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弥赛亚为我们做什么

2021 年 10 月 10 日的布道

路加福音 4：14-21

道介讲 绍
这个星期我要开始一个为期两周的关于耶稣使命和事工的系列讲道。

我现在要读我们的经文段落。

请倾听并敞开心扉，让上帝用他的话对我们说话。

路加福音 4：14-21
14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15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

16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17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18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19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

20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21 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我们一起来阅读以赛亚书 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　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和我一起祷告。请
圣灵，请打开我们的内心和头脑，让我们认识耶稣这永活的道。

我们需要耶稣开我们的眼睛，向我们宣告好消息，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他在一个受伤、破碎和失落的世界的大

使。

请用你的话，用圣灵的力量，使我们更像耶稣。

我们奉祂的名祷告。

阿们。

以下是我 今天 道的提 。们 讲 纲
第 1 点：耶稣去会堂（路加福音 4：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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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点：耶稣是弥赛亚（路加福音 4：17，18a，20）
第 3 点： 弥赛亚为我们做了什么 （路加福音 4：18a - 19）

第 1 点：耶 去会堂（路加福音稣 4：14-16）
第 14 节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15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 

你可以在这张地图上看到加利利是以色列北部的这个地区。

这是耶稣长大的地方。

他在这一地区做了很多事。

加利利受到希腊和罗马的很多影响。

希腊人于公元前 360 年征服了该地区。

罗马人于公元前 63 年接管了这里。

所以，这个地区有文化混杂和民族混杂。

有很多外邦人，他们的文化是希腊文化，都跟犹太人混杂在一起。

还混杂着罗马的外邦人及其文化。

罗马军队和政府当局控制了所有人，并对人民征税。

大多数犹太人憎恨罗马人，并希望从占领他们土地的军队手下获得自由。

人们在向上帝寻求帮助。

他们想从罗马手下被救出来。

他们想让上帝派人来帮助他们。

我们在第 14 节看到每个人都在谈论耶稣。

关于他的名声传遍四方，因为他正在教导人，医治人。

第 15 节告诉我们，他去了不同城镇的犹太会堂，在那里教导人。

因为耶稣是拉比。

拉比就像牧师。

拉比是犹太社区的宗教领袖。

第 16 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拿撒勒是加利利的一个小村庄。

这是耶稣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这时候他已经大约 30岁。

我们在这里看到，去犹太会堂守安息日是他的习俗，或惯常做法。

记住加利利的人四周都是外邦人，他们不相信独一真神。

因此，去犹太会堂是这个社区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社区正在迅速被希腊和罗马文化改变。

在第 16 节我最想让你们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耶稣是活的道和上帝的儿子。

       One Voice Fellowship       2



但耶稣每周都去敬拜上帝，并与上帝的百姓团契。

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让我们转到第 2 点。

第 2 点：耶 是弥 （路加福音稣 赛亚 4：17，18a，20-21）
第 17 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耶稣正在读先知以赛亚的书，第 61章。

以赛亚是耶稣出生前 700 年的先知。

我们将分几块来看第 18 节，因为这里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第 18 节开头如下

18a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当以赛亚写下耶稣读到的预言时，以赛亚是指着弥赛亚说的。

我们没有时间看以赛亚所说的关于弥赛亚的一切， 但这里有一个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例子。

以赛亚书 11：1-2
1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2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

以赛亚书 11：1 是耶西和大卫的后裔将诞生的预言。

圣灵将降临到他身上，和他同住。

他将拥有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智慧、力量和知识。

如果你通读以赛亚书的其余部分，你会发现先知以赛亚经常谈论这位有一天会来的主的特别的仆人。

这个人也被称为弥赛亚。

犹太人等待了几百年，等待这个强大的救援从上帝那里来帮助犹太人。

在罗马压迫下受苦受难的人们渴望上帝派来弥赛亚。

这就是为什么第 14 节说，耶稣的名声传遍四方。

这就是为什么第 15 节说众人都称赞他。

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耶稣与以赛亚对弥赛亚的描述相符。

因为人们可以看到耶稣有主的灵以及智慧和悟性的灵。

第 18 节告诉我们，这位主的仆人将受膏。

在圣经中，那些特殊的领袖会被人用油膏抹，并为他们祷告。

但以赛亚所写的人是非常特别的。

以赛亚所写的这位主的仆人被上帝膏抹，也有神的灵。

圣经里只有两个地方，我们读到有人同时受神的膏抹并领受神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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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撒母耳记上 10：1 和 6，扫罗被膏为国王：

