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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09 章 (下) 

【若时间不允许查考讨论所有的讨论问题，请务必讨论《重要讨论题》】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你看过鬼故事的电视剧或电影吗？你认为世界上有鬼吗？ 

分段 

第二部分(下)：门徒所显出的难处 

一、在山下有污鬼的为害、彼此争论谁为大 （九 37～50） 

二、撒玛利亚人的拒绝、跟从主耶稣的代价 （九 51～62） 

 

读经（默读 第九章 37~62 以取得整体概念，3 分钟） 

第二部分：门徒所显出的难处  

一、在山下有污鬼的为害、彼此争论谁为大 （九 37～50） 

读经（再次默读这段， 1 分钟） 

37 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 38 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

子。 39 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疯，口中流沫，并且重重地伤害他，难以离开他。 40 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

出去，他们却是不能。」 41 耶稣说：「嗳！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

到这里来吧！」 42 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地抽疯。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 43 众人

都诧异 神的大能（大能：或译威荣）。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希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44 「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

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45 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 

46 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 47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 48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 49 约翰说：

「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 50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

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 

 

观察： （1 分钟） 

1.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10 分钟） 

1. 主耶稣已把权柄赐给门徒，为何门徒不能赶鬼？（9:41） 《重要讨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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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徒为缺乏信靠神的心，又没有倚赖祷告以支取神的能力，而不能医治这个孩子。医治的

详情参考马可九章 14-27 节。 

o 孩子的父亲问道： 

「你若能作甚么，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

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著说:「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可 9:22b-24) 

o 耶稣对父亲说是问题在於在於父亲的信心。 

o 不相信神或不信任神的大能，就是局限神的作为。 

 

2. 主耶稣说：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门徒不都是信祂，跟随祂的人吗？（9:41） 

 耶稣引用了申 32:4~5,20 

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 神，又公义，又正

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 

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 

 耶稣称祂的门徒和群众，表明祂的跟随者也未能信靠祂，他们甚至偏离神所订立的计划。 

o 信心是相信神，以及相信神的大能。 

o 相信大山可以被迁移，是相信若是迁移山是神的心意，神就能够迁移。 

o 迁移大山的力量，不是来自信心，而是神的力量透过人的信心，彰显出来。 

 

3. 门徒对耶稣预言自己将受害「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

人手里」，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 (9:44~45) 

 门徒当时不明白耶稣的话。但是，耶稣要门徒把祂说的话存在「耳中」。 

o 耶稣特别提醒人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这警告言训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

「耳朵发沉」，叙述神子民的心硬。要人留心听从耶稣的福音，否则必受审判。 

 耶稣要门徒明白受苦是祂在世使命的一部分，众人却无法领会耶稣的意思。 

o 似乎上帝的意思是要暂时让门徒无法完全领会耶稣受死的事情，也许是怕门徒当时

无法承受，要到耶稣复活后，门徒才回想得知耶稣当时的话。 

 

4. 主耶稣用什么方法，来回应门徒的争议？这跟他们相争的事，有什么关系？

（9:46~48）  (重要讨论题) 

 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因为小孩子有谦卑受教、信靠服从的特征。 

 耶稣说：为主名接待人的就是接待主，也是接待差主来的父。 

o  「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太 18:3-4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

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与 可 9:35 所提要作众人的用人

相契合，在属灵领域中，愿意降卑自己服侍他人的才是领袖。 

 接待：包括欢迎来到、接受教训。 

 为我的名：对犹太人而言，名代表一个人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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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这个争议是在「登山变像」之后发生的，当门徒认定耶稣就是弥赛亚时，政治性弥

赛亚的印象便让门徒开始争论谁在弥赛亚国度应该为大。而耶稣这时的讲论就提醒

他们，天国的国民应该是真正谦谦卑卑为了上帝的名肯接待，甚至接受小孩合宜言

论的人。而不是如门徒所想的“政治性领袖”那样不可一世、不能亲近。「谦卑」

正是耶稣这次言论的中心。 

 

5. 约翰禁止没有跟随耶稣的人奉耶稣的名赶鬼，耶稣如何回应？（9:49~50） 

 耶稣告诉约翰不要阻止，耶稣说：因为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 

 耶稣说这话是一个宽大的态度，在 可 9:41 的原则：因耶稣的缘故付出（或帮助属耶稣的

人），再微不足道的也会得着奖赏。 

 在 太 12:30 是一句相反的话，该处指在与撒但属灵的征战中，人不可能保持中立，必须选择

效忠的对象。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二、撒玛利亚人的拒绝、跟从主耶稣的代价 （九 51~62） 

