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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11章        經文十一 1～54  

背景 

耶穌在世的最後六個月裏，祂與門徒一路隨走隨傳。到過約旦河東，去傳天國的道給那些

受猶太人忽視的比利亞地區居民，又轉回到猶太地，回到自己同血源的猶太人民當中，並

一路要到耶路撒冷去。卻是在自己的民當中，耶穌要忍受最虛偽的控訴、最大的輕蔑與試

探，最終走上十字架。祂花許多的工夫向父神來禱告，使神的大能大力，運行在祂身上，

來完成祂道成肉身的使命。。。。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一般人若知道要面對自己人生中極大的挑戰或難處時 (例如：失業，在金融風暴中找工

作，考大學，自己或家人生重病，婚姻發生重大問題。。。)，會到那裏去尋求幫助？ 

分段 

一、教導禱告（十一 1～13） 

二、耶穌與邪靈（十一 14～28）  

三、耶穌與神跡（十一 29～36）  

四、法利賽人與律法師的六禍（十一 37～54） 

一、教導禱告（十一 1～13）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門徒們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猶太地 

何時? 在耶穌後期的傳道時段中，一次耶穌個人

禱告之後(肯定是在登山寶訓之後) 

何事? 一個門徒要求耶穌教導他們，能夠像祂那

樣禱告 

何因? 這些門徒們或在耶穌身旁聽見或看見耶穌

禱告 

如何? 耶穌舉了一個禱告的範例，又給了重要的

禱告原則 

何果? N/A 

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Why?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

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1. 2 – 4節的範例明顯是從登山寶訓

中，主教導門徒們如何禱告的內容裏

所抽出來的三個重點: 

a. 禱告的對像是天父(2節前半) 

b. 禱告的內容 是以敬拜為先(2 節後

半)，祈求在後 

c. 祈求事項的舉例(3–4節) 

2. 5-8節朋友半夜敲門的比喻，兩個重

點: 

a. 如果一個人因朋友的迫切而願意

幫助他，神會更願意聽祂兒女的

呼求。 

b. 我們的神，祂從不打盹也不上床

睡覺。只要我們開口誠懇祈求，

尋找，叩門，祂必回應祂兒女的

禱告。 

1. 為什麼這個門徒會對耶穌發出這樣的

請求? 

 

 

 

 

 

2. 禱告的內容，為什麼敬拜在先(2節

後半)，祈求在後(3-4節)？這個次

序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參 太 6:32-33 

 

 

 

 

 

 

 

 

 

參各 4:2-3 

 

參詩 1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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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神如何回應我們的祈求或是妄

求，及回應的時間，則不在這個比喻

的應用範圍之內。聖經中別處另有教

導。 

3. 11-13 節父親滿足兒子所求的比喻，

重點是在父神會賜給禱告的兒女們，

遠超過世上父親所能給的，就是寶貴

的聖靈 。耶穌說這些話的時候，聖靈

還未賜下（約 7: 39）。今天我們不

必祈求聖靈住在心裏，因為在我們信

主的那一刻，祂已經進來住在我們裏

面（羅 8:9下；弗 1:13，14）。這裏

神所賜的，也是我們應當祈求的，就

是自己接受聖靈的教導與引領；在我

們為基督所作的侍奉、所過的生活

中，祈求聖靈的能力傾倒在我們身

上。這種生活耶穌在前面幾章已有教

導，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活出來，是完

全不可能的。聖靈就是叫我們可以過

基督徒生活的能力，所以耶穌描繪神

急切的要把這能力賜給祈求的人。在

希臘文原文裏，本節不是說神會將聖

靈給人，而是將「聖靈」（沒有冠詞

「那」）的恩賜或祂在我們生命中的

工作賜給我們。這看法得到馬太福音

7:11同類的經文進一步的證實，「何

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

給求他的人麼！」 

 

 

 

 

3.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

虧欠我們的人。” 這樣的禱告與福

音中只要信，就可以無條件的被神赦

免有沒有衝突? 為什麼? (請注意這

裏教導的對像是誰！) 

4. 在本段中耶穌給了兩個生動的比喻，

活化了幾個禱告的原則？請列舉。 

5. 基督徒情詞迫切的妄求，神也會照所

求賜給嗎? 

