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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感謝神，我們相信你已藉著「跟從耶穌

的第一步和四個習慣」和「七個愛的

故事」，預嚐了作耶穌門徒的奇妙經歷，也有

了一群與你同行天路的同伴。接下來，這輯

「門徒成長訓練」系列將幫助你在跟隨耶

穌的路上繼續被聖靈的大能觸摸、更新、成長及

突破。恢復神在我們生命中所賜的喜樂、平安和

愛，成為神改變世界的力量。  



摘錄 

 
耶穌來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透過超自然的

服侍釋放天國，讓人經歷被醫治、釋放、被愛

與接納，甚至是從罪的捆綁中得自由。耶穌對

人的憐憫促使他走遍各城各鄉，尋找這些在痛

苦、絕望中的人，讓他們經歷天國轉化的能力。

耶穌展示給門徒看如何釋放天國的能力後，也

給了門徒屬靈的權柄，差派他們一同進入福音

的廣大禾場中參與收割。雖然在服侍當中，門

徒要面對人的抗拒、憎恨甚至逼迫，但耶穌鼓

勵他們忠心服侍，直到天國能力完全被釋放在

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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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天國能力(一)： 

醫治疾病，釋放權柄 
 

引題：引題：引題：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或你怎樣體會耶穌的愛。 

2. 請分享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人分享他的愛。 

3. 你自己或認識的人經歷過耶穌的醫治嗎？ 

 

醫治醫治醫治醫治疾病疾病疾病疾病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八八八八章章章章 5-13 

 

   耶穌在馬太福音五至七章首先給了跟隨他的人一個門徒入

門簡介，教導他們門徒應有的心態、品格、操練和使命（請參閱

『生命改造』、『屬靈突破』、『生命操練』系列），之後他讓

門徒實際地從他的服侍裡親身看見和學習天國的能力。而耶穌在

地上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服侍就是醫治人的疾病，所以今天我們會

學習耶穌醫治的權柄和得醫治的兩個重要心態。以下就是耶穌醫

治的故事：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個百夫長前來懇求他，說：「主啊，

我的僕人癱瘓了，躺在家裡，受劇烈的折磨。」耶穌對他說：

「我去使他痊癒。」 

 

百夫長回答說：「主啊，我實在不配請你進我家。其實只

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痊癒的。事實上，我也在人的權下，

也有士兵在我之下。我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

『來』，他就來；對我的奴僕說『做這事』，他就去做。」 

 

耶穌聽了，十分感慨，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確實地告訴

你們：在以色列我沒有見過有這麼大信心的人。我告訴你們：將

有許多人從東從西而來，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

坐席。 但那些『天國的兒女』，卻將被丟在外面的黑暗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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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將有哀哭和切齒。」於是耶穌對那百夫長說：「回去吧，照

著你所信的，給你成全吧！」他的僕人就在那一刻痊癒了。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這個故事中有什麼人物出現？ 

2. 百夫長有什麼需要？耶穌如何回應他的需要？ 

3. 百夫長為什麼叫耶穌不用到他家？他用了什麼例子去比喻耶

穌的權柄？ 

4. 從百夫長所說的話，你覺得他對耶穌的心態如何？ 

5. 根據耶穌聽完百夫長的回應後對門徒的教導，你覺得百夫長

的僕人為何能得到醫治？ 

6. 從這個故事裡，你認識到耶穌什麼的能力和權柄？ 

7.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釋放天國能力？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這個故事講到一個羅馬軍官求耶穌醫治他生病在家的僕人。

這軍官是一位百夫長，代表他領導約一百人的羅馬軍隊。對耶穌

時代的猶太宗教領袖來說，這位外邦人是應該被拒於天國之外的。

雖然如此，耶穌並沒有拒絕百夫長的求助，反而說要去他家醫治

這位癱瘓的僕人。而百夫長的回應更是整個醫治故事的重點；他

的回答展現了人要得著醫治和天國祝福的兩個重要心態──謙卑和

信心。百夫長的第一句回應「主啊，我實在不配請你進我家」表

現了他對耶穌真誠的謙卑心態；雖然他是一位位高權重的官長，

但他稱耶穌為主，代表他明白耶穌的主權，甚至遠超於他自己的

地位。他謙卑的心態建基於他對耶穌的身份的認識，以致他看到

自己的不配。同時，謙卑是每一個罪人在面對神的審判和憐憫時

應有的正確態度；謙卑讓人看到自己的不足、破碎與需要，進而

促使人來尋求耶穌的幫助。 

 

