多。」耶穌進一步指出憂慮的徒勞，當祂問說：「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從經驗上來看，耶穌的觀點是真實

的。憂慮終究沒有改變任何事，這是一種徒勞的活動。最後，耶穌提到憂慮是

異教世界參與的活動。祂的觀點是，對於那些不認識神的人來說，擔心是有道

理的，因為他們無法保證神會照顧他們。相反地，憂慮對基督徒來說是不合宜

的，因為我們有一位天父，祂愛我們、關心我們，祂擁有無限的大能大力來滿

足我們的需求，並且對我們真正的需求有全面的了解。在這段經文中，耶穌似

乎在向人闡明憂慮的不合邏輯性。但是，停止憂慮是說得比做得簡單。大多數

人都知道他們不應該憂慮，但似乎沒有停止憂慮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耶穌在

下一段經文中要處理憂慮的根源—內心。

在改變內心之前，你無法改變想法：路加福音十二章28
～31節

耶穌在十二章29節中說「你們不要求」這些會帶來憂慮的需求。祂的觀點

是，問題的根源在於一顆心求錯了東西：錯在僅僅求要滿足我們的需求。相反

地，耶穌說要「先求神的國」。換句話說，要全心全意地尋求神和服事祂，也

連帶滿足他人的需求。最終，要阻止憂慮的逐漸侵襲，不只是我們的思想，我

們內心的方向和焦點都需要被重新引導。當我們對焦在神，我們對真正重要的

事物有了新的看法時，憂慮就隨之消失了。這調整了我們的優先次序。我們也

得到保證，當我們致力於履行祂的旨意時，神將滿足我們的需求。當神確實滿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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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足了我們的需求，我們經歷到祂奇妙的供應時，這種確據感會得到進一步的強

化。這是真正治療憂慮的有效處方！

不採取行動就無法改變內心：路加福音十二章32～34節
在這個段落，耶穌給出了聽起來很奇怪的建議，祂要人們擺脫他們所擔心

失去的東西。一部名為《刺激驚爆點》(The Usual Suspects）的電影是說明這個

原則一個很好的（如果不算干擾的話）例子。

超級大壞蛋—凱撒．索澤（Keyser Söze）回家發現妻子跟孩子們成為敵方壞

蛋的人質，威脅他除非他將控制權讓給競爭對手，否則將殺了他的妻子跟孩子。

他的解決辦法是？他快速拔槍殺了妻子跟孩子，這樣就再不會有人能動搖他。我

想這也讓犯罪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冷血無情。

舉這例子並不是稱許謀殺家人，但從故事裡可以看到索澤遵照了耶穌提到

的原則：把最能引發你憂慮的東西拿出來（對耶穌的聽眾而言是錢），然後送

走它。這是最保險的方式，讓你切斷它對你的控制。

這也釋放你，讓你能對焦在不可能憂慮的事上；那些不會被用完、被偷走

或被摧毀的東西。這是真的，當我們相信天父總是樂意把國度賜給我們，其他

我們憂慮的每件事似乎都沒那麼重要了。

值得深思的是，在福音書裡唯一一次描寫耶穌的憂慮或害怕。你記得嗎？

是在被釘十字架之前的客西馬尼園。祂被恐懼淹沒，甚至流出血汗來。在祂的

恐懼裡，祂的解決方案是交出（放棄）祂害怕失去的東西，並擁抱痛苦。這就

是—透過交出（降服）及死亡—帶下救恩以及最終的復活。

這個教導跟國度中顛覆的價值觀是一致的。你若想救自己的生命，將要失

喪生命；你若想擁有一切，就什麼都得不到。鼓勵你的小組去思考什麼是他們

最害怕失去的，思考他們是否可能需要把它交出去，信任那位承諾把國度跟其

他千樣事物都賜給他們的神。

這份查經材料順著耶穌教導的脈

絡，應用如下：

1.  我們需要改變關於憂慮的想法。然

而，若我們不改變心的焦點，想法就

不會改變。

2.  要改變我們的心，需要先來尋求神和

祂的國度。但我們若沒採取行動相信

神的供應，以及尋求祂的國度，我們

的心就不是真的重新導向。

3.  耶穌給了我們榜樣：交出所擁有的，治

死所害怕失去的，並提升了無法失去之

物的價值。

探索級

5 為何憂慮？ | 憂慮 我們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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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十二章22～34節

引發動機

當感到壓力跟憂慮時，你晚上比較會做什麼夢？你是否有一個特定反覆出現的夢境提醒你生活中的恐懼？你最常憂慮什

麼？

研討

閱讀十二章22～28節
1.  耶穌剛剛才在談貪婪。貪婪如何跟憂慮相關？

2.  在第24～28節，耶穌講了關於憂慮的兩堂課。這兩課

是？

3.  你如何經歷過這兩堂課？

4.  在第一世紀，人們的憂慮集中在飲食及衣裳（12章22

節）。今天人們最憂慮的可能會是什麼？

5.  從哪些地方可以看見神已經供應你、照顧你？你認為自

己為什麼在這些問題上掙扎？

6.  如果耶穌的講道停在十二章28節，你認為你可以得到停

止憂慮所需的指引嗎？為什麼可以或為什麼不行？

閱讀十二章29～31節
7.  在十二章29節，關於把我們的心放在使我們憂慮的議題

上，耶穌提出警告。憂慮，反映出心有什麼問題？

8.  耶穌教導我們如何治癒內心？ 

9.  尋求祂的國，跟個人、關係及服事上有甚麼關聯？

閱讀十二章32～34節
10.  耶穌在這裡給了什麼奇怪的建議？如何把它應用在憂慮

上？

11.  從這裡你觀察到耶穌有哪些反應？

12.  祂在那個處境下做了什麼？

探索級

5 為何憂慮？ | 憂慮

應用

1.  你此刻是否有正在「追求」什麼，如同第30節的異教

徒？

2.  耶穌描繪一幅天父溫柔撫慰我們的美麗圖像。思考你所

憂慮的事跟這幅圖像之間的關係。如果你在心的層次上

經歷這個圖像，你的生命會有什麼不同？

3.  你生命中有什麼需要給出去，好表明你的信任、重新對

焦你的心，幫助你看見神的供應？那是什麼呢？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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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

吃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路

加福音十二章22節)

探索級

5 為何憂慮？ | 憂慮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英文原版 學園網路書房

研討

1.  兩者皆錯誤地對焦於我們需要供

應自己以及自己的未來。

2.  憂慮的徒勞及神的供應。

3.  讓小組分享討論。

4.  讓小組分享討論。

5.  讓小組分享討論。

6.  沒辦法。因為在這個地方，祂只

談到了憂慮的思想成分；真正的

問題是心，以及要如何改變心。

7.  憂慮是結果，反映出我們心的焦

點放在錯誤的事上。

8.  將我們的心對焦在尋求神及祂的

國。

9.  尋求跟神有深入的團契關係。服

事其他人。將自己投入在社群及

事工。

10.  要自願交出所擔心失去的東西。

你可以使用電影《刺激驚爆點》

(The Usual Suspects)中的故事來

說明這一點。請參閱「關於這段

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11.  在客西馬尼園，耶穌對祂即將要

經歷的痛苦感到憂慮。

12.  祂活出了自己的教導。即使面對

被釘十字架的痛苦，祂仍降服於

神並獻出生命。

應用

1.  讓小組分享討論。

2.  讓小組分享討論。幫助你的小組

敞開分享，並且能在任何景況

中，相信神對他們的心意。

3.  讓小組分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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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6 最後機會 | 神的國度計畫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十二章35節～十三章35節 本課著眼於耶穌最後呼籲以色列人