6. 13 節中，天父將聖靈給求祂的人(這

裏指門徒們)，被比作是從父來最好

的東西，為什麼？ 

 

 

 

 

 

 

 

 

參約 7: 39 

 

 

參羅 8:9 下；

弗 1:13，14 

 

 

 

 

 

 

 

 

 

 

 

參太 7:11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門徒們想要學習像耶穌一般的禱告，耶穌

給了一個範例，又點出兩個原則：(1) 我

們隨時可以向天父禱告呼求，並得到祂隨

時的幫助；(2) 當我們禱告祈求，天父會

將聖靈的恩賜或祂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賜

給我們，這是一切所求事物中最寶貴的。

有了這樣對禱告的認識，你我的禱告生活

需要作什麼修正？ 

 

應用  1. “祈求就得到，尋找就尋見，扣門就

開門”，請兩三位分享禱告得蒙應許

的經歷。你得應許的禱告與聖靈的工

作有什麼關連？ 

2. 我們每個禱告神都聽見嗎？祂都答應

嗎？為什麼有些禱告好像神沒有聽

見，怎麼求都沒有回音？又為什麼有

些禱告要等了好久，答案才來到？ 

 

 

二. 耶穌與邪靈（十一 14～28）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被鬼附的人，批評試探耶穌的一些

人，眾人，一個女人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猶太地或猶太人聚集的地方 

何時? 在耶穌後期的傳道時段中 

何事? 耶穌面對批評、攻擊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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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因? 耶穌趕出一個叫人啞巴的鬼 

如何? 卻遭來虛假的指控與惡意的試探 

何果? 耶穌提出反駁、警告，並指明一條蒙福的

路 

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Why?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

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1. 17-22 節：對以別西蔔附身而有能力

趕鬼的指責，耶穌的回答不但帶著權

柄，且深具邏輯性： 

a. 凡一國自相分爭就會毀滅；凡一

家自相分爭就必敗落。如果撒但

利用耶穌來趕鬼，就是自己攻打

自己的爪牙，反對及阻礙自己的

計畫 — 這個說法是矛盾的。 

b. 耶穌是以耶和華神的能力趕鬼。

當時猶太人當中，也有一些人靠

耶和華神趕逐汙鬼的。如果他們

說耶穌趕鬼能力的來源是撒但，

那麼這些驅魔人的能力也必定來

自撒但。這個說法，猶太人是絕

對不會同意的。趕鬼的能力不是

來自神就是來自撒但，如果認定

耶穌靠撒但的能力，那些猶太的

驅魔人也必靠同樣的能力；如此

指責耶穌，就是指責他們自己人

了。 

2. 23 節：耶穌滿具權柄的加了這句，來

突顯祂的身份與一般驅魔人不同。任

何人不與祂相合的就是敵祂的；任何

人不同祂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本節跟

9:50表面上似是矛盾，但如果事情是

關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就沒有中立

可言：一個人不是贊同基督就是反對

祂的。但如果關乎基督徒的事奉，那

些不反對基督僕人的就是贊同他們

的。23節是關乎救恩的問題；而 9:50

則關乎事奉的問題。 

3. 24-26 節可以有兩個解法： 

a. 主將猶太人的國家比作一個被鬼附

而暫時獲得醫治的人。就歷史來

說，這是事實。在被擄之前，以色

列國為拜偶像之鬼所附；但被擄叫

他們擺脫了那邪靈，從此猶太人不

再為拜偶像所轄制，他們的屋子已

打掃乾淨、修飾好了。但他們拒絕

讓主耶穌進去作主，因此祂預言有

一天，那汙鬼會另帶七個比自己更

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屋裹。在

末世的時期，以色列國的信仰會極

其混亂，甚至認敵基督為神（約五

43），將受到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

重的刑罰。 

b. 這個例子也可應用在個人的身上：

顯明單單在個人的生活上悔改或更

正是不夠的；這不足夠叫人有新的

開始。主耶穌必須被接進心裏和生

1. 親眼看見惡鬼被逐出，請揣測為什麼

當時的猶太人要如此的攻擊耶穌？ 

 

 

 

 

 

 

 

 

 

 

 

 

 

 

 

 

 

 

2. 耶穌面對虛假指控，試分析、欣賞祂

回答中的邏輯性。 你若是當時攻擊祂

的人，會作出什麼回應? 