其次，百夫長完全相信只要耶穌的一句話，他的僕人就能

夠痊癒。這表明了他對耶穌醫治的能力與權柄深信不疑。他以自

己的身份作一個比喻，因他在上級的權柄下，也有下屬在他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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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下。有權柄的人只需要一句話，下屬就要絕對服從和完成命令，

上級並不需要親自動手去做。百夫長非常清楚耶穌有屬靈的權柄

去醫病，所以他深信耶穌不需要親身去到他的家，而是只要用一

句話就能醫治他的僕人。 

 

這一位非猶太裔的百夫長的謙卑、信心，以及他對耶穌權

柄的認識使耶穌都感到驚奇，因此耶穌就藉著機會教導門徒，不

一定是猶太人，而是全世界任何帶著真誠的信心尋求耶穌的人都

能夠經歷天國的祝福。而本來應該承受天國的猶太人若不來尋求

耶穌，反而要被拒絕進入天國。由此

可見，天國的祝福和醫治的能力並不

受國籍、種族、文化背景、或社會地

位所限。正如在故事中，因著百夫長

的信心，耶穌立刻就使他的僕人痊癒

了。所以，經歷天國能力的兩個條件

就是要有謙卑的心和對耶穌的信心。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能釋放天國能力

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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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天國能力的兩個條

件就是要有謙卑的心和

對耶穌的信心。 



釋放天國能力(二)： 

趕鬼醫病，彰顯使命 
 

引題：引題：引題：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並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

別人分享他的愛。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你有為其他人做過醫治禱告嗎？他們在禱告中有何經歷？ 
 

醫醫醫醫病病病病趕鬼的故事趕鬼的故事趕鬼的故事趕鬼的故事：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八八八八章章章章 14-17 

 

在上一課，我們學習到信心是得醫治的關鍵。耶穌從來沒

有拒絕任何一個來尋求他醫治、釋放的人，因為他的心意和使命

就是要人藉著這個方式經歷天國的能力。以下就是耶穌醫治、趕

鬼的故事： 

 

耶穌來到彼得家，看見彼得的

岳母正發燒躺著。耶穌一摸她的手，

燒就退了。於是她就起來服事耶穌。

到了傍晚，人們把許多有鬼魔附身的

人帶到耶穌那裡。耶穌話語一出就把

那些邪靈都趕了出去，並且使所有患

病的人痊癒了。這樣，那藉著先知以

賽亞所說的話就應驗了：「他親自代

替了我們的軟弱，擔當了我們的疾

病。」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個故事中為誰人醫病、趕鬼？ 

2. 耶穌如何把邪靈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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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這個故事中，你認識到耶穌什麼的能力和權柄？ 

4. 在這個故事中的描述，耶穌所做的應驗了什麼話？你認為這

句話有何意義？ 

5. 從這個故事中，你如何看到醫治是耶穌的心意？ 

6.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釋放天國能力？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耶穌醫治的能力、趕出污鬼的權

柄、與他對這些受苦的人的憐憫。那些聽見耶穌的名聲、能力的

人都趕來尋找耶穌，而每一個求他幫助的人，耶穌都應允他們，

把所有邪靈都趕走、所有疾病都醫治好。經文形容耶穌話語一出

就把鬼趕走，證明他所擁有的屬靈權柄完全勝過魔鬼的工作。而

且，耶穌醫治的能力勝過任何的疾病。醫治、趕鬼是耶穌在世上

其中一個重要的使命，因為他的所在代表了天國能力的彰顯，要

釋放一切在痛苦和患難裡面的人。 

 

 在故事的總結，我們能知道耶穌所行的神跡──醫治、趕鬼

不只是要展現他的權柄，更是要應驗先知在舊約對基督彌賽亞的

預言，就是他代替了我們的軟弱、擔當了我們的疾病。耶穌基督

不單是挪走我們的疾病，更是因著憐憫把這些痛苦都代替我們背

負在自己身上。一切的疾病、魔鬼對人的壓制、甚至死亡都是罪

所帶來的結果，這些痛苦不是天父起初的心意。因此，耶穌來到

地上醫病、趕鬼，為要把人從痛苦中拯救出來，經歷天國的能力。

而他最終更是為了解決罪所帶來的後果，忍受人的鞭打、羞辱，

甚至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但是藉著耶穌的犧牲、復活，一切尋求

他的人就得醫治、得釋放、得生命。由

此可見，從以前到現在，無論是我們身

體上的疾病或是疾病的根源──罪，耶穌

的心意和使命都是要醫治、拯救，讓我

們經歷天國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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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親自代替了我們

