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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耶稣知道神的计划吗？ 
     …祂是神的儿子 

木匠的店门口挂了一个“营业中”的招牌。这店是家庭
式的，由一位父亲和当学徒的儿子所经营，信用很好，有
口皆碑，因为木匠父子对顾客选定的样式，都做得很吻合、
很确实。 

这位学徒尤其显得很特别、很有前途。唯一的限制是，
祂年纪还小。祂所行的尽都正直，但是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使这学徒如此出众的原因是祂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工作里。
当其他人都被罪吸引时，木匠的儿子仍然因着内在所趋
使，决心行事正直。 

这段叙述能勾划出基督小时候的情形吗？我的确是
在写祂，因为有关基督幼年的记载很少。我们只知道祂的
童年是真实的。 

基督降世为人之后，屈服于肉身的限制。祂还是婴孩
时，处境很危险，以至于父母必须带着祂逃走，保护祂的
安全。虽然祂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希律王还是可能杀了祂。
基督既然身为神的儿子，当然知道永恒的计划。但是成为
人的样式，祂选择了分享人的一切、学习人的经验，并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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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祷告与神沟通。 

 

当我们研读基督的一生时，会学到更多神的计划和怎
样遵行神的计划。 

本课中你将学习到... 

  基督从限制中学习 
  基督从成长中学习 
  基督从祷告中学习 
  基督从经历中学习 

本课将帮助你... 

 说明基督如何知道神对祂的计划并加以实行。 
 说出你能在哪些方面遵行基督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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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从限制中学习                                     

目标 1. 认识基督从祂受到限制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基督对于限制变得很熟悉，因为创造的神(约翰福音
1：3 )将基督限制在祂所创造的肉身当中。神有意地限
制祂属天的智慧、悟性和能力，让基督藉着经验来学习。 

基督顺从父母，学到了孩童时期的限制和挫折。祂的
童年很平凡，无须加以推测。在祂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对
训练感到很熟悉了。即使是祂长大了，限制仍然只是逐渐
减少，并未消失。 

基督本有与父完全同等的地位，但是祂选择受到限
制，存心顺服(腓力比书 2：6-8 )。祂不按自己的意思行，
而是按神的意思行事(约翰福音 5;19,30 )。祂从经验中知
道：人遭受着许多的压力，人本性所希望的可能是这样，
但是神旨意所希望的可能是那样。 

基督受试探时，或许感到自己肉身的本质逐渐虚弱，
但是祂知道，必定不能把石头变成面包(路加福音 4：1-4 )，
这位生命的创造者所见证的是何等的经历啊！ 

习题 

1 基督故意限制自己，使自己能够分享我们_______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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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a) 罪 
b) 失败 
c) 人性 

 基督从成长中学习 

目标 2. 从圣经对基督童年的记载中，找出神旨意的结
论。 

基督的智慧和悟性都不断增长，对于这点，圣经有好
几处特别的记载。 

路加福音 2：40 描写基督早期的成长。很显然，神的
恩典必定与祂同在，因为圣经说祂满有智慧。但是，直到
基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时才行神迹(约翰福音 2：11 )。 

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被父母带到圣殿去过逾越节(路
加福音 2：41-42 )。在犹太人的文化中，耶稣当时正好到
了在宗教方面将被视为成人的年纪，但是祂仍然必须顺从
父母。 

这时候，耶稣或许正面临着一个我们成长过程中也会
经历到的试验.：一个人要在什么时候设定他一生的方向，
并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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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一生中属灵的辨识力或神的意识必定不断地
在成长，说不定超越祂的年龄。很明显的是：这在基督的
生活中产生了紧张状态，祂发现自己被吸引，想逗留在圣
殿里，但是仍然顺服在祂父母的带领之下(路加福音 2：
43-51 )。 

习题 

2 请阅读路加福音 2：41-51，耶稣当时的行为显示出祂： 

a) 能够自己做决定，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权柄高过祂。 
b) 受到父母亲权柄的限制，但是仍然能够全然地服事

神。 
c) 不需要遵照父母亲的意思和引导。 

有趣的是我们在路加福音 2：40 读到：基督满有智慧，
而在路加福音 2：52 说祂的智慧增长。由此看来，即使智
慧是一种恩赐，也和人生长和成熟的阶段有关。基督还是
孩童时，所充满的智慧在祂心里，甚至是属灵的成长过程
中，也需要跟着一起发展。 

