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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歡樂」 

 
 

路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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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	
    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	
    在祂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	
    各城各地方去。」       (路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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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醫治那城裡的病人，對他	
    們說：『　神的國臨近你們	
    了。』 」                     (路1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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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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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	
    ，說：『主啊！因祢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路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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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	
    歡樂，說：『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向	
    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	
    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祢的	
    美意本是如此。』」        (路10:21)	
	

歡樂──高興得要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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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	
    歡樂，說：『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向	
    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	
    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祢的	
    美意 本是如此。』」       (路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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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	
    歡樂，說：『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向	
    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	
    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祢的	
    美意本是如此。』」        (路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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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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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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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百農阿，你已經升到天上	
    ，將來必推下陰間。」         	
                                          (路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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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	
    歡樂，說：『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向	
    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 	
    就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祢	
    的美意本是如此。』」    (路10:21)	
	

嬰孩──幼童 (軟弱無能，必須倚靠父
母)	

門徒如嬰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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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課程	
1. 認識神國 (I)	
2. 認識神國 (II)	
	

3. 認識耶穌	
4. 見習──「給他們吃」	
	

5. 背十架跟隨主	
6. 十架與榮耀	

聽

信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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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	
    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	
    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	
    收祂的莊稼。』」       (路10:2)	
	
	

祂 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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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去罷！我差你們出去，	
    如同羊羔進入狼羣。」         	
                                           (路10:3)	
	
	

祂 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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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帶錢囊，不要帶口袋，	
    不要帶鞋……」       (路10:4-8)	
	
	
	

祂 供 應	



16	

「…人若不接待你們，你們就	
    到街上去，說：『就是你們	
    城裡的塵土，粘在我們的腳	
    上，我們也當着你們擦去…	
    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所受	
    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路10:10-12)	
	
	
	

祂 供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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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	
    歡樂，說：『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向	
    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	
    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祢的	
    美意本是如此。』」       (路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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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Great Thou Art (Additional verse)	
	

When burdens press, and seem beyond 
endurance, 	

Bowed down with grief, to Him I lift my face, 	
And then in love He brings me sweet assurance	

‘My child! For thee  sufficient is my grace.’	
	

Chorus: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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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頭重擔，似乎不能再忍受，	
悲哀垂頭，向祂我再仰臉；	

祂在愛中，帶來甜蜜的確據：	
“我兒！我的恩典足夠你用。”	

副歌：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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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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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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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神美意  	
I. 神國向嬰孩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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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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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路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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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	
     我的，和子所願意指示的。	
     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	
     ，除了子，沒有人知道父是	
     誰。」                  (路10:22) (另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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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	
     我的，和子所願意指示的。	
     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	
     ，除了子，沒有人知道父是	
     誰。」                  (路10:22) (另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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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	
    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	
    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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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1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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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20 (Tue)     AM730



2010/7/22  (Thu)   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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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我們的主阿，祢的名	
    在全地何其美！祢將祢的榮	
    耀彰顯於天。祢因敵人的緣	
    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	
    的，閉口無言。」      (詩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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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	
    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	
    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	
    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                            (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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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神美意  	
II.  父與子的權柄能力交付
在衪名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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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	
     我的，和子所願意指示的。	
     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	
     ，除了子，沒有人知道父是	
     誰。 」          	
                                    (路10:22) (另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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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	
    歡樂，說：『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向	
    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	
    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祢的	
    美意本是如此。』」        (路10:21)	
	

感謝祢─homologia (和你說同樣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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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約5:1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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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神美意  	
III.  父與子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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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 就	
    歡樂，說：『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向	
    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	
    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祢的	
    美意本是如此。』」        (路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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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
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
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
以信你差了我來。 」              	

(約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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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	
     『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	
     睛就有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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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10: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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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神美意  	
  I.  神國向嬰孩顯明	
 II.  父與子的權柄能力交付在  	
       衪名下的人	
III.  父與子大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