的軟弱，擔當了我

們的疾病。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能釋放天國能力

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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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天國能力(三)： 

呼召罪人，經歷憐憫 
 

引題：引題：引題：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並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

別人分享他的愛。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你認識對傳福音非常有熱誠的人嗎？你認為是什麼推動他們

如此熱切地接觸不認識耶穌的人？  

 

呼召罪人的故事呼召罪人的故事呼召罪人的故事呼召罪人的故事：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九九九九章章章章 9-13 
 

在上一課，我們認識到醫治是耶穌的心意，他渴望讓人經

歷天國的能力、從罪中被釋放。不單如此，耶穌是主動呼召罪人

來跟隨他，因為他憐憫無論是身體或靈裡有需要的人。以下是耶

穌呼召罪人的故事： 

 

   耶穌從那裡往前走，看見一

個叫馬太的人在稅關坐著。耶穌對

他說：「你跟從我！」馬太就站起

來，跟從了耶穌。 

 

耶穌在屋子裡坐席，這時候

來了許多稅吏和罪人，與耶穌和他

的門徒們一同坐席。有些法利賽人

看見了，就對耶穌的門徒們說：

「你們的老師為什麼與那些稅吏和

罪人一起吃飯呢？」 

 

耶穌聽見了就說：「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有病的人才需

要。你們去學『我要的是憐憫，而不是祭祀』這話是什麼意思吧！

我來不是要召喚義人，而是要召喚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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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呼召了誰來跟隨他？他的職業是什麼？他如何回

應耶穌的呼召？ 

2. 耶穌的呼召帶來什麼影響？有什麼人來與耶穌一起吃飯？ 

3. 法利賽人如何挑戰耶穌的行為？從他們的話反映了他們的什

麼心態？ 

4. 耶穌如何回應法利賽人的話？「健康」的人指誰？有病的人

和醫生又指誰？誰才需要醫生？ 

5. 你覺得耶穌這句話「我要的是憐憫，而不是祭祀」是什麼意

思？為什麼他要如此回應法利賽人？ 

6. 你有主動接觸、傳福音給不認識耶穌的人嗎？當中有什麼挑

戰？ 

7.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釋放天國能力？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耶穌來到世上除了要帶來身體的醫治以外，還要讓在罪中

被捆綁的人得到釋放。在故事的開頭，耶穌主動呼召了馬太──一

個被金錢、貪心所捆綁的稅吏。在耶穌的年代，猶太人視那些受

雇於羅馬政府的稅吏為欺壓人民的強盜、罪人；因此，沒有人會

主動接觸這些臭名遠播的稅吏。但耶穌看見這個人靈裡的需要，

他愛與憐憫這位不被人接納的稅吏，甚至呼召了他成為門徒，而

馬太也立刻以行動回應，撇下所有跟從耶穌。同時，也因著耶穌

對馬太的呼召，吸引了更多稅吏和罪人來尋找耶穌。 

 

法利賽人作為當時的宗教領袖，挑戰耶穌與罪人吃飯的行

為，因為他們覺得一個屬靈的人應該要與罪人保持距離，免得被

他們的不潔淨所污染。而耶穌如此回應他們：「健康的人不需要

醫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穌比喻自己為醫生，法利賽人就是

自認為健康、自以為義的人，而這些稅吏就是知道自己生病、看

見自己的罪的人。自認為「健康」的人不會來尋找醫生，只有知

道自己有病的人才會向醫生求助。因此，法利賽人討厭耶穌，而

那些稅吏、罪人卻渴望親近他。實際上，這些法利賽人只是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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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屬靈，但他們的心態反映他們同樣不潔淨；而比其他稅吏和罪

人更甚的是法利賽人完全看不見自己的問題，也不明白天父真正

的心意。 

 

