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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课 耶稣被显明为上帝的儿子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6课。我们希望来关注耶稣

以祂的大能显明为上帝的儿子。我们要从三个事件来看这个主题。第一个事

件是旷野的试探，耶稣在那里显明自己胜过撒但的权能，你可以在《马太福

音》第 4 章 1-11 节找到相关记载。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耶稣作为上帝的羔

羊，以权柄呼召祂的门徒，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 1章 29-51 节。最后在

第三部分，我们会考查在迦拿婚筵上，耶稣以大能行神迹。所以我们的主题

是耶稣以祂的大能显明为上帝的儿子。 

现在来看第 1 部分，旷野的试探，在《马太福音》第 4章 1-11节。耶稣

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后，立刻就被上帝的灵带往旷野。祂在那里

40 昼夜没吃任何东西。以祂的人性来说，祂是饥饿的。那试探人的撒但就

在此时出现在祂面前，对祂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

成食物。”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试探。试探就是有人对你说，如果你真

得那么刚强，你就可以做。这意味着，如果你做了，那你就证明了自己。所

以撒但试探耶稣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

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在后面会看见，祂的确有行神迹的大能。祂的确有能力

将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但耶稣抵挡了撒但，并且祂是用圣经抵挡的。祂说：

“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接着撒但带耶稣来到了圣殿的殿顶上，非常之高，牠要在那里对耶稣使

用同样的手段。至少牠要去尝试，牠说：“你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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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差遣他的使者，他们会保护你。’”圣经并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的是，

上帝会保守你不跌倒，而不是保守你不伤害自己。因此，我们一定要始终小

心，我们要按照圣经所记的来使用圣经。耶稣没有回应撒但，而是再次藉着

引用圣经打败了撒旦。祂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所以，我们不可以藉着让自己身处险境而试探上帝。 

最后，撒但又带耶稣来到一座高山的山顶上，并将全世界都指给祂看。

牠说：“如果你向我下拜，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两件事

情：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它是上帝的；但因着我们极深的堕落，我

们已经成为了撒但的臣民，因此，撒但才敢说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但耶稣

却说：“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必须唯独跪拜上帝，我们不可以跪

拜别的受造物或人。”这样，撒但就被打败从而离开了。但天使却来服侍耶

稣。 

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离开了旷野，回到了约旦河。在这里我们就进入

了第二部分，耶稣是上帝的羔羊，在《约翰福音》第 1 章 29-51 节。因为，

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经过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是谁，他曾给祂施洗，他曾听

见天上的声音，他曾看见圣灵降在祂身上。因此，他呼喊道：“看哪，上帝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当天的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的事发生。 

但在第二天，耶稣再一次从他面前经过，施洗约翰又说：“看哪，上帝的

羔羊。”这时，上帝将信心放在了约翰和安得烈这两个人的里面，他们便离

开了施洗约翰，而去跟从耶稣。耶稣知道他们正跟着祂，便转过身问他们：

“你们要什么？”他们便说：“拉比（或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

们来看。”他们便同耶稣过去，这一天便与祂同住。他们永远忘不了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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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或那个地方。圣经说：“那时约有申正了。”上帝百姓的生命也是如此。当

主对他们的灵魂说话，当主向他们显明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他们永远也不

会忘记那时间和那地方，甚至圣经经文和讲道的那个牧师。 

但又过了一天，我们看见安得烈去叫了他的哥哥西门•彼得，把他带到了

耶稣这里。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西门•彼得就跟着一起过去了。当

耶稣看见他，耶稣说：“你是西门，但我要赐你一个新的名字，你要被称为

矶法，意思是石头。”我们后面会看见彼得被称为石头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即他的认信是信心的磐石。 

接下来一天，耶稣带着这些门徒回到了加利利。当祂走过加利利的时候，

祂在路上遇见了腓力。祂便对腓力说：“来跟从我吧。”请注意，腓力没有问

“你是谁”或者“为什么”，而是立刻站了起来，跟从了耶稣。不过，我们

也注意到，一个真正的门徒也会招呼他的兄弟，因此，腓力在第 2天找到了

拿但业，对他说：“我们已经遇见了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拿撒

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经上记的就是祂。”接着，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

出什么好的吗？”腓力没有与他争论，只说了句：“你来看。”所以，拿但业

就一起去了，当他到了耶稣那里，耶稣对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祂在这里的意思是，拿但业，你是个真以色列人，

在你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的时候，你是诚实没有诡诈的。拿但业

惊奇了，他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接着耶稣向他显明了自己的大能，

祂是全知的，即知道万事。祂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坐在无花果树底

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就相信并承认耶稣真是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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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到本课的第三部分，迦拿的婚筵，在《约翰福音》第 2 章

1-11节。耶稣和祂的门徒都受邀参加婚筵，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也是。众所周

知，在迦拿举行的婚筵要持续一整周。因此，要做很多的筹备工作，要保证

足够的食物和酒水招待所有客人。在这个婚筵上，他们的酒用完了，当马利

亚知晓了情况之后，她也清楚地知道，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有大能。因此她

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换句话说，“你不能为此做点什么吗？”然后

我们就听见耶稣说了些惊人的话，但我们仍需明白祂为何这么说。祂说：“妇

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我们听见有人对他的母

亲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一定会大感震惊。但耶稣这样说话

是有原因的，因为马利亚必须明白，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遵行祂父的旨意，

不是为了遵行祂世上母亲的旨意。马利亚需要明白，耶稣只会照上帝的旨意

和计划行事，不会照她的愿望行事。但马利亚的确对婚筵的用人说：“祂告

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耶稣就吩咐用人要盛水来。祂是指门口用来

盛水的容器。祂说：“给它们倒满水。”所以他们就用清水装满了这些容器。

耶稣接着说：“把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当管筵席的尝过之后，他发现是

好酒。他甚至找到了新郎，对他说：“人们通常都是先摆上好酒，再上次酒，

但你却把上好的酒留到了最后。”他不知道这酒从哪里来的，他也不知道耶

稣所做的。但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耶稣行神迹的大能，这是基督事工中的第一

次。 

现在门徒们，当他们看见这神迹，他们的信心就被坚固了。他们已经信

了耶稣就是基督。但如今他们的信心因看见祂作为上帝之子的大能就被坚固

了。我们也能从这些事情中学到功课：在试探中我们如果想要得以捍卫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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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我们就需要明白圣经；耶稣呼召祂的门徒如同呼召祂的牧师，跟从我，

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耶稣也藉着参加迦拿的婚筵表明了祂对婚姻的祝福。

因此，婚姻仍然是耶稣所尊荣的一个主的定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