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59課： 豈不知你們是幸福嗎？ 

(路加福音十:13 - 24) 

 

13 「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啊，你有禍

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

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 

14 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

容易受呢! 

15 迦百農啊，你已經升到天上，將來必推下陰

間。」 



16 又對門徒說：「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棄絕

你們的就是棄絕我；棄絕我的就是棄絕那差我

來的。」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說：「主啊！因

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

像閃電一樣。 

19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

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20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

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21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說：「父



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

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

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22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

人知道子是誰；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

有人知道父是誰。」 

23 耶穌轉身暗暗地對門徒說：「看見你們所看見

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24 我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們

所看的，卻沒有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

有聽見。」 

 

 



    當我的媳婦因難產而死亡的不幸消息傳到我家姐的一

位朋友時， 他感到非常疑惑， 就寫信給我家姐說： 

      「你弟弟是一個牧師， 為什麼在他身上竟會發生如

此不幸的事！ 如果神是仁慈的， 公平的， 慈愛的， 為

什麼竟容讓這樣的不幸發生在他的家庭。 事實上， 像

他媳婦這樣的去世， 八萬個產婦中只有一個， 機率是

非常低， 何竟偏偏選中她呢？ 我之所以不是一個基督

徒， 就是這問題困擾我， 信仰一個宗教， 當然是祈盼

上帝會保佑和祝福， 但基督教的上帝却非如此， 又怎

會叫人相信祂呢？」 

    但什麼叫做「祝福」呢？ 是否一個風平浪靜， 無風

無浪的人生才是幸福呢？ 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 

● 5歲時母親便自殺身亡， 弟妹也失散。 

● 因父親工作的關係， 我和家姐都在孤兒院長

大。 

● 我太太及我自己也先後患過癌病； 也經歷過非

常難辛的治療。 



● 太太懷孕時， 染上德國疹， 胎兒受影響機會

很大， 在整個懷孕的過程充滿憂慮和恐懼。 

● 媳婦生產時死亡， 剩下兩個小孩子。 

    從人的角度看， 我的一生並非如意幸福， 但從神的

角度看， 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 當人人以為富

足才是幸福條

件， 

但耶穌却說： 

「貧窮的人有福

了！」 

 

路加 

六：20 

● 當人人以為大

魚大肉， 盆滿

缽滿的有福

了， 

但耶穌却說： 

「飢餓的人有福

了。」 

路加 

六：21 

● 當人人以為歡

娛人生才是福

氣， 

但耶穌却說： 

「哀哭的人有福

了！」 

路加 

六：21 

● 當人人以為名

響天下， 人人

但耶穌却說： 

「為耶穌的名被

路加 

六：22 



稱許的人才是

有福， 

人恨惡， 拒絕， 

辱罵的人有福

了！」 

 

    何解？ 因為我們不是顧念那些可見的金錢， 名譽， 

地位， 享受， 這都是暫時的， 我們乃是顧念所不見

的， 是內心的平安， 永生的盼望， 因為這才是永恆

的， 就是因為如此， 保羅說： 

「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 

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致喪命的；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 

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 

                                  （哥林多後書六：9-10） 

 

    就讓我們詳細看路加十：13-24 這段聖經， 認識一個

真正的幸福的人生是怎樣的。 



 

 

（一）幸福人生 - 不是看出身 （v.13-16) 

 

 

13 「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啊，你有禍

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

羅、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

改了。 

14 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

還容易受呢! 

15 迦百農啊，你已經升到天上，將來必推下陰

間。」 



16 又對門徒說：「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棄

絕你們的就是棄絕我；棄絕我的就是棄絕那

差我來的。」 

 

 

1. 首先， 我們要看看這段聖經的背景： 

 

● 這是耶穌差遣72個信徒去傳道之後所發生

的， 所以耶穌講這段話一定是與傳福音

有關的。 我們知道， 當我們傳福音時， 

一定有人會抗拒， 輕看和不理會我們所

傳的福音， 這會帶給我們很大的挫敗

感！ 

 

● 再看這段聖經， 發覺有不少鮮明的對比: 

 

v.13-16 對比昔日推羅， 這是指



西頓與現在的哥

拉汎， 伯賽大和

迦百農 

出身背

景的問

題。 

v.17-20 對比門徒經歷到

趕鬼的權柄和他

們的名記錄在天

上。 耶穌說：

「不要為鬼服了

你們就歡喜， 要

因你們的名記錄

在天上歡喜。」 

這是指

權柄的

問題。 

v.21-24 對比所謂的聰明

通達人與嬰孩。 

這是指

智慧的

問題。 

 

我可以說， 從這比對中， 我們可以看到幸福

人生， 不在乎人的出身背景， 或是他所 擁有

的權柄， 也不在乎他的智慧。 



 