耶穌指出天父的心意是憐憫，而不是自以為義、徒有外表

的宗教行動。而出於憐憫，耶穌呼召罪人悔改，讓他們經歷罪得

赦免的喜樂與自由。耶穌的確是我們身體和心靈最好的醫生，他

不只有能力醫治我們身體的疾病，更有權柄勝過罪和一切的不潔

淨，讓人能夠與天父和好。在耶穌的裡面，門徒不再被外面的環

境影響而變得不潔淨；相反，因著耶穌的聖潔，門徒也被潔淨，

以致他們能夠影響世界，讓人經歷天國。因此，門徒要從耶穌愛

的行動中學習，活出天父的憐憫，主動接觸罪人，讓他們經歷耶

穌的愛、饒恕與接納。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

穌使你成為能釋放天國能力的門

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

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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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不是要召喚義人，

而是要召喚罪人。 



釋放天國能力(四)： 

戰勝死亡，釋放生命 
 

引題：引題：引題：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並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

別人分享他的愛。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你覺得為什麼現今很多基督徒不再相信神跡醫治？ 

 

戰勝死亡的故事：馬太福音九章 18-19, 23-26 
 

   在之前的學習中，我們看到耶穌如何釋放天國的能力，勝

過疾病、魔鬼和罪對人的轄制。今天，我們要看耶穌怎樣得勝人

類最後的敵人──死亡。以下就是耶穌使死人復活的故事： 

 

   耶穌正對他們講這些事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會堂主管來拜

他，說：「我的女兒剛才死了，求你來按手在她身上，她就會活

了。」 於是耶穌起身跟著他去，他的門徒們也跟著去了。 

 

耶穌來到那會堂主管的家，看見吹笛的人和慌亂的人群， 

就說：「你們退去吧！這女孩不是死了，而是睡了。」他們就譏

笑他。那群人被趕出去以後，耶穌進去，握著女孩的手，那女孩

就起來了。於是，這消息傳遍了那整個地區。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故事中有什麼人物出現？ 

2. 會堂主管對耶穌提出什麼請求？你認為會堂主管的心情如何？

耶穌如何回應他的請求？ 

3. 面對這些在哭泣哀號的人，耶穌說了什麼話？ 

4. 這些人如何回應耶穌？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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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耶穌之後行了一個什麼神跡？ 

6. 為什麼耶穌行神跡前要把那些譏笑他的人趕走？ 

7. 你覺得這個醫治故事和之前的醫治、釋放的故事有什麼不一

樣？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今天這個故事不只是

一個普通醫治的故事，而是

一個耶穌叫死人復活的故事。

在之前的三課，門徒已經學

習到耶穌如何勝過疾病、邪

靈，以及罪在人身上的捆綁。

這一次，耶穌在面對人類最

終的敵人──死亡時，他釋放

天國生命的能力，讓女孩從

死裡復活。這位會堂主管雖

然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與人

的尊敬，但在面對死亡時，

他只能迫切、破碎地求耶穌

幫助。耶穌憐憫這位父親的

傷痛，也看見他的信心，就

跟著他到家中。當時女孩的確已經去世了；在人看來，這是一個

不能扭轉、完全絕望的狀態。這些哀號的人不相信女孩去世的事

實能被改變，所以在聽見耶穌的話後就譏笑他，卻不知道耶穌將

要界入這個絕望的情況。死亡在這位生命的主面前，原來不堪一

擊。握住女孩的手，耶穌沒有因觸碰屍體而變得不潔，反而讓生

命的能力進到女孩當中，使她從死裡復活。 

 

從古時到現在，人都在尋找長生不老的方法，可惜死亡是

人類永遠都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因為這是人犯罪以後所帶來的

悲慘後果，就是與賜生命的神隔絕了。但死亡並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天父差派耶穌來到世上，藉著他在十字架的死亡、三日後的

復活，完全得勝了死亡的權勢。在約翰福音 11:25，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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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復活和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要活著。」耶穌

來到世上的使命就是讓人得生命，因為他就是生命的源頭、人類

唯一的盼望，惟有他能夠藉著釋放天國的能力，解決罪與死亡對

人的轄制。而天國的能力不只能醫治人身體的疾病、趕出污鬼，

甚至能帶來生命、使死人復活。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

使你成為能釋放天國能力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

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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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我就是復活和

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

了，也要活著。」 



釋放天國能力(五)： 

憐憫羊群，參與收割 

引題：引題：引題：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並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

別人分享他的愛。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你身邊有人正在經歷身體或情緒上的疾病嗎？你有機會為這

