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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系列 06–
06–满有能力的服事
2018

年二月 23、24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欢
段：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敬拜赞
段：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日光节约时间开始，请将时间调快一个钟头。
小组长双月会
洗礼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为
工程祷告：主体两面巨墙的钢铁结构及屋顶上铁片
架设已完成，感谢主赐给好天气，屋顶灌两层水泥，和中间加一层隔
音吸板的工程，得以顺利完成，也求神持续带领内部的工程建造，按
着进度如期完工。
第三时
第三时段：话语
段：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1. 回应主日信息 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的话语
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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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满有能力的服事
经文：路加福音 4：14-37
背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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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路 4:18-19 ）

耶稣用神的话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之后，如今是满有圣灵的能力，回
到加利利，要开始他医病，赶鬼和宣扬天国福音的救赎工作。本周
我们要查考耶稣在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的会堂读以赛亚书的预言，
并宣告这预言要应验在他身上，以及之后靠着圣灵在迦百农满有权
柄和能力的服事。
一、耶稣
一、耶稣就是神的受膏者（4:144:14-21）： (请先读 v.14-21 再读下文)

A.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1414-15） ：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圣
灵降临在他身上膏抹他，他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接受试探。他使用神的话语胜过魔鬼
的试探。如今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服事，因为他的
服事是带着权柄和能力，所以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各地。
并且，耶稣在会堂里读圣经的话，教训人，众人都称赞
他。

B. 耶稣应验了以
稣应验了以赛
了以赛 亚的预
亚的预 言（ 1616-21）：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
拿撒勒，这是他生长的地方，在安息日，耶稣按着平常的
规矩进入会堂，当时会堂的规矩是只有文士和外地来的夫
子才可以站着读圣经，坐下来解释。因为耶稣有服事的好
名声，人们非常看重和欢迎耶稣来教导他们。于是，就有
人将先知以赛亚的书卷交给耶稣，请他念经文，并教导他
们。
耶稣特意找出与他开始服事有关的经文：赛 61：1-2 节，
对着会堂的会众朗读出来。这段经文是以赛亚预言那将来
的弥赛亚要靠着圣灵的膏抹和能力所做的服事： 1. 传福
音：将天国的福音传给心灵贫穷的人，2. 差遣弥赛亚去宣
告：凡被仇敌所掳掠的要得到释放、眼睛瞎了要经历神的
医治，得以看见。心灵眼瞎，不认识神的，也要看见神的
作为。被仇敌所辖制的，不再被辖制而得以自由。3. 宣告
神悦纳人的禧年要来临：禧年是每 50 年，犹太人规定被卖
的土地可归回，被卖为奴的也可以被赎回，使人得自由的
一年。（利 25：10）也就是弥赛亚所宣告的，那被掳的将
得到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念完了
将书卷起来，交回给会堂管事的，就坐下。犹太人一直在
等候神差遣弥赛亚来救赎他们脱离外邦人的辖制，释放他
们，使他们得自由。当他们听到耶稣宣讲这节经文，正是

他们所期待的。所以，定睛看着耶稣，盼望耶稣能明确的
教导他们有关弥赛亚的事。耶稣宣告说这节经文今天要应
验在你们耳中了，意思是，他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弥
赛亚。

三、耶稣满
三、耶稣满有
稣满有 权柄和能力的服事（4： 3131-37）：(请先读
再读下文)
A.

耶稣的话语有权柄（31-32）：耶稣离开拿撒勒来到北边加
利利湖边的迦百农城，这里成为他传福音的地方。众人很
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语带有权柄和能力。在安息日
他来到会堂讲解圣经，他们对祂的教训都很惊奇，因为祂
的话带着权柄。

B.

