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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课 使徒跟随耶稣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9课。我们要来关注使徒跟

随耶稣。本课也同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使徒蒙召，这在《路加福音》

第 5 章 1-11 节和《路加福音》第 6 章 12-16 节。第二部分是行神迹，记载

在《马可福音》第 1 章 21 节到第 2 章 12 节。 

首先我们来看使徒蒙召，在《路加福音》第 5 章 1-11 节和《路加福音》

第 6 章 12-16节。这一次，耶稣在加利利海，也可以说是革尼撒勒湖，向聚

集在祂周围的众人讲道。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这地。有许多人来这里听祂，

因为耶稣的讲道与他们以前听过的都不同。这里聚集了那么多人，以致耶稣

担心众人把祂推搡到水中。这时耶稣看见了两艘船停靠在岸边，是本地渔夫

的船。这些渔夫是西门彼得、雅各、约翰和其他一些人。 

接着耶稣走向西门彼得的渔船，祂告诉彼得把他的船撑离岸边。在那里

耶稣开始向众人讲道。讲完道后，耶稣对彼得说，祂说：“划船，撒网。”西

门刚刚打渔回来，耶稣过来的时候他们正在清洗渔网，他们什么都没打到。

因此，西门说：“主啊，我们整夜打渔，什么都没有打到。”但西门彼得知道

耶稣是谁，因此他说：“然而，依你的话。”所以，他把船划进湖中，就是加

利利海中。接着他撒了网，当他想要收网的时候，网里满了鱼，以至他无法

把它们全都拉上船。于是，他便招呼自己的同伴雅各和约翰也划着自己的船

过来。结果他们的船也装满了，西门彼得一看见这数不清的鱼，就谦卑了下

来，俯伏在耶稣面前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里表达的意思不是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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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耶稣离开他。不，他是在承认自己的不配，耶稣竟愿为这样一个罪人，这

样一个不配的人，行如此的神迹。耶稣然后对他说：“从今以后，你将不再

打渔，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你会撒下福音的大网，呼召罪人，让他们

被吸引进入网中，从而得救。”我们在此看见门徒和使徒的区别。因为耶稣

所有的跟随者都是门徒，你和我都当是耶稣的门徒，是祂的跟随者。但现在

是耶稣呼召 12 个人使他们成为使徒的时候，他们会做祂的仆人和使者，与

祂同行，与祂一同出入和传道。 

下面，我们要来花几分钟介绍一下耶稣所呼召的这 12 位使徒。我们已经

提过西门彼得了，今后我们会听见有关他的许多事，因为彼得常常是一位直

言不讳的门徒，但我们会看见，他也是一位三次否认耶稣，使徒职分必须被

恢复的人。但他日后会成为基督教会的领袖之一。接下来是我们已经提过的

安得烈，他是那些离开了施洗约翰并跟随耶稣的门徒之一。如今他被耶稣呼

召成为使徒。他是西门彼得的兄弟。下面是雅各，雅各是约翰的兄弟，二人

都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会成为第一个殉道而死的使徒。接着是约翰，但先

前他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听说他了。我们读到，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门

徒，他是与耶稣同在时间最长，也是活得最久的人。他写下了《约翰福音》，

也写下了《启示录》，这是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时写的。我们也听过了腓

力，耶稣对他说“跟随我”，他就跟随了耶稣，并招呼了拿但业来。拿但业

也被称为巴多罗买，耶稣说他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接下来是多马，

也被称为低土马。多马被称为怀疑的门徒，他不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便

说：“除非我看见祂肋旁的刺洞和钉痕，否则我总不信。”下面是马太，也被

称为利未。当耶稣呼召他成为使徒时，他是个税吏，就是为罗马人征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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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官员。接下来是雅各，为了将他与西庇太的儿子雅各作区分，我们称他为