 

 

 

 

 

 

 

 

3. 從 23 節來看，耶穌與一般的驅魔人有

什麼不同？ 

 

 

 

 

 

 

 

 

 

 

 

 

 

 

 

 

 

 

 

 

 

 

 

 

 

 

 

 

 

 

 

 

 

 

 

 

 

 

參 9:50 

 

 

 

 

 

 

 

 

 

 

 

 

 

 

 

 

參約 5:43 

參摩 8: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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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否則，生命就會向比以前更

卑污的罪惡敞開大門。 

4. 27-28 節: 耶穌指出最蒙福的人，就

是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 

 

 

4. 有人以 27節，來作為世人應尊崇耶穌

的母親馬利亞高過世上一切的人的根

據。你以為根據 27-28 節來看，這個

說法合適嗎？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面對虛假的指控，耶穌意正嚴詞並深具邏

輯性的提出反駁，警告一人或一國若不邀

請聖靈掌管的後果，並指明一條真正蒙福

的路。你我對耶穌在人，在國家中，在靈

界裏的權柄有什麼新的認識？是否敬畏？ 

 

應用  韋爾契（Adam C. Welch）講道時常說：

『你一定要以一些東西佔據人心。』光是

逐走了邪惡是不足夠的；必須讓良善接踵

而來。你對這話的想法如何？你願意讓這

位滿有良善並且定義一切良善事物的耶穌

基督，進入你的心來掌管你的生命嗎？ 

參約一 1:9；弗

2:10；羅 10:9 

-10；路 11:28 

三. 耶穌與神跡（十一 29～36）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批評試探耶穌的一些人，眾人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請一位熟悉約拿書的弟兄或姊妹，以

2-3分鐘的時間，簡述先知約拿向尼

尼微人傳福音的始末。 

 

 

參約拿書 1-3

章 

何地? 猶太地或猶太人聚集的地方 

何時? 在耶穌後期的傳道時段中 

何事? 耶穌面對惡意試探祂的人 

何因? 在 16 節，有人試探耶穌、向他求從天上

來的神跡 

如何? 耶穌回應那些求神跡的人 

何果? 回應中帶著責備，卻也指引一條出路 

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Why?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

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1. 29-30 節：主耶穌以約拿在魚腹裏三

日三夜，及後來傳神毀滅的資訊，卻

導致尼尼微人全城悔改這樣的事蹟，

來預表自己將為世人的罪被釘十字

架，死後三日復活，完成神的救恩，

以致以後任何人願意相信這福音而悔

改，就必得救。所以祂預先宣稱，除

了這個已經預表了的神跡，是叫人得

救的唯一辦法，再沒有其他神跡能出

其左右。 

2. 31-32 節：南方的女王不遠千里而

來，為要聽所羅門王智慧的話。但耶

穌是神的兒子，比所羅門更大！尼尼

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神的話、就悔改

了。但耶穌是神，比約拿更大！28節

指出最蒙福的人，就是聽神之道而遵

守的人。在這裏，耶穌事實上是在邀

請這些 “邪惡的人”(29 節)，為他

們指出一條生路，來聽祂的話並且遵

守。 

3. 33-36 節：聖靈(13 節)借著主的話(主

的道)叫人在屬靈的事上不再昏花，真

光(就是道，就是主耶穌基督，約

1:1-5，10-12，14)照亮了人眼睛，人

的全身就光亮起來，就會行在光中，

遵守主道。邪惡世代的人啊！你要省

1. 這些求神跡的人，他們親眼看見耶穌

趕鬼，甚至也看到或聽聞祂更早所行

的一些神跡、奇事。但在這裏，他們

卻要求看天上來的神跡。到底他們想

看什麼？ 

 

 

 

 

 

2. 耶穌在這裏所講的，最與人相關，對

你我最重要的神跡是什麼？ 

 

 

 

 

 

 

 

3. 雖然這些人存心頂撞耶穌，又在試探

祂(路 4:12；申 6:16)，為什麼耶穌在

這裏還給這些人悔改的機會，指出一

條生路？(參民 14:22-23)  

參 路 11:14-16 

 

 

 

 

 

 

參 徒 4:12 

 

 

參王上 10:1-9 

 

 

 

參約 10:30 

 

 

 

 

參林前 2:9-12 

 

 

約 1:1-5，10-

12，14 



路加福音 

Luke Chp11_revised                                           5 of 9 

察，不要自以為在光中，其實裏面早

已黑暗了！聽主耶穌基督的話，並遵

守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面對那些惡意試探祂、又要求神跡的人，

耶穌雖責備他們，卻也指引一條出路。認

識祂是這樣慈愛的神，對你我傳福音的態

度上，帶來什麼改變？ 

 