人作醫治禱告嗎？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九章 35-38 
 

在之前的幾課，門徒見證了耶穌如何透過醫治、趕鬼、呼

召罪人、叫死人復活，釋放天國的能力。在耶穌的服侍當中，他

看見世上太多人活在痛苦、絕望裡面，所以他鼓勵門徒跟從他的

榜樣，進入福音的禾場裡。以下就是耶穌的經歷和教導： 
 

耶穌走遍各個城鎮鄉村，在他們的會堂裡教導人，傳天國

的福音，並且使各樣的疾病和各樣的症狀痊癒。耶穌看見眾人，

就對他們動了憐憫之心，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像羊沒有牧人那樣。

於是他對自己的門徒們說：「收割的工作多，而工人少。所以你

們要祈求收割的主催促工人參與他的收割工作。」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耶穌服侍的地點在哪裡？ 

2. 耶穌用什麼行動釋放天國能力？ 

3. 根據這段經文，是什麼推動耶穌持續不斷的服侍？他用了什

麼比喻來形容這些活在痛苦中的人？ 

4. 耶穌在這裡如何形容傳福音的工作？為什麼他說「收割的工

作多，而工人少」？ 

5. 耶穌向門徒發出什麼挑戰？ 

6.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釋放天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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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耶穌來到世界為要尋找、拯救迷失的人。在他的服侍裡，

他見到世上太多的人活在黑暗與身、心、靈的痛苦中，被疾病、

魔鬼、罪和死亡所壓制，像羊群沒有牧人帶領和保護般無助、被

折磨。耶穌對人的憐憫促使他不辭勞苦地走遍不同的城鎮村莊，

為要向人傳揚天國的福音，釋放他們的生命。他教導人明白真理，

又透過超自然的神跡—醫治、趕鬼、使死人復活，讓人親身經歷

天父的愛與天國的能力。 

  

除了自己服侍之外，耶穌希望門徒有跟他一樣憐憫人的心

腸，有一樣渴慕神國度擴展的異象。所以耶穌鼓勵門徒效法他服

侍的方式，一同進入福音的禾場中，因為有需要的人很多，但服

侍的人太少了。因此，他教導門徒要禱告，求主差派更多人參與

天國的服侍，並且他也挑戰門徒要進入服侍裡面，傳講天國的真

理、醫病趕鬼，收割福音的莊稼，讓人經歷天國的能力。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

穌使你成為能釋放天國能力的門

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

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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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的工作多，而工人

少。所以你們要祈求收割

的主催促工人參與他的收

割工作。 



釋放天國能力(六)： 

賜下權柄，差派門徒 

引題：引題：引題：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並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

別人分享他的愛。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在學習完耶穌的服侍和教導後，你認為醫病、趕鬼是你作為

門徒的使命嗎？為何？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十十十十章章章章 1, 5-15 

 

在上一課，耶穌讓門徒看見福音禾場極大的需要，所以他

挑戰門徒參與在收割的工作裡面。之後，耶穌給予門徒屬靈權柄，

差派門徒出去，效法耶穌的方式釋放天國的能力。在差派門徒出

去以前，耶穌給了門徒清晰的指引，預備他們進入服侍當中。以

下就是耶穌的話： 

 

耶穌召來他的十二個門徒，賜給他們權柄，能驅趕污靈，

也能使各樣的疾病和各樣的症狀痊癒。 

 

耶穌差派這十二使徒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

你們不要走；撒馬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願到以色列家迷

失的羊那裡去。你們去的時候，要傳講說『天國近了。』要使病

人痊癒，使死人復活，使痲瘋病人潔淨，把鬼魔趕出去。你們無

償地得來，也要無償地給與。腰包裡不要帶金銀或銅錢。在路上

不要帶行囊，不要帶兩件衣服，也不要帶鞋子和手杖，因為工人

配得自己的食物。 

 

「你們無論進哪個城鎮或鄉村，要查問其中配得的人，就

住在他那裡，直到你們離去。你們進了他家，要祝那家平安。 

如果那一家是配得的，你們的平安就臨到那一家；如果那家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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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得的，你們的平安就歸回你們。如果有人不接受你們，也不聽

你們的話語，你們離開那家那城的時候，要把腳上的塵土跺掉。 

我確實地告訴你們：在那審判的日子，所多瑪和蛾摩拉之地所受

的，將要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在差派門徒出去以前，耶穌給了門徒什麼權柄？這說明他們