读经（默读， 1 分钟） 

51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52 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马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

预备。 53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54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

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有古卷没有像以利亚所做的这几个字）吗？」 55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

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56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性命或译：灵魂；下同），是要救人的性命。」说著就往别的村庄

去了（有古卷只有五十五节首句，五十六节末句）。 

57 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58 耶稣说：「狐狸有

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59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

「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60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 神国

的道。」 61 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 62 耶稣说：「手扶

著犁向后看的，不配进 神的国。」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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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5 分钟） 

1.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耶稣是以什么态度面对？(9:51) 

 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o 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祂将被祂的门徒出卖，祂将受鞭伤被刑罚，受到人的侮

辱，被钉在当时人所羞耻的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第三天，祂从死里复

活，显示给门徒及许多人看，后来在人的眼前升天。 

 耶稣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目的坚决，意志坚定的往前。 

 

2. 撒玛利亚1村庄的人不接待他们，雅各、约翰建议了什么？耶稣对他们的建意，

怎么反应？(9:52~56) 

 约翰和雅各建议降火下来惩罚2。 

 耶稣责备他们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 

 

3. 耶稣对要跟随祂的人，说狐狸和飞鸟，是什么意思？(9:57~58) 

 跟随主的人虽然有简单明确的心志「你无论往哪里去」，但并不明白跟随的代价。主耶稣正

要往耶路撒冷，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将要受苦受害，跟随的人难明白这是一个苦难的道路。 

 耶稣说的的意思，是要祂的门徒评估跟随耶稣的代价。 

o 跟随耶稣不是凭一时的冲动就可以胜任，而是需要付上长期一生的代价。 

o 更不是科举进阶，可望结业完成门训。 

 耶稣讲到他和门徒的卑微贫寒的际遇：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4. 受耶稣呼召的人请求先安葬父亲，耶稣说只管去传神国的道。这是否太不近人

情吗？(9:59~60） 《重要讨论题》 

 请带领者解说：这人说是要安葬父亲，其实是推脱，不要跟随耶稣。 

o 因为，根据犹太人习俗，儿子在父亲离世后必须先安葬父亲，并且在哀悼期不能公

开在人群中出入。 

o 在第一世纪时的犹太人规矩，当一个人的家人离世后，尸体被放置在坟墓内的石台

上。过了一年后，这个在世的人回来，将腐化后剩下来的骸骨收拾起来，放在石台

下的骨甕中的第二次「埋葬」。中国也有这样的习俗3。 

                                                                 

1混有外邦人血统的撒玛利亚人素为犹太人仇视，在路加的记载中，主耶稣并不歧视而且恩待他们，在这一段耶

稣拒绝惩罚他们，在十章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十七章中医治十个痲疯病人的事例中，回头感谢耶

稣的只有一个人─一个撒玛利亚人，生动的刻画了耶稣的心肠肺腑。撒玛利亚人对于耶稣一行人路过该地，要

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人都怀有敌意，故通常犹太人往返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两地时，是沿约旦河东边的路线行。 

2「火从天上降下来」，在旧约以利亚曾做过的，见 王下 1:9-16 

3 拾骨葬，俗称“捡骨”。是一种二次葬的葬礼活动，流行于闽南人、客家族群、中国南方、琉球、东南亚部

份地区。拾骨葬也称为二次葬，最早的记载见《墨子·节葬》，称“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

弃之，然后埋其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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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这人的父亲显然不是才过世，否则他不应该在人群当中。而第二次的「埋葬」，并

没有时间上的急迫性。这人不过是推脱，找借口，不愿意跟随耶稣，要将父亲的骸

骨与祖先的骸骨一同放置于骨甕中。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灵性死亡的人可以去埋葬肉身死亡的人。 

 

5. 为什么耶稣对要跟家人道别的人，说：「手扶著犁向后看的，不配进 神的

国。」(62)  《重要讨论题》 

 明显的是这人推脱，藉着回去处理事务借口，不跟随耶稣。这人说的意思是要回家去，把家

里的事处理妥当后，时间许可才来跟随耶稣。如果单单是道别，不应影响跟随耶稣的决定。 

 人的这些借口，都是不愿意专心到神面前。 

o 所以，耶稣用手扶着犁的比喻，耕田时必须小心的专注在犁以及犁出来的土溝的方

向。不能分心，回头看别的东西。 

 三心二意，又跟随主，又要担心世上的事，耶稣说不配进天国。 

o 旧约的故事，神警告罗得和他的家人：「逃命吧！不可回头看」。罗得的妻子「回

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例如： 

推脱找借口，不愿意跟随耶稣，或是不愿意信？ 

分享这星期的代祷事项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