應用  什麼是神跡？我們應如何來看待今日被宣

稱的一些神跡？ 

參約一 4:1-6 

 

四. 法利賽人與律法師的六禍（十一 37～54）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一群法利賽人、律法師與文士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請一位弟兄或姊妹簡單介紹「法利賽

人」的背景。 

 

 

參路 7:36-50

講義 

何地? 一個法利賽人家中 

何時? 耶穌應邀到一個法利賽人家中吃飯的時候 

何事? 法利賽人詫異耶穌飯前不洗 手 

何因? 耶穌沒有照猶太人的禮儀律法洗手 

如何? 耶穌藉此斥責法利賽人及律法師的罪，他

們有禍了 

何果? 他們從此想拿耶穌的話柄 

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Why?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

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1. 法利賽人看見耶穌飯前不洗手便詫異

起來，這事其實與衛生無關，只是猶

太人的禮儀律法。當時人所加添的律

法規定: 人在吃飯之前必得循規定的

方法洗手，在每道菜之間，也必須如

此，每個小節都得照顧周全。為此他

們預備了一個大型石瓶，因為恐怕普

通的水不潔淨。水的用量也有規定，

規定不少於木勺的四分之一，即是可

用來倒滿一個半蛋殼。起先水要倒在

指尖，順流至手腕而上。然後用手掌

擦在另一隻手的拳頭上，來回數番把

手掌洗淨。最後，又要把水潑在手

上，這一次則是由手腕開始，讓水流

落指尖。對法利賽人而言，忽略任何

小節便是犯了罪。 

2. 39-44節：法利賽人最大的錯誤和失

敗，就是過分注重外表的儀式，忽略

了他們生命內在的光景。耶穌總結他

們的錯誤和三禍。 

a. 第一禍（42節） 

他們將薄荷芸香和各樣菜蔬獻上十分之一

沒有錯。他們錯在顛倒了價值觀，只注重

瑣碎的事，卻忽略最基本的事。 

b. 第二禍（43節） 

他們喜愛會堂裏的首位，又喜愛人在街市

上問他們的安。他們的動機邪惡，是出於

自我中心。 

c. 第三禍（44節） 

44節這幾句話真是可怕！他們以為人們走

在墳墓上的時候，常會吸入死人所散發有

1. 為什麼法利賽人會因洗手禮儀不周，

而對耶穌大起反感？ 

 

 

 

 

 

 

 

 

 

 

 

 

 

 

2. 請列出法利賽人的三大罪狀: 

(顛倒價值、動機邪惡、散發腐化的影

響力。) 

3. 請列出文士的三大罪狀: 

(不誠實、假冒為善、瀆職。) 

4. 為什麼耶穌在這裏這麼嚴厲的責備法

利賽人和律法師/文士？耶穌是用什麼

樣的心情來責備他們？要他們永遠沉

淪，還是給他們機會悔改？你怎麼看

出來的？ 

 

 

 

 

 

參太 23章(主

耶穌同樣在斥

責法利賽人，

但場合不同，

說話的目的也

不同) 

 

 

 

 

 

 

 

 

 

 

 

 

 

 

 

 

 

 

 

 

 

 

 

 

 



路加福音 

Luke Chp11_revised                                           6 of 9 

毒的氣體。耶穌責備他們在不知不覺中，

對百姓所散發的腐敗影響。 

3. 46-52節：律法師的三禍。 

a. 第一禍(46節) 

不誠實。他們的偽善成了別人的重擔。這

些律法師在神的誡命之外，又添加了許多

人的遺傳，而他們自己卻一個指頭也不肯

接觸這些重擔。他們自己卻活在這些法規

之外，過著不誠實的生活。 

b. 第二禍(47節) 

他們假冒為善。他們的祖先殺了先知，他

們為先知修墳墓，然後又繼續殺先知。 

c. 第三禍(48節) 

律法師/文士褻瀆職分。文士這個職分的

標幟就是鑰匙。(當耶穌對彼得說，我要

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時，祂心中所想的就

是文士的職分──解釋道德法律。)他們

奪去了知識的鑰匙，卻阻擋其他人進入。 

 

 

 

 

 

 

 

 

 

 

 

 

 

 

 

 

 