的使命和服侍有何特質？ 

2. 耶穌差門徒到什麼地方去？ 

3. 耶穌要門徒傳講什麼訊息？除此以外，門徒要做什麼行動？ 

4. 根據耶穌的教導，門徒應該用什麼心態去服侍？為什麼？ 

5. 耶穌給了門徒什麼傳福音的策略？ 

6. 耶穌所指「配得平安的家」應該有什麼特徵？ 

7. 如果有人不接受天國的信息，門徒應該有什麼行動？這代表

什麼？ 

8.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釋放天國能力？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在親身示範完如何釋放天國的愛與能力之後，耶穌準備好

要把門徒差派出去。而在這之前，他給門徒清晰、具體的指引與

傳福音的策略，預備他們面對在服侍中將要出現的不同情況。在

一開始的時候，耶穌給了門徒在實踐使命上最重要的一個資源，

就是能夠醫治各樣疾病、趕出污鬼的權柄，這代表門徒的使命的

本質是超自然與屬靈的。耶穌叫門徒在這一次宣教旅程只到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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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地方，所以他們要明白主的計劃和時機並要與他配合。而在

門徒出去的時候，他們要宣講福音最核心的信息—天國的來到，

而這信息是藉著愛、能力、神跡奇事、轉變等，彰顯神的良善與

拯救。因此，門徒不只要宣講這個天國來到的好信息，更是要醫

治病人、使死人復活、潔淨痲瘋病人、趕出污鬼，讓人親身經歷

天國的真實。 

 

 同時，耶穌教導門徒對實踐使命要有正確的心態。門徒能

夠白白地經歷天國，他們就要同樣歡喜地、免費地將他們所領受

的分享出去，讓更多人認識天國。耶穌讓門徒出去傳道時，不要

帶額外的東西上路，因為他要門徒看見傳講福音的迫切性，也要

他們明白在這個使命的旅程中需要信心。 

  

 之後，耶穌教導門徒宣教的

策略，就是要尋找「配得平安的

家」，而配得平安是指那些願意接

待門徒、對福音有反應、願意領受

天國信息的人。如果有不願意接受

的人，門徒也不需感到灰心，只要

離開、把腳上的塵土跺掉。把腳上

的塵土跺掉是表示完全隔絕，代表門徒已經盡了自己傳道的責任，

而不接受天國的人將要面對神的審判，甚至比舊約有名的罪惡之

城所多瑪和蛾摩拉的遭遇更嚴重，因為他們已經領受過這麼多的

啟示和恩典，卻仍然抗拒福音。耶穌的教導讓門徒知道，在他們

的傳道服侍當中，人會有不同的反應；在天國擴張的同時，耶穌

也預備門徒讓他們預先知道將要面對人反對的聲音甚至是逼迫，

以致他們能繼續帶著信心完成使命。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能釋放天國能力

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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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一家是配得的，你

們的平安就臨到那一家；

如果那家是不配得的，你

們的平安就歸回你們。 



釋放天國能力(七)： 

背起十架，堅定跟隨 

引題：引題：引題：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並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

別人分享他的愛。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你試過為跟隨耶穌付上什麼代價？你認識為福音緣故付上極

大代價的人嗎？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十章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十章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十章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十章 16-42 

 

在上一課，耶穌在差派門徒出去以前給了他們權柄和傳講

天國福音的指引和策略。之後，耶穌又教導門徒應該如何面對將

會出現的攻擊、逼迫，同時也鼓勵他們若忠心服侍，將要得著永

恆獎賞。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看哪，我差派你們出去，就像把羊送進狼群中，所以你們

要像蛇那樣聰明，像鴿子那樣純潔。你們要提防人們，因為他們

將要把你們送交議會，並且在他們的會堂裡鞭打你們。為我的緣

故，你們將被帶到總督和君王面前，好對他們和外邦人做見證。 

當他們把你們交出去的時候，不要憂慮怎樣說或說什麼。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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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會被賜予該說的話，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自己，而是你們

父的靈在你們裡面說話。 

 