耶稣用权柄能力赶鬼（33-37）：污鬼的精气，就是邪灵，
污秽的灵，附在人的身上，控制人的行为。当耶稣在会堂
里服事的时候，这个邪灵彰显，大声喊叫因为：1. 牠认得
耶稣是拿撒勒人，是神的儿子。2. 牠害怕耶稣来毁灭他们。
3. 牠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一 3：
8）。反而那些在会堂里的人都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讨论问题 1：在你所认识
：在你所认识的人中，
认识的人中，谁
的人中，谁是最有好名声的人，为
是最有好名声的人，为什么？
（破冰题
（破冰题）
讨论问题 2：耶稣为
：耶稣为什么特意找出以
稣为什么特意找出以赛
什么特意找出以赛亚 61：1-2 节经文来读
经文来读，
来读，这
和他未来
和他未来的服事有何关
的服事有何关联？（观察题）
二、耶稣
二、耶稣不被家乡
不被家乡人接纳
人接纳（4:224:22-30）：(请先读 v.22-30 再读下文)
A. 家 乡 人不信耶 稣 就是 弥赛亚 （ 2222-23 ） ：众人都称赞耶
稣，也很稀奇他竟然用这经文说出神应许的恩典，又大有
权柄宣称神的应许马上就应验了，这真叫他们欢喜，不由
自主的称赞耶稣。但他们立刻开始怀疑耶稣，他是凭什么
宣告这些事今天要应验呢？这个耶稣不就是我们从小看他
长大的那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他怎么有权柄可以宣告神的
应许要应验了呢？耶稣看清了他们心中的疑惑，所以对他
们说，你们一定会这样问我，有句话说，医生可以医病，
为什么不医治自己呢？意思是说，我们听见你在迦百农所
行的神迹，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家乡行呢？他们心中只想看
看耶稣是否会在他们当中行一个神迹，医治病人。耶稣看
清了他们想要的，知道他们并不相信他会是弥赛亚。
B. 耶 稣责备家
稣责备家 乡 人不信（ 2424-30 ）：耶稣告诉他家乡的众人
）：
说，旧约很多先知在他本乡是不被接纳的，因为他们不信
本地的先知，耶稣就用列王记时代以利亞和以利沙先知的
例子（参考王上
王上 17：1-7，王下
王下 5：1-5），责备他们因不
信本地的先知，所以，神就在外邦人的身上施行神迹。会
堂的人，听了耶稣这样的责备，不但不反省自己没有得福
是因为不信，反而恼怒耶稣说祝福会临到外邦人当中。他
们将耶稣赶出城，因为城是建在山上，他们推挤耶稣到山
崖，要将耶稣推下去杀害他，但耶稣却旁若无人地从他们
中间直接走过去，离开他们，没有人能拦阻，耶稣果然在
他们当中行了一件神迹。
讨论问题

3 ：耶稣
：耶稣 家 乡 的人为
的人为 何不接纳
何不接纳 耶 稣 ，而要将
，而要 将 他置于死地

呢？（
呢？（观察应用题）

v.31-37

耶稣做了两件事：1. 叫邪灵住口，不要作声，2. 用权柄和
能力吩咐污鬼出来，污鬼将那人摔倒在地上，就从他身上
出来了，没有害他。众人的回应是惊讶，耶稣有权柄和能
力将污鬼赶出来。
耶稣在灵界有属灵的权柄，我们赶鬼，不是靠我们的能力，
乃是要秉持在耶稣里的信心，奉耶稣的名赶除污鬼邪灵。
讨论问题 4： 污鬼见到耶
污鬼见到耶稣
稣有何反应
有何反应，耶稣
，耶稣如何赶出污鬼邪灵？
（观察应用题）
讨论问题 5： 耶稣的名是大有权
的名是大有权柄和能力，我们
柄和能力，我们如何操练满
如何操练满有能
练满有能
力的服事呢？（应
力的服事呢？（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祢！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成祢救赎
世人的计划，医治，赶鬼，传天国的福音。耶稣满有能力的服事激
励我们，祢加给我们信心，持守在祢里面，必带来美好的服事来彰
显祢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
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03/02
03/09

路加福音 5 ：1-16
路加福音 6：2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