 

 

 

 

 

 

 

 

 

 

參 太 16:18-19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主耶穌責備法利賽人的顛倒價值、動機邪

惡、散發腐化的影響力，和文士的不誠

實、假冒為善、瀆職。耶穌之所以把它們

都講明，一方面顯出祂是鑒查人心的主，

是神；又因顯明這些罪狀，希望法利賽人

和文士能知罪悔改。試反省我們自己是不

是也陷在這些罪中! 現今就是悔改的時

候，主在等候，祂願意赦免你我的罪，重

新給我們一個正直的靈！ 

 

應用  在主嚴厲的指責背後，仍然有無限的慈

愛。我們是否願意因祂的大愛，在主面前

承認我們的罪，得到祂的赦免？是的，基

督徒也會有時陷在罪裏。如果我們知罪卻

不願意悔改，我們不但會為自己招來大

禍，更攔阻了別人想要認識主耶穌的心，

成了拌捯別人的人! 

 

 

總結經訓 

耶穌教導門徒們怎樣更進深的禱告，並以己身為最佳的榜樣。祂讓我們這些作主門徒的人知

道，神隨時隨刻聽我們的禱告，並且準備好要把最寶貴的聖靈賜給凡是祈求的人。主借著回

應那些用虛謊的話來控告祂的人，那些惡意試探祂權柄的人，不但叫他們啞口無言，而且警

告他們自省。因他們不聽信主耶穌的話，所以他們的生命中沒有神的光、神的話和神的能

力。那些原本作師傅，應教導人認識神、遵守神的道的法利賽人與律法師，反而成了人親近

神、遵守主道的攔阻。若不及時悔改，將會為自己惹來永恆的殺生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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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 １１ 章        經文十一 1～５

４ 

*詩歌：  

*禱告 

*讀經：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耶穌在世的最後六個月裏，祂與門徒一路隨走隨傳。到過約旦河東，去傳天國

的道給那些受猶太人忽視的比利亞地區居民，又轉回到猶太地，回到自己同血

源的猶太人民當中，並一路要到耶路撒冷去。卻是在自己的民當中，耶穌要忍

受最虛偽的控訴、最大的輕蔑與試探，最終走上十字架。祂花許多的工夫向父

神來禱告，使神的大能大力，運行在祂身上，來完成祂道成肉身的使

命。。。。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一般人若知道要面對自己人生中極大的挑戰或難處時 (例如：失業，在金融風

暴中找工作，考大學，自己或家人生重病，婚姻發生重大問題。。。)，會到那

裏去尋求幫助？ 

*討論題目： 

一、 教導禱告（十一 1～13） 

觀察/解釋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為什麼這個門徒會對耶穌發出這樣的請求? 

4. 禱告的內容，為什麼敬拜在先(2節後半)，祈求在後(3-4 節)？這個次序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5.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 這樣的禱告與福音中只要信，就可以無條

件的被神赦免有沒有衝突? 為什麼? (請注意這裏教導的對象是誰！) 

6. 在本段中耶穌給了兩個生動的比喻，活化了幾個禱告的原則？請列舉。 

7. 基督徒情詞迫切的妄求，神也會照所求賜給嗎? 

8. 13 節中，天父將聖靈給求祂的人(這裏指門徒們)，被比作是從父來最好的東西，為什麼？ 

歸納  

門徒們想要學習像耶穌一般的禱告，耶穌給了一個範例，又點出兩個原則：(1) 我們隨時可以向天父禱

告呼求，並得到祂隨時的幫助；(2) 當我們禱告祈求，天父會將聖靈的恩賜或祂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賜

給我們，這是一切所求事物中最寶貴的。有了這樣對禱告的認識，你我的禱告生活需要作什麼修正？ 

應用 

１.“祈求就得到，尋找就尋見，扣門就開門”，請兩三位分享禱告得蒙應許的經歷。你得應許的禱告

與聖靈的工作有什麼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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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我們每個禱告神都聽見嗎？祂都答應嗎？為什麼有些禱告好像神沒有聽見，怎麼求都沒有回音？

又為什麼有些禱告要等了好久，答案才來到？ 

二、 耶穌與邪靈（十一 14～28）  

觀察/解釋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親眼看見惡鬼被逐出，請揣測為什麼當時的猶太人要如此的攻擊耶穌？ 