1 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作他产业的君吗？

6 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

在撒母耳记上 16：13 大卫被膏为国王：

13   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

玛去了。  

以赛亚书 61章告诉我们，有一天，另一个国王会来，他将被上帝膏抹，并会做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段落中读

到的美妙的事情。

今天，我们在路加福音 4章读到，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弥赛亚在拿撒勒的一个犹太会堂出现在人们面前。

那就是耶稣。

耶稣是弥赛亚和真正的国王。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 10章中读到，耶稣像扫罗国王和大卫国王一样，受了膏抹和圣灵。

使徒行传 10：38 说：

38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

人，因为　神与他同在。”

我的朋友们，重要的是你要看到耶稣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些经文里在说什么。

耶稣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拉比。

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先知。

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的国王。

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之子，被派去改变世界。

让我们看看耶稣读以赛亚书 61章 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接下来谈谈第 18 节和第 19 节的意思。

第 20 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当耶稣读完以赛亚的预言后，他坐了下来。

在美国文化中，我们站起来教导，与人谈论。

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

但是在 2000 年前的一座犹太会堂里，一个拉比坐在观众面前教导。

当耶稣坐下时，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他。

屋里很安静。

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耶稣对先知以赛亚的这些话会怎么说。

耶稣说的话很惊人。

看看第 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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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耶稣说，以赛亚 700 年前写的字正在应验。

以赛亚对上帝大祝福的承诺正在发生。

为什么？

因为耶稣在那里。

耶稣向拿撒勒的人民宣布他是弥赛亚。

他是大家都在等的人。

一个说这话的人要么疯了，要么在撒谎，要么说的是真话。

你认为是哪个？

耶稣精神不稳定吗， 就像那个认为自己是猫王的人一样？

你认为他只是为了引起注意而在撒谎吗？

还是你认为耶稣说的是实话？

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因为耶稣做了只有弥赛亚才能做的事

这是第 3 点。

第 3 点： 弥 我 做了什么 （路加福音 赛亚为 们 4：18a - 19）
第 18a 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当耶稣说他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时，他指的是谁？

谁才是耶稣要向他们传好消息的穷人？

你觉得呢？

有些人认为他在谈论的是那些经济拮据的人。

其他人认为他在谈论的是精神上的穷人。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引导你如何看待世界。

你的回答将决定神教会的使命。

也许耶稣在谈论物质上的穷人。

这是他的话最明显的含义。

上帝绝对关心穷人和苦难。

《圣经》充满了关于照顾寡妇和孤儿、接待陌生人和允许穷人从田里拾庄稼的诫命。

路加福音 4章的这处经文已被教会领袖和政治革命者用过了。

他们认为耶稣的话主要是指物质上的。

他们认为耶稣承诺将人们从贫困、奴役、政治压迫和疾病中拯救出来。

世界各地的人们因为没有干净的水而死亡。

人们正遭受着可怕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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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希望他的百姓帮助那些人吗？

是的，我相信他希望。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教会有衣橱，食品银行和医疗诊所来帮助人们。

你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独裁者和秘密警察统治的国家。

邪恶的人在许多国家压迫人民。

如果你正在受苦， 你听到耶稣提供自由和正义和医治， 这听起来像是好消息。

对吗？

但是耶稣谈论的只是从身体束缚和身体失明中解脱出来吗？

还是他指的是精神类别？

让我们看看耶稣谈到的下列两个应许。

然后我们可以决定他在这里是指身体上的还是属灵上的。

第 18b 节：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一些神学家认为耶稣不是在谈论身体失明或身体受压迫的人。