悔改，同時也介紹了神國度推展的新計

畫。

即便當現實和存在的證據擺在我們

面前，我們的心仍傾向不認識、不順服

神和祂的彌賽亞。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總覽
路加福音的這一部分由幾段耶穌的故事和教導所組成，彼此之間看來似乎

不相關，但實際上集中於一個共同主題。在這份查經材料中，你和組員將看到

每一個（或大部分的）故事，並嘗試找出該段落的重點。當碎片拼湊在一起

時，整體宗旨應該就會浮現。這種由自己去探索的查經方式，具有極高價值。

你的挑戰將是讓查經過程保持平衡。一方面留給組員足夠的空間去將事情

理論化並真正地去探索，另一方面則別讓他們陷在搞不清楚狀況的沮喪裡。你

或許會想先自己去嘗試這過程（放下這份資料），好叫你知道組員們將要經歷

的。記住兩個問題：

1. 每個場景中的信息是什麼？

2. 路加將這些場景放在一起所傳達的總體信息是什麼？

然後再回來閱讀以下提示。

經文脈絡
耶穌正勢不可擋地前往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人正在面臨他們最後的回應機

會。機會之窗在迅速關上，而耶穌懇求、警告他們，這是他們接受祂並避免國

度審判的最後機會。值此同時，耶穌向門徒啟示神的國將如何因祂被離棄而顯

明出來。

場景一，十二章35～40節
這是耶穌第一次談到「祂第二次再來」的主題。當我們從歷史上的制高點

往回讀這個段落，是沒什麼好驚訝的，但對祂的門徒來說，聽起來一定很奇

怪。「你說『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會來了』是什麼意思呢？你明明就在

這裡。」

他們正期望彌賽亞就要建立祂的國，對以色列人而言，一切都會很好。然

而此時卻聽到耶穌在談論會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以及一個突然的到訪。這一切

定都使人相當迷惘。但請注意，當主人回來時，極大的祝福正等著他們。祂將

服事祂的僕人。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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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場景二，十二章41～48節
彼得聽了這整段話，一個他並不知道的秘密計畫，他想知道他是否屬於那

些不會獲得內幕消息的傢伙之一。像往常一樣，耶穌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而是繼續描述當祂回來會是什麼樣子。再次說，在祂不在時仍然忠心又有見識

的人有福了；那些不忠心又沒見識的，則將面臨嚴厲的審判。耶穌的意思似乎

是，彼得已夠明白主人的心意，且將照著主人的心意去做。

場景三，十二章54～59節
這一幕，耶穌對那些現在還沒有準備好但應該準備好的人提高警告等級。

耶穌認為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事，他們卻看不明白，並且他們視而不見一個迫切

的問題。祂在告訴他們缺少什麼，並且告訴他們時間不多了。

場景四，十三章1～5節
耶穌在此討論一些時事。這些不是舊約的故事，只是些最近的新聞。在這

裡，耶穌的觀點很清楚：審判近了，以色列人需要悔改，否則就會滅亡。

此時，你的小組應該會感到緊張升溫。剛開始只是國度延遲的驚人消息，

現在顯然已經成為警告和責備。路加整理這些故事的目的應該變得更加清晰。

場景五，十三章6～9節
這一幕與第四幕非常相似。知道無花果樹常用作以色列人的象徵會有助組

員查考這段經文。神給足他們時間來結出果子，且他們正在接受審判（以砍樹

為象徵）前的最後機會。更多相關信息，參見耶利米書第二十四章。

場景六，十三章10～17節
現在，我們從關於以色列人需要悔改的教導進到以色列人需要悔改的描

述。耶穌在這裡奇蹟般地治癒了一個已經受苦十八年的人，而管會堂的統治者

所看見的僅是祂是在安息日做了這件事，並錯認此為非法之舉。他們是瞎眼

的。彌賽亞就在他們面前，但他們看不見祂真正的身分。

場景七，十三章22～30節
現在來到最後的侮辱。不僅以色列人受到審判和排擠，而且有一大批外邦

人（從東、從西、從南、從北來的人—幾乎是除以色列人之外的所有人）都

正在進入這個國度。
 

場景八，十三章31～35節
這整個章節正好結束在耶穌為耶路撒冷哀嘆的畫面，以及即將臨到各國的

審判。在這裡，路加帶我們回到敘事主題：耶穌最後往耶路撒冷的跋涉。我們

看見祂正在接近祂所愛的城市，那個終將殺死祂的城市。

摘要
當耶穌忠實地發出要以色列人悔改並跟隨祂的邀請，祂同時也正在描繪一

幅圖像：以色列人拒絕他們的彌賽亞和隨之而來的—神對以色列人的審判。

門正在關上，而他們被拒在外不得進入。雖然某些以色列人仍將持守信心，但

我們留意到神將會慷慨的邀請外邦人進到祂的國度，與祂一同坐席。

此次查經，你希望組員反思自己是

否像以色列人那樣拒絕彌賽亞，並且聽

從耶穌的邀請—悔改。

此外，你也要他們思考他們是否屬

於那些「準備好」的人，當主人回來

時，對準備好的人而言是好事。

探索級

6 最後機會 | 神的國度計畫 我們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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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十二章35節～十三章35節

引發動機

父母給過你最大的警告是什麼？你有聽進去嗎？

研討

閱讀十二章35～40節
1.  這是耶穌第一次談到「祂第二次再來」，如果你是當時

門徒，你覺得耶穌的話哪裡奇怪？

2. 傳遞的信息是？

閱讀十二章41～48節
3. 彼得問了什麼？答案是什麼？

4. 傳遞的信息是?

閱讀十二章54～59節
5.  人們認不出耶穌為彌賽亞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比較

像在尋找政治領袖或崇高的君王。人們當今以什麼方式

錯認了耶穌？

6. 傳遞的信息是？

閱讀第十三章1～5節
7. 你知道關於耶穌在此所指的事件嗎？

8. 傳遞的信息是？

閱讀第十三章6～9節
9. 你認為無花果樹代表誰或代表什麼？

10. 傳遞的信息是？

閱讀第十三章10～17節
11. 耶穌做了什麼？管會堂的看見耶穌做了什麼？

12. 傳遞的信息是？

閱讀第十三章22～30節
13.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來的人是誰？

14. 傳遞的信息是？

閱讀第十三章31～35節
15. 在這一幕中，你認為耶穌有什麼樣的情緒？

16. 傳遞的信息是？

探索級

6 最後機會 | 神的國度計畫

應用

1.  這是關於以色列人拒絕彌賽亞。在我們生命中，我們是

否也可能同樣拒絕彌賽亞？即便是基督徒，我們會如何

對基督硬著心？

2.  耶穌說祂是誰？你相信嗎？

3. 如果祂今晚就要回來，你是否準備就緒？

4.  你認為怎麼才算是準備就緒？你需要在生活中做什麼改

變嗎？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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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

候，人子就來了。

（路加福音十二章40節）

探索級

6 最後機會 | 神的國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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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