4. 耶穌面對虛假指控，試分析、欣賞祂回答中的邏輯性。 你若是當時攻擊祂的人，會作出什麼回應 

5. 從 23 節來看，耶穌與一般的驅魔人有什麼不同？ 

6. 有人以 27節，來作為世人應尊崇耶穌的母親馬利亞高過世上一切的人的根據。你以為根據 27-28

節來看，這個說法合適嗎？ 

歸納  

面對虛假的指控，耶穌意正嚴詞並深具邏輯性的提出反駁，警告一人或一國若不邀請聖靈掌管的後果，

並指明一條真正蒙福的路。你我對耶穌在人，在國家中，在靈界裏的權柄有什麼新的認識？是否敬畏？ 

應用 

韋爾契（Adam C. Welch）講道時常說：『你一定要以一些東西佔據人心。』光是逐走了邪惡是不足夠

的；必須讓良善接踵而來。你對這話的想法如何？你願意讓這位滿有良善並且定義一切良善事物的耶穌

基督，進入你的心來掌管你的生命嗎？ 

三、 耶穌與神跡（十一 29～36）  

觀察/解釋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請一位熟悉約拿書的弟兄或姊妹，以 2-3分鐘的時間，簡述先知約拿向尼尼微人傳福音的始末。 

4. 這些求神跡的人，他們親眼看見耶穌趕鬼，甚至也看到或聽聞祂更早所行的一些神跡、奇事。但

在這裏，他們卻要求看天上來的神跡。到底他們想看什麼？ 

5. 耶穌在這裏所講的，最與人相關，對你我最重要的神跡是什麼？ 

6. 雖然這些人存心頂撞耶穌，又在試探祂(路 4:12；申 6:16)，為什麼耶穌在這裏還給這些人悔改的

機會，指出一條生路？(參民 14:22-23) 

歸納 

面對那些惡意試探祂、又要求神跡的人，耶穌雖責備他們，卻也指引一條出路。認識祂是這樣慈愛的

神，對你我傳福音的態度上，帶來什麼改變？ 

應用 

什麼是神跡？我們應如何來看待今日被宣稱的一些神跡？ 

四、 法利賽人與律法師的六禍（十一 37～54）  

觀察/解釋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請一位弟兄或姊妹簡單介紹「法利賽人」的背景。 

4. 為什麼法利賽人會因洗手禮儀不周，而對耶穌大起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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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列出法利賽人的三大罪狀: 

(顛倒價值、動機邪惡、散發腐化的影響力。) 

6.    請列出文士的三大罪狀: 

(不誠實、假冒為善、瀆職。) 

7.   為什麼耶穌在這裏這麼嚴厲的責備法利賽人和律法師/文士？耶穌是用什麼樣的心情來責備他

們，要他們永遠沉淪，還是給他們機會悔改？你怎麼看出來的？ 

歸納 

主耶穌責備法利賽人的顛倒價值、動機邪惡、散發腐化的影響力，和文士的不誠實、假冒為善、瀆

職。耶穌之所以把它們都講明，一方面顯出祂是鑒查人心的主，是神；又因顯明這些罪狀，希望法利

賽人和文士能知罪悔改。試反省我們自己是不是也陷在這些罪中! 現今就是悔改的時候，主在等候，

祂願意赦免你我的罪，重新給我們一個正直的靈！ 

應用 

在主嚴厲的指責背後，仍然有無限的慈愛。我們是否願意因祂的大愛，在主面前承認我們的罪，得到

祂的赦免？是的，基督徒也會有時陷在罪裏。如果我們知罪卻不願意悔改，我們不但會為自己招來大

禍，更攔阻了別人想要認識主耶穌的心，成了拌捯別人的人! 

*總結經訓   

耶穌教導門徒們怎樣更進深的禱告，並以己身為最佳的榜樣。祂讓我們這些作主門徒的人知道，神隨

時隨刻聽我們的禱告，並且準備好要把最寶貴的聖靈賜給凡是祈求的人。主借著回應那些用虛謊的話

來控告祂的人，那些惡意試探祂權柄的人，不但叫他們啞口無言，而且警告他們自省。因他們不聽信

主耶穌的話，所以他們的生命中沒有神的光、神的話和神的能力。那些原本作師傅，應教導人認識

神、遵守神的道的法利賽人與律法師，反而成了人親近神、遵守主道的攔阻。若不及時悔改，將會為

自己惹來永恆的殺生大禍。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