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世界一个弥赛亚

2021 年 10 月 17 日的布道

路加福音 4：17-30

道介讲 绍
本周，我们将讲为期两周的关于耶稣使命和事工系列的第二部分。

我现在要读我们的经文段落。

请倾听并敞开心扉，让神用他的话对我们说话。

路加福音 4：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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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23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迦百农所行的事，也当

行在你自己家乡里。’” 

24 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25 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26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她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27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疯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28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

29 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30 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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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谢谢你差来弥赛亚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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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奉他的名祷告时，我们知道你必悦纳我们的祷告。

因此，我们奉耶稣的名请求你天父，求你差遣圣灵打开我们的心扉。

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

帮助我们接待他，而不是拒绝他。

我们奉祂的名祷告。

阿们。

上周我们仔细考察了第 17-21节。

但我今天读给你们听， 这样你们就能理解背景了。

今天我们将首先看第 22节。

以下是我 今天 道的提 。们 讲 纲
第 1点：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路加福音 4：22-24）
第 2点：耶稣是整个世界的弥赛亚（路加福音 4：25-27）
第 3点：耶稣照着天父的计划受死（路加福音 4：28-30）

第 1 点：耶 是 瑟的儿子（路加福音稣 约 4：22-24）
第 22节：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听到耶稣讲话的人都称赞他。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所说的话，会发现他们称赞的是他说话的样子。

对我来说，听起来他们并不相信他说的话。

耶稣声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雄辩的拉比。

他说他是以赛亚预言的应验。

耶稣自称是弥赛亚，要应验神的应许。

他们很难相信，因为他们认识他。

事件发生时，耶稣大约 30岁。

那里的人记得他小时候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耶稣对他们的反应。

第 23-24节：

23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迦百农所行的事，也当

行在你自己家乡里。’” 

24 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人们听说过耶稣在拿撒勒附近迦百农行神迹的故事。

你可以在这里的地图上看到它。

那些记得耶稣小时候的事的人想要一些证据，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人。

他们在心里想，“如果他能给我们看一些神迹，那么也许我们会相信。”

也许你也这么想过？

也许当你发现很难相信时，你也希望神行神迹来帮助你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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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会这样做。

我想这就是耶稣 2000 年前来而不是 20 年前来的原因之一。

20 年前，我们有摄像机，人们会要求看到耶稣行神迹的视频证据。

但即使是视频证据也不足以让人对耶稣有真正的信心。

亲眼看到耶稣行神迹的人就是那些拒绝他并杀死他的人。

只有神才能给予真正的信心，因为我们的心在罪中死了。

只有神才能给我们新的生命和信心的眼睛。

在马太福音第 12章中，耶稣正在与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交谈。

这些人就像拿撒勒那些很难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他们应该认识到耶稣正在应验有关弥赛亚的预言。

但他们的心是黑暗的，骄傲而且不愿意相信。

让我们看看耶稣是如何回应他们行神迹的要求的。

马太福音 12：38-40 -
38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39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40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也许你还记得先知约拿的故事？他是犹太先知

神叫他去尼尼微。

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那里，那里就是现今的伊拉克摩苏尔所在的地方。

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那里的人做了许多邪恶的事情。

但神希望约拿告诉尼尼微人，神可以原谅他们。

如果他们悔改离弃他们的罪，神会原谅他们，拯救他们。

约拿不喜欢亚述人成为神的百姓这想法。

约拿不服从神。

他在船上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差点淹死。

但神是满有怜悯的。

神派了一条大鱼或鲸鱼去救约拿。

约拿在鲸鱼的肚子里待了三天。

之后，约拿去了尼尼微，给了他们神的信息。

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12章中讲这个故事？

因为犹太领袖求神迹。

耶稣没有行他们想要的神迹，而是预言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神迹。

耶稣告诉宗教领袖，他们很快就会处决他。

耶稣告诉他们，他会死，被埋在地下三天。

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尾。

因为坟墓不能容纳一个无辜的人，况且他也是神之子。

为什么一个无辜的人要钉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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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罪犯的惩罚。

但耶稣愿意经历这种可耻的处决，因为他的心是如此广大。

神的心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耶稣会饶恕我们的罪。

但即使是像约拿这样的先知也很难理解神的心。

让我们看看约拿在尼尼微分享神的救恩信息后发生了什么。

约拿书 3：1-5， 3：10， 4：1
1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

2 “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3 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

4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5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10 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约拿书 4：1 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我对约拿感到惊讶和失望。

约拿是神的先知，他唯独因着神的怜悯而被从死亡中解救出来。

他不服从神的直接命令，但神给了他第二次服从的机会。

然后约拿向尼尼微传达了怜悯的信息，那里的百姓得救了。

他们悔改认自己的罪，并相信独一的真神。

而约拿竟对此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他的心对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是封闭的。

这是我相信圣经是真的原因之一。

因为神话里的英雄并不完美。

即使在圣经的先知、国王和英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罪恶和失败。

约拿希望神的怜悯和祝福是单单留给他和他的人民的。

他很生气，神竟然怜悯亚述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在路加福音第 4章中 的文本， 看看耶稣对神的怜悯说了什么。