1.  耶穌說的話和門徒的期待不同，且

他們根本不會想到或期待、理解祂

對第二次降臨的教導。

2.  神的國度尚未終極完成。無論祂何

時回來，人們都要做好準備，因極

大的祝福在等著！祂要服事那些準

備好的人。

3.  這比喻是給誰的？這個比喻是給每

個人的。沒有人得到特殊的知識，

但當祂再來，每個人都必須做好準

備。

4.  祂來時將有審判，要準備好了！

5.  不過是社會改革者，是好人，但並

不真的關心你如何過日子。

6.  你正在錯過某件事，而沒時間了。

7.  可能不知道。這些不過是些當代事

件，祂面對的觀眾會很熟悉，很好

用來舉例說明。

8.  悔改或滅亡！

9.  以色列人。耶利米書第二十四章可

見清楚的案例。在這裡和耶利米書

你都可見神對於有可能結出果子來

的喜悅，以及對結不出果子來的失

望。

10.  不多時，審判就要來到！

11.  祂治癒了一個女人。他們所見的

卻僅是（據稱是非法的）安息日

做工。

12.  你們是瞎眼的。祂就在這裡而你

們卻認不出祂。

13.  外邦人。

14.  以色列人會被排除在外，但外國

人會被納進來。

15.  耶穌當時或許正在經歷著各種情

緒，包括對他們悖逆的憤怒，對

祂的死下定決心，以及對以色列

人即將面臨審判而憂傷。

16.  耶路撒冷即將成為荒場，因他們

拒絕了他們的彌賽亞。

應用

1.  我們跟他們同樣硬著心且不願順

服耶穌。
2.～4. 讓小組分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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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7 因為喜樂 | 迷羊與失錢的比喻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十五章1～10節 當耶穌因為和罪人來往，受到法利

賽人的議論時，祂透過說故事的方法解

釋祂的行為：因為喜樂。神喜悅我們悔

改。

我們的心不容易馬上相信神真的會

因我們的悔改而喜樂。這會使我們輕看

那些需要悔改的人，看不見神愛他們，

並且想要和他們在一起。也會讓我們不

敢把罪帶到祂的面前，因為我們覺得祂

會感到厭煩，而不是歡喜。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路加福音的查經我們已進行了一半，耶穌繼續著前往耶路撒冷的遙遠路

程，朝著正在等候祂的十字架前進。在第十五章的查經裡我們會看到三個故

事，這些故事將告訴我們，為什麼耶穌會帶著如此決心踏上死亡之路。

這些故事是講述關於失去必須找回來的東西：迷失的羊，失去的錢幣和浪

子。本課我們會先看前兩個故事。某種程度上這兩個故事是在為達到精彩高峰

的第三個故事鋪陳。

這些比喻是耶穌受到法利賽人批評時說的，這樣的場景其實並不少見。這

些法利賽人對於耶穌和誰來往很有意見，私下議論著：這些人是罪人，不道德

的人—就是和你我一樣的人。

如定時炸彈的比喻
耶穌就像祂常做的，選擇了用比喻回應這些批評—不直接攻擊，而是用

側面迂迴進攻的方式。故事是很有力的工具，尤其是像耶穌這樣的高手講出來

的故事。它們就像定時炸彈，一開始讓你感覺全然無害，所以你也就接受了這

故事的觀點。然後稍晚在回家的路上，你腦中突然出現轟的一聲！因為你意識

到這個故事根本就是在講你！不過已經來不及了，它已突破了你的防線，在你

身上留下了印記。

在讀這些比喻時請你要小心，稍後我們會再提到這個話題。我自己就是在

讀這些比喻時經歷一顆定時炸彈在我生命中爆發—就在我教導這個概念大概

一天之後發生的。耶穌真的很厲害。整體來說比喻都是有一個主要重點。它們

不像寓言，所有元素都是象徵性的。比喻當中所有的細節都是為了帶出一個特

定的重點。本週你的功課就是，幫助你小組的成員了解耶穌比喻的核心信息是

什麼。

迷羊和失錢
請先記住1～2節的背景設定，然後花些時間讀3～7節，看看你認為這個比

喻的主要重點為何。請你自己先讀這個比喻，然後下一段我會給你一些線索。

你有什麼想法嗎？先給你個提示—耶穌是在回應這些人的私下議論。他們的

議論其實就是在說：「你怎麼會跟這些失敗的人來往呢？」 他們為這事甚是心

煩，所以耶穌準備要回答他們。這個以及下一個比喻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回答以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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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下問題：「為什麼你要和這些失敗的人來往？」如果你想要了解原因，請再讀

這個比喻，找找有無重複出現的字句。

如果答案仍不清楚，請繼續讀第二個故事。同樣的，請你自己先讀這個比

喻，看看你有什麼想法。接下來的篇幅將會有劇透。

因為喜樂
這故事的人事物和第一個不一樣，但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耶穌

所重複的字—喜樂。

你有聽到一再出現的副歌嗎？

「找著了，就歡歡喜喜地扛在肩上⋯⋯

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

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為什麼耶穌要和失敗的人來往？因為喜樂！這些罪人的悔改（被找著）使

祂高興，使祂的父親高興，最終也使得每個愛天父和耶穌的人高興。耶穌因為

喜樂和罪人在一起。

這比你以為的還糟
你再看一次法利賽人最原始的怨言是什麼。有沒有發現他們描述耶穌時用

的動詞為何？他們說祂「接待」罪人。用這個動詞也沒錯，但感覺上有點被

動。我們再看看耶穌用什麼動詞描述故事裡這些代表祂的角色。祂去找迷失的

羊，找著了，扛在肩上，回到家裡；祂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地找直到找

著。

耶穌是在對這些批評祂的人說：「這比你以為的還糟呢！我不僅歡迎接待他

們，我還主動出去尋找他們並且把他們帶回家。我做這些事都是因為喜樂。」

我聽過這段經文的另一種說法，就是「一個罪人悔改，天使都在天上歡呼

喜樂。」但我不確定這是否完全捕捉到耶穌在這裡所要傳達的信息。第10節說

「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但天使又是在誰的面前？ 不就是天父

嗎？我認為耶穌是在說那些「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的天使們正在觀看天父的

喜樂。祂是那位喜愛施恩（彌迦書七章18節）的神。這都是祂的主意。

這對我們來說都是好消息。神喜愛失敗的人。祂熱愛施恩。祂樂意修復破

碎的人。祂喜悅饒恕。祂為著能修復關係的裂痕而喜樂。請思考這對你個人和

你的查經有什麼意義：

1.  不論你在信主前或信主後做了什麼，祂都不羞於和你在一起。祂不管別

人會因為看到祂和你來往而有所議論。祂希望你能悔改來到祂面前。祂

為著你的恢復而歡樂。

2.  祂不羞於和那些在你周圍、還不認識祂的人來往。事實上，祂還蠻喜歡

這樣的。你也許也認識仍在這喜樂圈子以外的人，耶穌非常想要恢復他

們。何不安排個機會介紹耶穌給他們，看看會如何發展？

幫助你的小組了解這些故事的含義。試著帶領他們自己去探索，好像我在

這裡帶領你們一樣。如果他們能自己去發現，這故事的含義能更深植在他們心

中，甚至能幫助他們相信並安穩在耶穌因他們的悔改而喜樂這事實中。

給組員們的兩個主要應用。

1.  幫助他們相信耶穌真的想要和他們在

一起，不論他們做了什麼，耶穌都會

因他們的悔改而歡喜。

2.  幫助他們想想可以把耶穌介紹給誰。

探索級

7 因為喜樂 | 迷羊與失錢的比喻 我們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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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十五章1～10節