兄弟將要把兄弟出賣，置於死地；父親對孩子也會這樣。

兒女會起來與父母作對，並且害死他們。為了我的名，你們將被

所有的人憎恨，但是忍耐到底的，這個人將會得救。他們在這城

逼迫你們，你們就逃到別的城去。我確實地告訴你們：在你們走

遍以色列的城鎮之前，人子必定來臨。學生不高於他的老師，奴

僕也不高於他的主人。學生能像他的老師一樣，奴僕能像他的主

人一樣，就已經夠了。如果人們稱一家的主人為「別西卜」，更

何況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被遮蓋的事沒有將不被顯露出來的，

隱祕的事也沒有將不被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

明處說出來；你們在耳邊聽到的，要在屋頂上宣揚出去。你們不

要怕那些能殺死身體卻不能殺死靈魂的；反而倒要懼怕那位能把

靈魂和身體都毀滅在地獄裡的。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小錢嗎？但

如果沒有你們父的允許，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至於你們，就是

每一根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怕！你們比一大群麻雀還重

要。 

 

凡是在人面前承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將承認他； 

但無論誰在人面前不認我，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將不認他。不

要以為我來了，是給地上帶來和平。我來並不是帶來和平，而是

刀劍，因為我來就是為了：使「人與父親對立，女兒與母親對立， 

媳婦與婆婆對立，這樣，一個人的敵人，就是自己家裡的人。」

那愛父親或母親過於愛我的，不配屬於我；那愛兒子或女兒過於

愛我的，不配屬於我；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也不配

屬於我。尋得自己生命的，將失去生命；為我的緣故失去自己生

命的，將尋得生命。 

 

接受你們的，就是接受我；接受我的，就是接受差派我來

的那一位。因著先知的名份接受先知的，將得到先知的報償；因

著義人的名份接受義人的，將得到義人的報償。無論誰，因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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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名份，就是拿一杯涼水給這些卑微人中的一個喝，我確實地

告訴你們：他絕不會失去他的報償。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為什麼耶穌教導門徒要像「蛇那樣聰明，像鴿子那樣純潔」？ 

2. 在實行使命的過程中，耶穌提到門徒將會遇見什麼情況？ 

3. 在這些情況下，門徒應該如何回應？ 

4. 當面對被人憎恨、逼迫、出賣時，耶穌鼓勵門徒應該有何心

態？為什麼他們要有這樣的心態？ 

5. 為什麼耶穌說他來了會帶來刀劍？在跟隨耶穌的路上，為什

麼家人反而會成為「敵人」？你有遇過類似的情況嗎？ 

6. 耶穌在這裡是教導我們不愛自己的家人嗎？你認為耶穌實際

上想表達什麼？ 

7. 根據耶穌的教導，門徒要跟隨耶穌需要付上什麼代價？ 

8. 你覺得什麼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耶穌？ 

9. 門徒若在面對逼迫時捨棄了他們對耶穌的忠心、在信仰上妥

協，將會帶來什麼後果？ 

10. 相反，忠心跟從耶穌的門徒將有什麼結果？ 

11.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釋放天國能力？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在經歷天國能力擴張的同時，耶穌提醒門徒他們將會面對

人的逼迫，甚至是來自家人的攔阻。在面對不同的人和情況時，

耶穌要門徒能夠有智慧地處理，一方面要像蛇那樣靈巧，不魯莽

地把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險，另一方面卻要像鴿子一樣純潔，

在面對攻擊時保持真誠、溫柔。耶穌要門徒有心理準備面對人的

逼迫，因為人既然會攻擊、詆毀耶穌，說他是靠著鬼王「別西卜」

的能力行神跡，自然也會抗拒耶穌的門徒。但是，耶穌鼓勵門徒

不需要害怕、灰心，因為一切都在天父的掌管裡面；祂會看顧麻

雀，更會看顧祂的兒女，所以祂會差派聖靈幫助門徒，使他們能

夠面對一切的挑戰，甚至是在被逼害時仍能放膽見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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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到逼迫時，耶穌提到門徒所面臨的甚至是來自家人的

反對聲音。耶穌來到世界打破了世人在罪中粉飾的太平，而門徒

在決意跟隨耶穌、不與世界委協時，就必然要進入這場爭戰，與

抗拒的勢力對立。不幸地，反對門徒跟隨耶穌的聲音往往來自至

親，因此耶穌挑戰門徒在面對親人的排擠、關係中的衝突磨擦時，

仍然要堅定跟隨他。耶穌絕對不是教導門徒不愛家人，因為他的

性情就是愛；耶穌只是強調在門徒的生

命中，他們與耶穌的關係要放在首位。

門徒若因著對家人的愛或對逼迫自己的

人的恐懼而在信仰上妥協，將要失去永

恆的生命。相反，若門徒堅定背起十架，

願意為跟隨耶穌犧牲、付代價，就能得

著真正豐盛的生命和永恆的獎賞。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能釋放天國能力

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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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天國能力(八)： 