第 2 点：耶 是整个世界的弥 （路加福音稣 赛亚 4：25-27）
第 25-26节：

25 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26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她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和约拿一样，以利亚是神派到外国的先知。

以色列发生了干旱，人们忍饥挨饿。

但是以利亚没有帮助以色列的寡妇。

神差遣他来到以色列境外一个可怜的寡妇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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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帮助寡妇后， 她在列王纪上 17： 24 -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这个外国寡妇对那位独一真神充满了信心。

在提醒人群关于她的事后，耶稣接下来提醒人群关于神怜悯的另一个故事。

第 27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疯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

的。” 

以利沙是另一个先知，神曾经怜悯外国人。

乃曼是叙利亚将军。

他是以色列的敌人。

因为乃曼是个麻风病患者，所以他去寻求神的帮助。

在他得到帮助和治疗后，乃曼对这位独一真神充满了信心。

他了解到，神的手和心可以到达世界上的任何人。

从一开始，神就打算建立一个用心灵和真理敬拜神的社区。

但是我们都非常渴望安全和舒适。

与众不同的人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全和不舒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画个圈子，将像我们一样的人包括在我们的社区中。

我们排除了与众不同的人。

我们忘记了神使人与众不同，因为他有创造力，他想祝福我们。

他本可以只造一种花的，对吧？

他有能力只造一种蔬菜。

但看看神用这些不同种类的花创造的美景。

看看我们因着神丰富的创造，可以享受的各种不同的食物。

同样，我们的神造了各种色彩的人。

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文化、语言和习俗。

这种多样性增加了神家庭的美丽和荣耀。

但在拿撒勒，当耶稣提醒他们神对来自撒勒法和叙利亚的外国人的心时，人们并不兴奋。

犹太教堂里的人群应该记得他们的圣经里说的话。

让我们一起看看神在创世记 17：3-5 中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3 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

4 “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

5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神给亚伯拉罕起这个名字，因为它的意思是”多国的父”。

神的全球拯救计划早在我们圣经开始的时候就展开了。

耶稣在拿撒勒讲了这些故事，以揭示他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部分。

救主耶稣来到世上，是神全球拯救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很多人不喜欢神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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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在耶稣提醒他们神怜悯外国人之后，人群的反应。

第 3 点：耶 照着天父的 划受死（路加福音稣 计 4：28-30）
28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 

29 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30 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你要在这里看到是什么让每个人都如此生气，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耶稣在第 21节中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们并不生气。

耶稣自称是弥赛亚。

但百姓对此并不生气。

他们希望弥赛亚来帮助以色列。

然而，当耶稣提醒他们神对外国人的恩典时，人们充满了愤怒。

他们想马上杀了他。

他们同意神派人帮助以色列。

但他们不同意神向外国人提供帮助。

耶稣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当我们正确理解他时，耶稣应该引起我们强烈的反应。

准确地认识耶稣应该让人们在信仰上跑向他， 要么你就因为不喜欢他的信息而生他的气。

今天很多人对耶稣感到愤怒，因为他在约翰 14：6 中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其他人对耶稣很生气，因为他称每个人为罪人。

他在路加福音 5：31-32 中说

31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32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就像尼尼微人一样，只有认真对待我们的罪并悔改，我们才能得救。

我们的罪的问题是如此严重，神纯全、无罪的儿子不得不流下他的宝血来将你们洗干净。

然而，当人群试图在拿撒勒杀死他那一天他并没有死。

他直接从他们中间走开了。

只有当天父说时机合适了，耶稣的牺牲才能发生。

耶稣这位神的羔羊被差到世上是有使命的。

天父差派耶稣为任何悔改认罪的人而死。

这个信息并不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但是，如果你诚实地看着自己的内心，你就知道你需要饶恕。

当你请求耶稣原谅你，把你洗净时，他很乐意这样做！

请不要再等了，邀请耶稣做你的救主吧。

神拯救我们之后，我们有时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罪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像约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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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不高兴看到神的怜悯延伸到亚述人民。

有时我们很容易看别人，并质疑神拯救人的智慧。

我们需要悔改，因为神比我们更有智慧，更愿意欢迎我们。

我们正在这里建立一个愿意欢迎人的教会大家庭。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社区，要彰显神通过先知以赛亚作出的应许。

在以赛亚书 49：6 神说：

“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

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神从一开始就计划拯救各种文化和种族和语言中的人。

我喜欢童生颂赞团契，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神计划的一小部分在往前推进。

但是，我的朋友们，建造这样的教会并不容易。

我们的心很容易像约拿的心。

因此，在耶稣赐我们信心的眼睛和心中的永生之后，我们仍然需要他的怜悯。

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来过恩典的生活。

在 我 一起祷告吧。现 让 们
天父，谢谢你差你的儿子弥赛亚耶稣，把我们从永恒的死亡中拯救出来。

作为你的孩子，我们有永生作为免费的礼物。

请帮助我们记住，这份礼物是免费提供给任何人的，不分文化或国家。

任何悔改认罪并相信耶稣救恩的人都会成为你的孩子。

我们对你的怜悯和恩典感到惊讶。

请使用我们，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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