引發動機

你們是何時信耶穌的？高中前，讀高中時，還是上大學後？請分享一些你的故事。

研討

1.  在閱讀本週的經文前，先回想一下聖經是如何描述非信

者的？有怎樣的用詞或是描繪？

閱讀路加福音十五章1～2節
2.  這些法利賽人在抱怨什麼？

3.  如果這個故事在今日重新講述，然後你是故事中的法利

賽人，你私下議論的對象會是誰？

4.  耶穌慣用的手法就是講故事，不直接攻擊。為什麼呢？

比喻有什麼價值？

閱讀路加福音十五章3～7節
5.  了解比喻的關鍵在於知道比喻中都有一個主要重點。它

們不像寓言，所有東西都是象徵性的。有人可以重新再

講一遍這個故事嗎？

6.  如果我們要找出主要重點，就需要檢視故事中各個元

素。這故事裡有什麼元素？有哪些重複出現？

閱讀路加福音十五章8～10節
7.  這個故事和第一個故事相似，它們有著共同的重點。這

個故事是在講什麼呢？

8.  這兩個故事中共同的元素為何？

9.  這兩個故事的目的都是在回答法利賽人的私下議論：「

為什麼你要和這些失敗的人來往？」耶穌的回答為何？

10.  是誰在歡喜快樂？

「福音」就是好消息。這裡所傳達驚人的好消息就是：

神愛失敗的人。祂喜愛施憐憫。祂喜悅恢復破碎的人。祂樂

於饒恕。祂因修復關係的裂痕而歡樂。

探索級

7 因為喜樂 | 迷羊與失錢的比喻

應用

1.  這個故事教導了我們哪些神的性格？

2.  在你的生命中有沒有什麼事需要悔改，但你害怕把它帶

到神的面前，或是覺得你沒有資格再次要求神的原諒？

3.  從這些故事中，你認為耶穌對你的悔改會有什麼感受？

4.  承上題，你相信嗎？

5.  你認識的人當中，有哪些是你認為需要被找回來的？

6.  你可以如何幫助他們遇見耶穌？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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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神

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路加福音十五章10節）

探索級

7 因為喜樂 | 迷羊與失錢的比喻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研討

1.  讓組員充分討論。本課關鍵詞是

「失去」。

2.  耶穌和一群不受歡迎的人來往。

3.  讓組員討論他們認為哪些是連恩

典都救不了的人。也許是些政治

觀點，社經地位或是行為讓組員

們感到特別反感的人。

4.  故事會穿越我們的防線，因為一

開始它看起來完全無害。一旦讓

它「進到」我們裡面，認為這故

事講得是對的，我們就會發現我

們的實際行為和這故事帶出的應

用是相互矛盾的。

5.  這裡的目標是讓組員開始分解故

事，與之互動。讓他們重述和討

論故事，開始釐清耶穌到底在講

什麼。

6.  不要給出任何答案，讓組員繼續

推敲。重複出現的字：歡喜。

7.  同樣的，讓組員重述和討論，和

第二個故事互動。

8.  「我失落的______已經找著了，你

們和我一同歡喜吧！一個罪人悔

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

他歡喜」。

9.  因為喜樂。

10.  耶穌，天父，和那些愛神的人。

針對在神的使者面前歡喜這部分

請回頭參考「關於這段經文，我

需要知道什麼？」

應用

1. 讓組員自由討論。

2.  讓組員討論。你可以透過自己敞

開的分享創造安全的環境。

3.  也許我們會擔心神會對我們感到

不高興，但其實祂會非常歡喜。

4. 讓組員自由討論。

5.  鼓勵組員想想他們可以傳福音給

哪些朋友。

6.  預備好一些幫助組員在傳福音上

可以採取下一步的方法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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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8 兒子或是奴隸？ | 浪子的故事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十五章11～24節 耶穌在這個故事中鮮明地描述了罪

和它帶來的慘況，悔改和悔改的要素，

以及天父那救贖的愛。

我們對於神和祂的恩典有錯誤的看

法，以至於雖然神想要恢復我們神兒女

的身分，我們卻仍做罪的奴僕。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上週起我們開始查考路加福音十五章裡的故事。法利賽人因耶穌歡迎失敗

的人並且和他們一同吃飯而私下議論，於是耶穌說了這些故事來回應他們。這

些故事讓我們看到耶穌不僅是歡迎他們，祂更是主動用心地去尋找他們，找到

了就把他們扛回家。祂因著喜樂做這些事。本週我們要開始查考第三個故事。

雖然與迷羊和失錢的比喻有相同的重點，但這個故事有兩個明顯的不同處。首

先，故事的篇幅比較長，充滿許多栩栩如生的細節描述。再來，它還有個特別

的第二幕，是其他兩個比喻所沒有的。本週我們先看11～24節的細節，下週再

來查考第二幕。本故事的第一幕有三個主要場景，分別出現在12～16節，17

～19節，以及20～24節。我們按著順序來查考。

罪和它帶來的慘況
耶穌在13～15節中描述了典型的罪的模式。罪一開始通常都顯得有趣，但

接著就會失控墜入慘況中。和你的小組一同觀察故事中反應出這模式的細節。

要知道猶太人是很不喜歡豬的。小兒子最後落得餵豬的下場顯示了他已落到低

谷中的低谷了。

請注意他用兒子的身分交換成奴隸的身分。當還是他父親兒子的時候，他

享有一切的特權。但現在他卻做著一份羞辱的工作，還要忍飢受餓。

悔改
在17～20節中，耶穌很詳細地描述了悔改是什麼樣子。仔細觀察對於這位

兒子的描述，注意以下三點：

1.  他醒悟過來。悔改的第一步就是認知到，將神要給我們的東西交換成一

些次級品，是多麼的愚蠢；不論它們一開始看起來是多麼耀眼。提摩太

後書二章24～26節清楚地說明了神是如何憐憫地介入我們的生命、領人

悔改。

2.  他的生命已破碎，完全沒意識到自己有什麼權利。他沒有任何要求，只

有一股強大、需要幫助的無力感。

3.  他尋求憐憫。悔改不僅是因為犯罪而感到憂傷痛苦，還需要有實際上的

改變。猶大也是感到痛苦，但他選擇了自殺，而不是悔改讓神恢復他。

彼得悔改了，來到耶穌面前得到了原諒。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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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也請注意這時他自認為已失去所有身為兒子的權利。身為奴隸，他能期待