逼迫加劇，天國擴張 

引題：引題：引題：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並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

別人分享他的愛。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你有試過因福音的緣故被拒絕、攻擊嗎？在這些情況下你有

何反應？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十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十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十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十一一一一章章章章 11-13 

 

在上次的教導，耶穌讓門徒明白在他們跟隨耶穌、宣講福

音的同時，一定會遇上挑戰、攻擊，但他們所付的代價必然會帶

來永恆的獎賞。耶穌指出門徒將要面對的兩個屬靈情況，一是天

國能力的擴張，而二，是企圖攔阻天國擴張的勢力。以下是耶穌

的教導： 

 

我確實地告訴你們：在女人所生的人中，沒有出現過一個

比施洗者約翰更大的；然而在天國裡，再小的也比約翰更大。 

從施洗者約翰的日子到現在，天國一直在有力的擴展，強暴的人

企圖奪取它。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為止。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提到哪一個人物？他是誰？ 

2. 在耶穌的形容當中，這個人有什麼特點？ 

3. 你覺得為什麼耶穌說，在天國裡最小的也比這個人更大？ 

4. 耶穌指出天國正在經歷什麼屬靈情況？ 

5. 在經歷這個情況的同時，強暴的人有什麼行動？這代表什麼？ 

6.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釋放天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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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耶穌在這裡明確地指出天國能

力正在強而有力地擴張，因為他的服

侍—醫治、趕鬼、使死人復活、釋放

被罪綑綁的人，都正在見證天國的來

到。施洗者約翰是耶穌的先鋒，他預

言救世主彌賽亞將要來到，所以呼召

罪人悔改、接受洗禮。約翰的確有見

證耶穌將要來到的極大使命與福份，但耶穌竟然指出天國裡最小

的都比約翰更大！耶穌這樣說是因為所有舊約的先知，甚至約翰

都只是在預言天國的來到，但當耶穌開始服侍後，門徒就能夠親

眼看見、親身經歷天國的能力。約翰沒有行過一件神跡，但門徒

不只能見證耶穌行神跡，甚至自己都能夠參與在擴張天國的服侍

當中，領受聖靈的大能，讓人超自然地經歷神。因此，現在門徒

所經歷的天國能力與祝福都比約翰更大。 

 

而在天國有力擴展的同時，敵人也嘗試極力攔阻人進入天

國；所以門徒在經歷天國更大的能力時，也需要面對加劇的逼迫、

攻擊。當耶穌自己都要被殘酷地逼害時，更何況他的門徒呢？雖

然如此，天國的能力並不會因為人的逼迫而被阻撓；相反，正因

為有逼迫，以致門徒的信心被試煉，更能在這些困難的環境裡忠

心地活出使命。從使徒時代直到現在，天國爆炸性的能力往往是

在人面對極大的逼迫時被釋放出來。耶穌鼓勵門徒在這些情況下

也要忍耐、忠心到底，直到神所命定的天國完全地釋放在地上。 

從施洗者約翰的日子到

現在，天國一直在有力

的擴展，強暴的人企圖

奪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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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能釋放天國能力

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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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資料 

 

  如果你渴望在跟隨耶穌的路上繼續成長，我們鼓勵

你可以找同伴一起閱讀其他「門徒成長訓練

系列」的小冊子。你亦可以瀏覽我們的 YouTube 頻

道 來 參 考 其 他 訓 練 和 示 範 的 影 片 。 ( 網 站 : 

www.youtube.com/user/SunriseCCLA) 或者你可以透過以

下方式聯絡我們: 

 

網站: www.sunrisela.org 

電郵: admin@sunrisela.org 

電話: (626) 281-3406 

地址: 8618 Mission Dr., 

  Rosemead, CA 91770 

 

 

版權所有 © 2019 基督教新曙光培訓中心 

此小冊子不收費，你亦可於網上 www.sunrisela.org 免費下載門徒

訓練材料。歡迎各位讀者廣泛傳閱本冊。若你有感動支持我們的

異象，歡迎於網上奉獻。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is protected by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is book may not be copied, 

reprinted, used in any form for commercial gain or prof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