● 第三個背景：這段聖經不但與昔日舊

約， 及耶穌的時代有關， 更是與將

來的審判有關， 我們可以這樣說， 

路加是提到三個時段： 

 

★ 舊約時段 

★ 耶穌來的時段 

★ 將來末日審判的時段 

 

2. 哥拉汎， 伯賽大， 迦百農， 究竟是什麼地方

呢？ 它們同是加利利的城鎮。 哥拉汎此城不

詳， 大概是迦百農以北三公里之地。 伯賽大

乃是位在加利利東岸的一個小鎮， 而迦百農

也是在加利利附近， 也正是耶穌經常出入的

地方， 這三處地方有一共同點， 都是猶太人

當時聚居的地方， 這些城鎮正好是代表了神

的子民， 他們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從他們

的聚居看， 他們是神所揀選的子民， 擁有神



所頒佈的誡命， 是幸福的一族。 但當福音傳

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即拒絕接受耶穌， 以為

他們的出身， 背景已經足夠叫他們上天堂

了！ 但耶穌却對他們說：「你們有禍了！」

「你們是大錯特錯了！」 

 

v.13-15 

v.13「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啊，你有

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

羅、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

了。 v.14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

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  v.15 迦百農啊，你

已經升到天上，將來必推下陰間。」 

    在舊約中， 「西頓」的猶太人聚居之地， 

因敬拜外邦的神祗而遭先知詛咒（以賽亞23：

1-16）。 迦百農也是一樣， 以西結書28：2， 



先知指出迦百農的猶太人心中驕傲不接受先知

的話， 以致被詛咒。 

 

    耶穌警告說， 如今哥拉汎， 伯賽大， 迦百

農正好代表所有的猶太人， 他們以為憑著他

們的出身背景， 一定可以上天堂。 非也， 相

反的， 他們會下在陰間。 何解？ 因為他們不

信耶穌， 他們所受的比舊約的推羅和西頓更

甚， 因為在那時， 只是先知在他們中間， 如

今是神的兒子在他們中間， 行神蹟， 叫他們

認識耶穌就是真正的彌賽亞， 但他們却拒絕

祂， 可以說他們所受的比舊約時代的推羅和

西頓更甚！ 

3.     其實， 不少人視一個人的出身， 背景， 家

世是幸福之根源。 如果你是李嘉誠後人， 億

萬富翁， 一出世就叫風得風， 叫雨得雨， 怎

會不幸福？ 亦有人以為你生下來容貌俊美， 

又有好的環境長大， 接受良好教育， 又怎會



不幸福呢？ 

相反來說， 你若出生於戰亂之家， 朝夕不

保， 父母離異， 家境清貧， 連受教育的機會

也沒有， 又怎會幸福呢？ 所以， 出身， 背景

及家庭就斷定我們一生之幸福。 當耶穌說：

「迦百農啊！ 你已經升到天上」， 意思是指

那些猶太人， 以為他們的背景是神的選民， 

可直上天堂， 正如新譯本把這一節譯作：

「迦百農啊， 難道你會被高舉到天上嗎？」 

其實， 他們會落在陰間， 因為他們漠視了耶

穌的救恩， 正如昔日以賽亞先知所說：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舉我的寶座， 在上帝眾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

處。」 

                             （以賽亞書十四：13-15） 



 

    昔日先知以賽亞警告以色列人， 同樣耶穌

也警告我們。 就是那些於基督教家庭長大

的， 自持背景好， 因而拒絕福音， 這就真是

大禍了！ 

 

v.16告訴我們， 什麼人才幸福？  

 

「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棄絕你們的就是棄

絕我。」耶穌不但對昔日72門徒這樣說， 也

是對我們每一個傳福音說：拒絕耶穌才是真正

的大禍！ 

 

 

（二）幸福人生 - 不是看「權柄  (v.17-20)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說：「主啊！



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

落，像閃電一樣。 

19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

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20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

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1.     當門徒短宣回來， 他們歡喜， 希臘文是 

Meta Charas, 這是因為他們看到耶穌給他們的

權柄，「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不過他們自

知這並非他們自己身懷如此神力， 而是來自

主耶穌的， 是「因祢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



們。」 

 

    事實上， 傳福音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所以

耶穌講了一番非常奇怪的話來： 

          「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 

                 像閃電一樣。」 

 

 「從天上墜落」，也是引自以賽亞書14章。  

正如v.15「迦百農啊，你已經升到天上，將

來必推下陰間。」耶穌引用此段聖經來講述

迦百農的景況。 以賽亞14章12節「明亮之

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

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是描述巴比

倫的沒落， 但耶穌却在此形容是撒但的敗

落， 這是撒但在末世敗落的預演。 在昆蘭文

獻中， 也有此類詞句出現， 形容撒但在末世

時之敗落。 事實上， 傳福音就是一場屬靈的



爭戰， 所以不是靠勢力， 不是靠智慧， 乃

是靠神的能力才得勝利。 

2.     跟著耶穌在v.19又講了一句有趣的話：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

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

們。」 

 