最好的事情就是離開豬圈，成為他父親家中的奴隸。

父親的愛
故事的英雄在這最後的場景出現了—父親。請注意用來描述這位父親的

動詞。

父親看見了兒子。他看著，觀察著，兒子走向他的一舉一動他都很清楚。

他充滿了慈心，沒有憤怒，只有因兒子歸來的喜樂。

他跑向兒子。你上一次看到長者跑步是什麼時候？但這位父親一點都不在

意他的顏面。

父親張開雙手擁抱他與他親嘴。小兒子連做夢都沒想到他父親竟會如此熱

情溫暖地歡迎他回家。

父親吩咐僕人們拿出袍子，戒指，鞋子和肥牛犢來慶祝！這是特別為他兒

子舉辦的派對。袍子和戒指代表著兒子的身分。父親稱他為「我這個兒子」，

恢復了他的身分。

和你的小組一起查看並享受這父親的一舉一動。把自己浸淫在當中，因為

這是耶穌要傳達的給我們的神的形像。可惜的是我們的心往往遲鈍，不容易相

信。

當我搞砸了，特別是信主後，我真的很難相信神會看顧我，對我動慈心，

跑向我，張開雙手擁抱我，親吻我，恢復我。很有可能你和你的組員也都有相

似的掙扎。

這也是為什麼耶穌要讓這個故事是如此的大方揮霍。祂要說服我們祂所認

識的天父是什麼樣子。

法利賽人以為神跟他們一樣的尖酸刻薄。耶穌講這個故事挑戰和改正他們

（和我們）對於神的錯誤看法，好讓我們可以來到祂面前求憐憫和讚美祂的恩

典。

要期待看到組員們讓耶穌所描繪天

父那揮霍的愛來調整他們的神觀，進而

幫助他們有勇氣為他們生命中未認的罪

悔改。

探索級

8 兒子或是奴隸？ | 浪子的故事 我們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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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十五章11～24節

引發動機

你小時候做過最不聽話的事是什麼？有向父母承認嗎？發生了什麼事？

研討

1.  接續上週所討論的，耶穌在這些比喻中是想回答什麼問

題？

2.  祂的回答為何？

閱讀路加福音十五章11～32節
3.  這個故事和前兩個故事有哪兩個很大的不同？

4.  下週我們會看這故事的第二幕，本週我們先著重在11

～24節。你認為這個故事比前兩個故事篇幅更長的原因

為何？

閱讀路加福音十五章13～16節
5.  第一個場景在描述什麼？

6.  這個兒子生命的走向是什麼？

7.  故事的一開始他是享有特權的兒子。那麼現在你會如何

形容他？

8.  你會給這一段場景什麼標題？

閱讀路加福音十五章17～19節
9.  這一場景在描述什麼？

10.  悔改有哪些要素？

11.  他是如何看待自己？

12.  你會下什麼標題？

閱讀路加福音十五章20～24節
13.  故事的英雄人物這時出現了。請寫下所有描述這位父親

的動詞。每個動作顯示了他的什麼特質？

14.  父親的行為如何影響了兒子的身分地位？

15.  你會為這場景下什麼標題？

16.  為什麼耶穌要講這故事？

探索級

8 兒子或是奴隸？ | 浪子的故事

應用

1.  這個故事如何調整了你對於神的看法？為什麼你對神的

看法如此重要？

2.  有什麼事攔阻了你如此看待你的天父？

3.  你生命中有沒有哪一方面是你需要回轉向神的？或許是

陷入罪中的部分？是什麼攔阻了你來到神的面前？

4.  你心中神的形像，有哪些是符合故事中的父親？有哪些

是不一樣的？

5.  故事中父親的行為，哪一個是你最無法相信神也會如此

待你的？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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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相離

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

去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

（路加福音十五章20節）

探索級

8 兒子或是奴隸？ | 浪子的故事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英文原版 學園網路書房

研討

1. 為什麼你要和這些失敗的人來往？

2.  因為喜樂。我不只是歡迎他們，

我還主動尋找他們，把他們扛回

家

3.  更多栩栩如生的描述，以及第二

幕。

4.  這 些 細 節 是 為 了 要 吸 引 我 們 的

心，說服我們。

5. 描述了小兒子的罪帶來的毀滅。

6.  失速墜落。罪總是一開始看起來

美好，接著就快速崩壞。

7. 他成了奴隸。

8.  讓組員分享。我自己下的標題是

「罪和慘境」。

9. 我們看到了悔改的步驟和過程。

10.  請參考「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

知道什麼？」

11. 他把自己看為奴隸。

12.  選擇你自己的標題。我用的是「

悔改」。

13.  請參考「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

知道什麼？」

14. 他恢復他兒子的身分。

15. 我的標題是「父親的愛」。

16.  讓組員討論。我認為耶穌講這故

事，為的是要挑戰他們對天父的

看法，並且向我們顯示天父比我

們想像的更有恩典，以致於我們

能夠對祂的愛有信心，走向祂求

憐恤。

應用

1.～5. 讓組員充分討論。

©2007-2019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Cru.Comm ©2007-2019 and now 
digitally as The Community ©2015-2019 Cru. 
Chinese edition 2022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Taiwan Cru.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Hsu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changed in any way or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aiwan Cru and BMF.
國際學園傳道會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英文原版 學園網路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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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9 給虔誠罪人的恩典 | 大兒子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十五章25～32節 這段故事的後半部，耶穌把焦點轉

向法利賽人。祂說明了即便是最反對祂

的法利賽人，如果他們願意接受，恩典

也是豐豐富富為他們預備的。

自以為義使得我們輕視神給別人的

恩典，卻看不見自己也一樣需要它。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本課查考的內容是，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講的三個故事中的最後一

幕。雖然這一幕幾乎不會出現在幼齡版浪子回頭的故事中，但它其實是這一系

列故事所要傳達的終極信息。

耶穌講這些故事來回應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對於祂與罪人來往的議論。故

事中描述了失喪的人，以及耶穌和天父是如何因著他們的悔改歸回而歡喜快

樂。耶穌要改正他們對於神錯誤的觀點，突顯神是比任何人都還要大方的。

回到1～2節，注意當中有哪些角色。我們看到有稅吏和罪人，文士和法利

賽人，以及耶穌。迷羊、失錢和浪子則代表了稅吏和罪人。耶穌就是那迷羊的

主人，失去錢幣的女人和浪子的父親。

文士和法利賽人一直沒有出現在這些小故事中，但他們即將要上場了。這

位年紀較大、自以為義的兒子，就代表了法利賽人和文士。

就是因為知道大兒子代表的是誰，我在預備教導這故事的時候，有件事讓

我覺得很不一致。因為法利賽人在福音書中常被刻劃為惡人，所以我一直等著

看他們被大力斥責。我想如果這位父親對大兒子大聲訓斥一番，那該多好。但

劇情的發展跟我想像得完全不同。父親對大兒子充滿恩典。我不知要如何理解

這個反應。

故事的前半段，那些宗教人士正等著父親嚴厲斥責把所有財富揮霍殆盡的

小兒子，但他們都失望了。我帶著輕蔑的眼神看著他們，心想：「你們以為那

些妓女是失敗者，其實你們才是。你們一點都不了解恩典是什麼。」

然後到了第二幕，我在等著看好戲，看這些宗教人士會如何被對付。但並

沒如我所料的發生。幾天後我有所覺悟—原來我不懂恩典是什麼。我跟那些

人一樣壞。我希望這一群人受到懲罰，但我和他們一樣心胸狹隘缺乏恩典。

所以讀比喻時要小心啊！他們真的是不定時炸彈。

接下來的發展完全不是在我的預期和神學預測內，我們繼續看下去。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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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25～27節
這一幕裡大兒子正在田間工作。他是個乖小孩，努力工作有責任感。同時