他们争辩说耶稣只是在这些经文里谈论属灵的东西。

我们确实在经文中看到了这一点。

在哥林多后书 4：4 保罗谈到属灵的眼瞎：

4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

在约翰福音 8.34：耶稣说：

3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你曾经觉得自己像个坏习惯的俘虏吗？

一个非常坏的习惯有时会让你感觉像是在坐牢。

当你一遍又一遍地与同样的罪作斗争时， 你不觉得你被铁链锁住了吗？

罪就是奴役。

有时候你会感觉很自由。

但这是个谎言。

罪使我们对真理视而不见。

当我们为自己而活时，我们永远不会找到平安、喜乐和满足。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实际上可以奴役我们。

这就是我作为无神论者那 10 年的感受。

我以为我是自由和快乐的。

但我实际上在属灵上是瞎眼的， 被自己的欲望捆锁。

感恩的是，因着上帝的良善，他派圣灵来帮助我看见耶稣。

耶稣是唯一能把我从囚禁中解救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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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确实把人们从属灵的奴役中释放了出来。

他是能治愈你的眼瞎，让你可以看到的救主。

你的救主耶稣过了你无法过的纯全的一生。

他死是为了除掉你的锁链，受你当受的刑罚。

他从死亡的捆锁中挣脱，从死里复活。

他应许让你从属灵的死亡中活过来。

耶稣是解决身体和灵魂痛苦的唯一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贫穷的人总是想接近耶稣。

他吸引了需要治疗的麻风病患者。

他吸引了那些需要康复的弃儿。

他吸引了需要能看见的盲人。

他们身体的痛苦暴露了他们最深切的属灵需求。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基督视为他们唯一的盼望。

我的朋友，耶稣不是只来帮助那些只有身体需要的人。

而且他不是只来帮忙满足属灵上的需要。

耶稣可以同时帮助满足两者，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但由于他是上帝，他决定如何以及何时帮助我们。

有时，他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身体上的问题，如疾病，贫困和压迫。

但有时癌症没有得到治愈。

有时囚犯仍然呆在监狱里。

但有时留在监狱里的囚犯会经历属灵上的自由，免于罪恶和死亡。

有时盲人仍然在身体上失明，但耶稣给了她属灵的眼睛，能看见她的救主。

我们整个身体都会死，我的朋友

因此，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医治我们永远不死的灵魂。

但是耶稣也关心当今世界身体上痛苦。

他使用我们这基督的身体，为那些受伤和失丧之人提供帮助，带来盼望。

我们有使命，我的朋友

如果你信耶稣作为你的救主，那么他就把你从属灵上的眼瞎和奴役中解放出来。

然后他派你出去执行使命。

耶稣在约翰福音 20：21 中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因为我们是耶稣派来的，所以我们做他做的事。

我们被差派时要记住三件事：

世界上身体的破碎有着属灵的根源。

耶稣来到世上，医治属灵的破碎。

耶稣是唯一能够修复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破裂关系的人。

但他也喂养，治愈，并帮助人们的身体。

他为罪和罪在世界上造成的所有痛苦提供了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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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的身体必须向世界发挥同样的作用。

我们处理我们周围百姓生命中可见的、身体上的破碎。

我们帮助他们成长，更认识耶稣是他们的主和救主。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灵魂需要那种只有耶稣才能提供的自由。

下周我们将看到犹太会堂里的人如何回应耶稣说的这些话。

我希望你下周能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学习和祷告，敬拜耶稣， 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和主。

在 我 一起祷告吧。现 让 们

天父，谢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弥赛亚，来帮助我们看见真理。

谢谢你让我们摆脱被罪的奴役。

谢谢你赐予我们成为你好消息的使者的特权。

拯救我们的好消息，也是我们与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分享的能带来盼望和永生的信息。

请使用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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