小雅各或亚勒腓。下面是犹大，也被称为达太，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接下来

西门，不是西门彼得，而是奋锐党人西门。最后，第 12位使徒是加略人犹

大。我们知道犹大是叛徒，他在客西马尼园背叛了耶稣。但他也与其他使徒

一同蒙召，他甚至为其他使徒管理钱囊，甚至与使徒一同出行，一同布道。

然而，魔鬼入了他的心。他不是耶稣的真门徒，他跟随耶稣是为着今世财富，

为着污秽的财欲。但这也是给你我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可以过分信任牧

师。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他们也依然是人。但我们应该知道，当上帝呼召祂

仆人的时候，他们就当舍弃一切并跟随耶稣。这是一件与我们的肉体相敌的

事，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丢下我们的农场或者家人。但当上帝呼召

时，这个呼召是不可抗拒的，他们那时必会甘心乐意为耶稣舍弃一切。所以，

你我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门徒栽培？当你我被呼召作基督

的门徒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舍己。我们不可以为自己而舍

己，但我们必须为祂来舍己，因此，我们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上帝

的话语教导我们，这是一条苦路，但它仅有十日之久，然后便是永恒的荣耀。 

接着，在本课第二部分，我们来看耶稣进入会堂，我们要关注耶稣在这

里所行的神迹。请翻到《马可福音》第 1 章 21 节到第 2章 12节。耶稣在安

息日进入了会堂，作为犹太人的传统，祂作为客人得到了一个讲话的机会，

因此，祂开始向人们讲道。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魔鬼占据着他。

接着，撒旦通过这个人承认牠认识耶稣，牠说：“我们与祢有什么相干？我

知道祢是谁，祢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不希奇吗？撒旦甚至都在这

里承认牠认识耶稣，但耶稣却吩咐牠离开，从那人身上出来，接着撒旦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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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离开。因为当上帝命令的时候，祂的命令便带着权能。这样，耶稣就把污

鬼从这人身上赶了出来。祂的名声就传遍了那地。 

当耶稣离开会堂后，祂就同西门彼得一起到了他的家，祂在那里遇见了

西门彼得妻子的母亲。西门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耶稣摸了她，祂伸出手，

摸了她，她就得了医治，热病就离开了她，祂在那里再次医治了这个妇人。

接着，几天之后我们看见耶稣穿行加利利，当祂行路之时，一个麻风病人来

到耶稣这里。这个麻风病人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麻风病人

听说过耶稣，他相信耶稣能使他洁净。但他的问题是，祢若愿意。看看耶稣

是怎么做的。祂伸出了手，摸了他，并说道：“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

立刻就离开了他。接着耶稣吩咐这个年轻人说：“你必须去找祭司，为你的

洁净献上祭物，正如摩西的律法所吩咐的。” 

又过了几天，耶稣回到了迦百农，我们在这里发现祂在一间屋子里教导

并向众人传道。屋子里挤满了人，这时，有 4个朋友抬着一个瘫子过来了。

他们听说耶稣又回到了迦百农，他们就想要带这个人到耶稣这里来，因为他

们相信耶稣能医好这人。但当他们到达这屋子时，里面都满了人，他们进不

去，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爬上了屋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以色列人屋

子的房顶都是平的，盖着一块块板子，所以他们掀开了几块板子，接着把这

人缒到耶稣面前。耶稣也乐意医治这人，因为凡到祂面前来的人都必得医治。

但请注意，祂没有说他被医治了，祂说：“你的罪赦了。”当在这里听耶稣讲

道的文士听见这话时，他们心想：“什么？这个人说了僭妄的话，因为除了

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便对他们说，祂说：“对

我而言，说‘你的罪赦了’或‘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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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继续说：“为了要你们知道我有医治和赦罪的权柄。”祂便吩咐这个年轻人

说：“拿起你的褥子行走。”这人立刻就站了起来，拿着他的褥子离开了。这

样，我们便看见，因为祂所行的许多神迹，耶稣变得越来越有名气。越来越

多的人跟随祂，想要听祂讲道。 

但现在我们这一课要结束了，因为耶稣已经来行了那最大的神迹，这既

关乎你，也关乎我。但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都生病了。就好像麻风病一

样，我们从头到脚都生了罪的疾症，是致死的罪，除非我们的罪得到医治，

否则我们必要死去并灭亡。但耶稣却是那位属天的医生。祂说：“凡劳苦担

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这成为我们的产业和我

们的份。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