間有一個派對正在進行，慶祝著他根本不認為是好消息的事。

28～32節
請注意一些有關大兒子的描述。

1.  他拒絕入內。他可以和其他人一樣享受宴席，但他不想這麼做。

2.  他說這麼多年來他服事父親，從來沒有違背父親的命令。這是個重要的

線索。還記得上週我們的討論嗎？其中一個重要的應用就是要修正我們

對天父的錯誤認識。大兒子把他的父親視為奴隸主，把他自己則視為奴

僕力。他的觀點是扭曲的。

3.  他和他的家人保持距離。注意他提及弟弟的時候是用「你這個兒子」，

而不是說自己的弟弟。他和家人的關係都搞亂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父親的反應：

1. 父親走向大兒子，就像他走向小兒子一樣。

2. 他懇求大兒子。他不是命令，而是懇求。

3.  「兒啊。」問題的重點一向都是兒子的身分。父親的優先總是要恢復身

分。

4.  「你常和我同在。」大兒子忘了這點。他和父親的關係本身就是個獎

賞，而不是工作或是金錢。故事中我們找不到任何一個地方表示父親所

要的是大兒子為他工作，或是留了好東西不給他。父親總是滿有恩典，

對他的兒子充滿感情。大兒子只專注在工作還有「奴役」，是他自己造

成的，並不反應為父的心。

5.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大兒子如果願意接受，就能享受身為兒子

所能得到的一切，而不是在這裡要求得到奴僕的薪水。

當我了解到這一點，我很高興故事沒有按照我的預期發展。我希望錘子能

錘到大兒子的頭上，因為他是法利賽人，而法利賽人是惡霸。後來我認知到我

也是大兒子。我覺得我服侍神做牛做馬。有的時候是出於兒子愛父親的心而

做，但有時並非如此。我的薪水也沒有我希望的高，我還有其他種種的碎碎

念。

幫助我理解這故事重點的約翰．派博牧師（John Piper）如此說：

「耶穌是在懇求法利賽人。事實上，祂在懇求我們所有的人。無論是什麼

樣的人—屬世的、或熱心宗教的罪人，懷抱著悲慘過往、或努力靠好行為贏

得獎賞的人—都將死亡。但人如果願意來到耶穌跟前，就可找著恩典的宴

席，與這位愛你、饒恕你、並願意滿足你一切需要的父親建立關係，承受那不

能朽壞、不能玷污、永存在天的基業。這些都是為憑信心、靠恩典而活的人所

預備的，是靠好行為積功德無法得著的。」

協助組員從這些故事中看到自己，並邀請他們更深地相信恩典的福音。

幫助組員查驗自己的心，看看是否

也自以為義，然後悔改，從「努力靠好

行為贏得獎賞之處」進入恩典的宴席。

探索級

9 給虔誠罪人的恩典 | 大兒子 我們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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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十五章25～32節

引發動機

你曾經因為別人的好運而生氣嗎？請分享。

研討

1. 第十五章一開始的問題為何？答案是什麼？

閱讀十五章25～32節
2. 有什麼部分是你覺得遺漏或是不一致的？

3. 往回看1～2節。有哪些角色？

4. 他們各自出現在故事的何處？

5. 你對法利賽人的認識是什麼？

6.  你覺得這些代表法利賽人的角色在故事中會發生什麼

事？

第一幕，請閱讀25～27節
7. 這位哥哥正在做什麼？

8. 當他在工作時有什麼事正在發生？

9. 為什麼會有這宴席？他感覺如何？

第二幕，請閱讀28～32節
10. 我們來分析一下。先來看看大兒子。你觀察到什麼？

11. 大兒子的用詞如何描繪父親在他心中的形象？

12. 我們再來看看父親。他做了什麼？

13. 父親說了什麼？

14. 為什麼耶穌在故事中對法利賽人如此有恩典？

派博牧師如此說：「耶穌是在懇求法利賽人。事實

上，祂在懇求我們所有的人。無論是什麼樣的人—屬世

的、或熱心宗教的罪人，懷抱著悲慘過往、或努力靠好行

為贏得獎賞的人—都將死亡。但人如果願意來到耶穌跟

前，就可找著恩典的宴席，與這位愛你、饒恕你、並願意

滿足你一切需要的父親建立關係，承受那不能朽壞、不能

玷污、永存在天的基業。這些都是為憑信心、靠恩典而活

的人所預備的，是靠好行為積功德無法得著的。」

探索級

9 給虔誠罪人的恩典 | 大兒子

應用

1.  我們很容易就變成故事裡的大兒子。是什麼佔據了大兒

子的心？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大兒子的心態？

2.  請分享最近一段時間裡你活得像「奴隸」而不是兒子或

女兒的經歷。

3.  你的生命已經變得著重於成就表現，而不是享受天父的

愛了嗎？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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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父親對他說：『兒啊！你常和我同

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路加福音十五章31節）

探索級

9 給虔誠罪人的恩典 | 大兒子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研討

1.  你為什麼要和這些失敗者來往？

因為喜樂。

2.  若組員還未能回答就留到問題6再

回答。

3.  稅吏和罪人，文士和法利賽人，

以及耶穌。

4.  請參考「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

知道什麼？」

5.  他們一點都不喜歡耶穌，是耶穌

的宿敵。

6.  你也許會認為代表法利賽人的大

兒子會受到批評或指責。

7. 他盡責地在田間工作。

8. 有一場宴席正在進行。

9.  他們正在慶祝這沒用的小兒子回

家了，他非常不高興。

10.  請參考「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

知道什麼？」

11.  他視他父親為奴隸主，視自己為

奴隸。

12.  請參考「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

知道什麼？」

13.  請參考「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

知道什麼？」

14.  因為耶穌向他們施予的恩典和給

那些稅吏和罪人的恩典是一樣

的。請參考派博牧師說的那一段

話。

應用

1.～3. 讓組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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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10 神的國就在你心裡 | 國度觀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十七章1～21節 耶穌在這段經文中呼召祂的百姓活

出神國子民的生命，特別是活出饒恕、

信心、謙卑以及感恩的心。這些特質應

當是自然地從經歷福音大能的生命中流

露出來的。

不饒恕，不相信，驕傲和不知感恩

是因為我們不夠了解和經歷基督是誰和

我們在祂裡面的豐盛。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雖然耶穌有教導關於神建立祂國度的新計劃，但祂並未直接回答「神國百