● 首先， 這經文明顯是引自申命記八：15

「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那裏有

火蛇、蠍子、乾旱無水之地。他曾為你

使水從堅硬的磐石中流出來」。 那兒也

提到「蛇和蠍子」， 而申命記是描述神

在矌野如何照顧以色列人。 

 

● 其次， 這段經文也是引自詩篇91：13

「你要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踐踏少

壯獅子和大蛇。」 

而詩篇91篇和申命記8章都正是耶穌在矌



野受試探時所引用的經文。 

 

耶穌受試探， 祂的權柄勝過撒但， 同樣 

， 今日我們傳福音中， 也同樣有權柄勝過撒

但， 這是神的照顧， 叫我們不受傷害。 若

不是准許， 我們一根頭髮也不丟下。 

 

3.     但耶穌却又警告我們， 「然而，不要因鬼

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

歡喜。」v.20 

 

    「權柄」「能力」「神蹟」是非常吸引人

的， 擁有如此的權柄， 可以叫你聲名大燥，

財源廣進， 天下無敵， 你會很快成為人人歌

頌的偉人， 眾人心目中的明星。 但耶穌却說 

「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

記錄在天上歡喜。」 



 

    換言之， 我們的名字能記錄在生命冊上， 

成為神的兒女， 得此救恩， 這才是幸福的

人， 不是什麼權柄， 莫說是屬世的權柄， 

甚至屬靈的權柄， 也不是值得歡喜的東西， 

唯有得著基督的救恩， 才是幸福之源！ 

     

 

（三）幸福人生 - 不是智慧  (v.21-24) 

 

21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說：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

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

來。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22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

有人知道子是誰；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



的，沒有人知道父是誰。」 

23 耶穌轉身暗暗地對門徒說：「看見你們所看

見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24 我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

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

卻沒有聽見。」 

 

 

1. 「正當那時」是指在72個門徒回來的時候， 

也表示此語與上述72個門徒傳福音之一事上

有關。 

 

    傳福音， 當然有信有不信。  信的， 耶穌

稱他們為「嬰孩」， 不信的耶穌稱為「聰明



通達人」， 我們詳細看看這兩類人。 

2. 首先， 看看那些所謂「聰明通達人」，在以

賽亞書， 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詞語 ， 如2

9：14 

 

    「所以，我在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們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滅， 

聰明人的聰明，必然隱藏。」 

 

誰是「聰明通達人」？ 路加說明他們就是那

些自以為聰明， 有智慧， 憑著自己的智慧去

找人生意義， 找神， 找幸福人生， 正如路

加 

一：46-55， 馬利亞的歌頌中有名句：「尊貴

人必被降卑， 但卑微的人却要升高。 神不是

用人的智慧找， 而是靠神的話去找。」 所

以， 人幸福與否， 不再乎人的智慧， 智



商。 嬰孩就是那些願意謙卑來到主的面前， 

神就樂意祝福他們。 

 

3. 什麼人才可以得真智慧？ v.22-24 

 

v.22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

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除了子和子所願意

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是誰。」v.23 耶穌轉

身暗暗地對門徒說：「看見你們所看見的，

那眼睛就有福了。 v.24 我告訴你們，從前

有許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

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 

 

這裏有2個重要的真理： 

● 神的啟示 - 除了神自已的啟示， 沒有人



可以知道及認識神， 用人的智慧去認識

神， 就好像一隻蟻用牠的智慧去認識人

一樣， 因為牠是屬不同的世界， 人若要

認識神， 就只能夠神向我們在聖經的啟

示。 

● 人要見與聽 - 耶穌道成肉身， 以致門徒

是 

看到了， 也聽到了。 昔日的先知君王都

看不到， 聽不到， 唯有他們見到耶穌後

才會體驗！ 

● 現代人看不到， 聽不明， 就是「不信」

的表現！ 就如以賽亞書六：9-10說：

「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

看見，卻不曉得。要使這百姓心蒙脂

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



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

便得醫治。 

」問題的癥結， 就在此： 

         「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 

 

    今日我們得聞福音， 又蒙聖靈感動， 叫我

們相信主的福音， 這是至大的幸福了！ 

 

 

 

默想： 

 

1. 你是否一個幸福的人？ 為什麼你會有如此的體驗？ 

 

2. 你的出身， 背景， 與你對自已有何價值， 是否有很

密切的關係？ 

 

3. 出身， 權柄和智慧是否幸福的入門？ 你又怎樣看透

這幾個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