姓當如何生活」的問題。在本段經文中耶穌就描述了神國百姓當活出的價值

觀。

饒恕：路加福音十七章1～4節 
這個新國度的成員所當看重的第一個特質就是饒恕。要成為神的國的一份

子，首先就是要接受神饒恕的恩典，這是透過耶穌死在十架上所成就的。身為

接受神無條件饒恕的恩典的人，我們基督徒也當如此饒恕別人。

法利賽人是只追求公義而不顧憐憫和饒恕的最佳代表。一個人若吝於給予

饒恕，就表示他仍未接受饒恕，或是不完全了解他已被饒恕了什麼，或他在個

人經驗上未體驗到饒恕。這也就是基督徒認罪的重要性。雖然因著耶穌的死，

基督徒已得赦免，定期的認罪能讓基督徒不斷經歷到針對個人特定的罪的饒

恕。我們若有可以分享生命中隱藏的罪的親近基督徒朋友，他們的支持代禱能

幫助我們更能經歷神的饒恕。

信心：路加福音十七章5～6節
再來，基督徒當靠活潑的信心生活。有人問耶穌，身為祂的跟隨者如何能

增加信心，耶穌表示信心的重點不在於有多少，而在於信心的對象，以及因信

靠那對象而踏出順服的步伐。

這是很重要的一課。門徒們求耶穌給他們更多信心，但耶穌似乎在說他們

只需要把已有的信心活出來即可。他們認識耶穌，知道祂的能力，也知道祂要

他們做什麼；他們已有憑信心踏出去所需的一切。

當我們憑信心順服，神就供應和祝福，我們的信心也因此而增加了。

謙卑：路加福音十七章7～10節
法利賽人因著自己屬靈領袖的地位而變得驕傲。基督徒則應當活出謙卑的

特質。我們的救恩是出於神的恩典，我們的生命當成為這恩典的出口和延伸。

沒有神賦予的能力，我們無法成就任何有屬靈價值的事，或成為神要我們成為

的人。這樣的認知為基督徒帶來真實的謙卑，也就是對自己是誰有最真切的認

識，驕傲無法在此生存。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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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感恩：路加福音十七章11～19節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不但沒有心存感恩，反而埋怨不滿神豐富的供應。不知

感恩的心如同疫病般折磨著整個國家。身為神國度的新百姓，基督徒當是一群

感恩的人，永不忘記神已為我們成就的以及祂正在成就的事。不斷更深地認識

神的恩典，我們就能持續的感恩。

神的新國度：路加福音十七章20～21節
這段經文是有關於「神國在哪？」的問題。耶穌說祂在所有接受祂成為救

主的人心中掌權。祂在人心中掌權所帶來的影響就呈現在饒恕、信心、謙卑，

以及感恩的心這些生命特質中。這樣的心讓耶穌在這人的生命中有完全的自由

來掌權，賦予能力和方向。這些特質也反映出基督的確在這些人的生命中掌

權。

本課查經探討了四項美德（饒恕、

信心、謙卑和感恩）。一個人要同時間

在這四方面都成長是很難的。鼓勵每個

組員挑選其中一項特質，操練更多的順

服耶穌。

探索級

10 神的國就在你心裡 | 國度觀 我們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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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十七章1～21節

引發動機

請在心中想一位你很尊敬的人。你在他/她身上最想學習的特質是什麼？

研討

1. 你觀察到基督徒身上有哪些讓人欣賞的品格特質？

閱讀路加福音十七章1～4節
2. 在這裡說到屬於基督國度的成員的特質是什麼？

3. 為什麼基督徒能夠饒恕？

4. 如果我們無法饒恕，這代表了什麼呢？

5.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基督徒得到饒恕的基礎，那麼

我們持續經歷和感受這樣的饒恕的關鍵為何？

6.  最近你有沒有思想過耶穌饒恕你的一切以及祂所付上的

代價？你需要饒恕誰？

閱讀路加福音十七章5～6節
7.  耶穌在這裡說到信心不在乎有多少。那麼憑信心生活的

關鍵是什麼？

8.  你所認識的人中有誰活出信心生活的榜樣？是什麼讓他

們成為信心之人？

9. 你需要採取什麼具體的行動增加你對耶穌的信任？

閱讀路加福音十七章7～10節
10.  耶穌在這強調了謙卑服事的特質。一個基督徒謙卑的基

礎是什麼？

11.  耶穌擔心若祂的跟隨者缺少這種態度，他們的生命會呈

現什麼狀態？法利賽人後來變得如何？

12. 什麼可以幫助你活出耶穌所描述的謙卑？

閱讀路加福音十七章11～19節
13.  這段經文中描述十個人中只有一個人才有的特質是什

麼？

14.  因著神救贖的恩典，就算在最糟的景況我們仍可為許多

事獻上感恩。請花幾分鐘的時間寫下感恩的事。

閱讀路加福音十七章20～21節
15.  這段對話跟耶穌之前所說的一切有何關聯？

探索級

10 神的國就在你心裡 | 國度觀

應用

1.  你的心就是耶穌新國度之所在，在這四方面（饒恕、信

心、謙卑、感恩）有哪些方面是你還未讓耶穌自由掌權

的？

2. 是什麼原因使得你在這方面很難降服於耶穌？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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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

穌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

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看

哪，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

裡（心裡：或作中間）。」

（路加福音十七章20～21節）

探索級

10 神的國就在你心裡 | 國度觀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研討

1. 讓組員討論。

2. 饒恕。

3.  我們經歷耶穌赦免了我們所有的

罪。這麼大的債都被赦免了，這

讓我們更能赦免別人的債。

4.  一個人若吝於給予饒恕，就表示

他仍未接受饒恕，或是不完全了

解他已被饒恕了什麼，或他在個

人經驗上未體驗到饒恕。

5.  定期向神認罪。若能與信任的基

督徒分享，也會有幫助。

6. 讓組員討論。

7.  冒風險踏出順服的腳步，相信耶

穌必然會成就祂所應許的。

8. 讓組員討論。

9.  讓組員討論。花時間研讀神的話

更認識耶穌，能給我們信心相信

祂的信實。過去經歷神的信實的

經驗也很重要。冒險踏出信心的

腳步，然後看著祂如何動工，我

們的信心必能增加。

10.  我們的救恩是恩典的結果，而我

們的生命就是那恩典的流露及延

伸。沒有神賦予的能力，我們無

法成就任何有屬靈價值的事，或

成為神要我們成為的人。

11.  容易變得驕傲，像法利賽人自以

為義。

12.  讓組員討論。耶穌那全然的謙卑

總是能讓我停止輕看別的事物的

態度。

13. 感恩。

14. 讓組員討論。

15.  這個新的國度不是存在於一個國

家中，而是成長於人的心裡。人

的心若有這些特質，就代表耶穌

在這人的生命中做王掌權。

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讓 組 員 討 論 。 鼓 勵 他 們 挖 得 更

深，找出不願意順服的原因，並

將他們指向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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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11 耶路撒冷 | 耶穌進城

探索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路加福音十九章28～44節 雖然這幫群眾一開始大力歡呼迎接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最終他們卻拒絕耶

穌為王並且要求釘祂十字架。

就像耶穌那個時代的人一樣，我們

也會拒絕祂的王權；上一秒敬拜祂，下

一秒就藐視祂。他們的善變其中一個原

因就是對耶穌的認識不足。祂並未滿足

他們認為的「王」該有的樣子。我們也

和這些人一樣。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路加福音：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過去幾週我們的查經一路跟著耶穌前往耶路撒冷。耶穌完全委身給我們，

在這路途中祂也呼召我們全然委身給祂，這基本上就跟求婚一樣。我們學習到

祂是我們杯中的分，祂也教導了我們如何禱告。我們也讀到了對於審判的警

告，以及生動的畫面描述祂對罪人的愛。祂也教導了我們在神國當如何生活。

今天，祂終於到達了耶路撒冷。

祂的來到充滿著矛盾的對比。耶穌騎在一頭奇蹟似被「預留」的驢子。門

徒們在揭開那頭驢子的繩索時一定感到很納悶，不知這驢子是誰的。我在想他

們會不會用《星際大戰》中歐比王．肯諾比這個角色，在電影裡比劃著手指

說：「這些不是你要找的機器人」的方式，告訴驢子的主人，主耶穌要用這頭

驢子。 

很顯然正在發生的事是超自然的，但耶穌選擇的進城交通工具竟然是一頭

驢子。如果是我，我大概會選擇搭飛機或是開一輛跑車進入聖城。就算是在第

一世紀的巴勒斯坦，耶穌應該也可以選擇一匹戰馬，或是戰車吧？只要不是一

頭驢子都好。

這疑問的答案可以在撒迦利亞書九章9節找到。透過騎著不起眼的小驢駒，

耶穌表示祂就是那位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的王—溫柔謙和並施行拯救。祂是

掌權的王，但祂卻選擇透過犧牲和謙卑執掌王權。

第二個矛盾的對比，出現在群眾表現的熱情仰慕和之後的嗜血情緒。他們

認知到耶穌是誰（至少當下是如此）並且歡呼稱祂為彌賽亞。28節群眾的歡呼

是取自於詩篇一百一十八章26節。他們不止是稱耶穌為一般的王，而是那位應

許的大衛後裔之王。

這個時候他們愛戴祂，還把衣服鋪在路上。但在不到一週之內他們卻大

喊：「釘他十字架！」人心是如此的善變和矛盾。

約翰福音二章提到：「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知道萬人，也用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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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不著誰見證人怎樣，因他知道人心裡所存的。」明明知道這群眾後來將會嘲弄

祂，卻在此時得到他們的愛戴，耶穌心裡肯定感覺很奇怪。

第三個就是神的主權和人的責任之間的矛盾。當祂騎著驢駒進入群眾的讚

美聲中，法利賽人要求祂責備他們。耶穌拒絕他們的要求並且說：「若是這些

人閉口不說，石頭也要呼叫起來。」那是因為全宇宙的目的就是要來讚美神。

宇宙被創造的結果就是為神帶來讚美。「石頭也要呼叫起來」這有趣的描述提

醒我們耶穌在萬事上掌權，並且定要受到當得的讚美。祂甚至可以將石頭變為

敬拜者。畢竟祂也將你和我變成了敬拜者。

這樣的耶穌卻為著以色列人的叛逆而哭泣。祂一再警告他們將要來的審判

並且呼召他們悔改，但是他們並不聽話，耶穌也知道他們不會悔改。祂在43

～44節的預言，就在西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滅時成真了。耶穌是可以改變以色

列人的心，逆轉他們的叛逆，但祂沒這麼做。雖然他們的悖逆並非在耶穌的掌

控之外，祂仍然為以色列人因為拒絕彌賽亞而遭受的命運哭泣，並且渴望他們

得著救贖。

最後一個矛盾就是，雖然耶穌即將經歷極度痛苦的死亡，並且和祂的父親

分離，祂的眼淚竟然不是為自己流，而是為那些處決祂的人而流。這個其實並

不算是矛盾，因為耶穌本是如此。祂來並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

且成為多人的贖價。在十字架上祂求父神原諒那些折磨祂的人。祂就像天空賜

下雨露和陽光般，每一步都賜下愛。

現在祂到了耶路撒冷—和平之子如今來到了「和平之城」，用自己的性

命換取和平。讓我們讚美耶穌，因祂堅定地走向耶路撒冷，為你為我擺上性

命。

在這最後一課的查經，請幫助小組

組員思想他們是如何在敬拜和藐視耶穌

中交替。

鼓勵他們反思這系列的課程，選擇

一樣操練相信和應用。

探索級

11 耶路撒冷 | 耶穌進城 我們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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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路加福音十九章28～44節

引發動機

在國高中時，你有沒有朋友一夕間背叛你的經驗？你有沒有如此對待你的朋友？請分享。

研討

1.  在結束這系列的查經前，我們先回顧一下，在跟著耶穌

基督的腳步前往耶路撒冷的過程中，我們學到了什麼？

閱讀路加福音十九章28～34節
2.  這個事件讓人想起馬太福音十七章24～27節。這兩段經

文有何相似之處？它們教導了有關耶穌的什麼？

3.  如果耶穌能力如此大，祂為什麼選擇用這麼卑微和毫不

起眼的方式進入聖城？

閱讀路加福音十九章35～38節
4.  群眾所唱的歌是來自詩篇一百一十八篇。請閱讀詩篇一

百一十八篇19～29節。你認為這段經文是在講什麼？為

什麼他們用在耶穌的身上？

5.  為什麼群眾在這時稱頌讚美耶穌，卻在幾天後高喊釘祂

十字架？

閱讀路加福音十九章39～44節
6.  耶穌說：「石頭也要呼叫起來」是什麼意思？我們從這

描述中對耶穌有什麼認識？

7. 你知道耶穌在42～44節說的是什麼事嗎？

8. 為什麼以色列人將要受到審判？

9. 為什麼耶穌不改變他們的心？

10. 你如何解決這裡的張力？

11.  耶穌到達耶路撒冷時祂不是為自己，乃是為這城哭

泣。這讓你對耶穌有什麼認識？

探索級

11 耶路撒冷 | 耶穌進城

應用

1.  你的心在哪方面很善變，一下敬拜耶穌，一下又蔑視

祂？

2.  這樣的善變顯示了你對耶穌有什麼不足的認識？

3.  要相信耶穌會為那些傷害你的事傷心難過，甚至是那些

因你自己的錯誤而帶來的傷害，對你來說是容易還是不

容易？

4.  這系列的查經對於耶穌的刻劃，哪一點讓你最想敬拜

祂？

5. 哪一點是你最難相信的？

6. 哪一點是你最難應用出來的？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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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延�伸閱讀：〈尋找領袖〉，摘自《屬靈領袖》，孫德生（J.�Oswald�Sanders）著

問題解答 背誦經文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那城，就為

它哀哭， 說：「但願你在這日子知道

有關你平安的事，不過這事現在是隱

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來。」

（路加福音十九章41～42節）

探索級

11 耶路撒冷 | 耶穌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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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

1.  請參考「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

知道什麼？」

2.  兩段經文都顯示耶穌對於事情有

非凡的認知和掌控。

3.  因 為 耶 穌 是 偉 大 的 ， 卻 甘 心 卑

微。這實現了撒迦利亞書九章9節

關乎彌賽亞的預言：「他是公義

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

騎著驢」。

4.  這段經文在講彌賽亞，他們也認

知到耶穌就是彌賽亞。你也可以

指出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中耶穌引

用詩篇一百一十八篇關於匠人所

棄的石頭的經文。

5.  讓組員討論。

6.  請參考「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

知道什麼？」祂在宣告祂當得讚

美的主權能力。

7.  耶路撒冷於西元七十年的毀滅。

8.  根據44節他們的審判是因拒絕承

認耶穌是彌賽亞。

9.  讓組員討論。這是人的責任和神

的主權的奧秘。從聖經中我們看

到耶穌確實會把人心從墮落變成

信心。提摩太後書二章24～26節

就是個例子。但是祂也會把墮落

之心交由審判。羅馬書九章18節

總結了這兩種反應。

10.  組員們很有可能無法解決這張

力，但是思考討論這個問題於他

們也是有益的。

11.  耶穌是慈愛和無私的，甚至對祂

的敵人也是如此。

應用

1.～6. 讓組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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