其实，基督当时知道了一些神对祂的计划和旨意，当
祂渐渐明白自己的身份，就发现了自己在圣殿里的正确位
置。然而，神对祂的旨意也包括马利亚和约瑟、以及他们
多年来的训练和教导。基督十二岁的时候，还无法看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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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而是对于祂所知道的，仍以十二岁的年龄来反应。事
实是：并非神还没有完成对基督的训练，也不是基督尚未
做好传福音的准备。 

正如我们逐渐长大，明白事理，基督也是如此成长的。
祂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服事，只是渐渐才明白。 

习题 

3 路加福音 2：39-52，从圣经对耶稣幼年的记载中，我们
能找出有关神旨意的哪些结论？请选出正确答案。 
a) 一个知道神对他旨意如何的人，仍然需要逐渐地明

白。 
b) 人无法既遵行神的旨意又顺服于环境的限制。 
c) 神对于祂的旨意所赐下的智慧和成长无关。 

 

 基督从祷告中学习 

目标 3.描述你从祷告中和基督所学到类似的功课。 

基督不但是在成长中学习，并且也在祷告中学习。祷
告是祂与父连接的方式，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然而，圣
经丝毫没有提到基督年轻(三十岁)以前的祷告习惯。但是
从祂三年的传道事工中的祷告生活来看，祂显然早就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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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习惯。基督从祷告中学到哪些神的计划呢？ 

操练 

基督甘心接受祷告的操练。祷告不是一种简单的操
练；它很少受到肉体情欲的支持。事实上，因着在圣灵里
受痛苦所得到的属灵胜利，常常都要在肉身上付出代价。
我们的肉体会尽量避免这种挣扎。 

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经验 能显示出这个原则。
我们看到基督顺服于天父不变的旨意的过程中，已经顾不
了自己的属灵洞察力，说道：“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
叫这杯离开我”(马太福音 26：39 )。这呼喊是发自一个知
道神道路的人。在这紧张而又痛苦的状态中祷告，基督的
肉身几乎匮乏，所流的汗甚至像大血点一般(路加福音 22：
44 )。 

习题 

4 马太福音 26：40-41，门徒们无法祷告是因为他们 

a) 不知道该如何祷告。 
b) 当时没有祷告的渴望。 
c) 顺服在肉体的软弱下。 

人的肉体始终是追求舒适，不会引导人去祷告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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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基督虽然完全具有人的本质，但是祂深知这道理，并
没有沾染因亚当的罪所带来的咒诅。 

 

 

倚靠 

基督也学习如何在祷告中倚靠神。每次祂服事有新的
方向之前，都会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祷告。拣选十二个门徒
之前，祂祷告了一整夜。虽然没有那段祷告词的记载，然
而我们看到第二天祂满有信心地呼召十二位祂所拣选的
门徒来跟从祂(路加福音 6：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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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以听到基督即将受苦被钉死之前的祷告词(约
翰福音 17 章)，其中有祂个人和天父的关系。祂的祷告是
如此的实际、个人化，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天父就在那儿和
祂说话一般。基督向天父提到祂们彼此的关系，以及祂如
何相信父所赐给祂的人，这是全然倚靠神的祷告。 

有效的沟通 

基督也学到祷告是和神 有功效、 有能力的沟通方
式。当祂祷告的时候，事情便发生。耶稣在河里受洗，正
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在祂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路加
福音 3：21-22 )。 

当门徒无法将邪灵从一个被鬼附的男孩身上赶出去
的时候，耶稣责骂他们没有祷告(马可福音 9：19，2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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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得胜源于祷告，祂的能力验证了祂的祷告。 

基督使拉撒路复活时也祷告(约翰福音 11：38-44 )，
祂经常藉着祷告寻求天父的引导和能力。祂知道祷告是和
神沟通 有效、 有能力的方法。 

习题 

5 我们读到基督从祷告中学习到的三件事，想想你从祷告
中所学到的，并在笔记本中写下以下各方面你曾有过的
经历、或是有待学习的功课，简短加以叙述。 

a) 操练 
b) 倚靠 
c) 有效的沟通 

 

 基督从经历中学习 

目标 4. 选出基督从经历中学习的叙述。 

基督从经历中学习。当人经历某件事之后，所得到的
知识，必定和他只是知道而完全没有经历过的情形不同。 

神圣洁的特色就是分别出来。神的儿子基督降世并非
加入罪人中间，而是加入人。祂的目标是要分享人的经验，
同时仍保有祂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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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藉着成为人的经历，能学习到哪些祂原本不知道
的呢？ 

胜过试探 

基督从受试探的经历中有所学习。试探并非基督必须
遵守的。那是基督能感受到的一股力量，一股除了使基督
犯罪之外，什么事都能做的力量。让我们跟随基督到旷野，
看看祂在那儿受试探的经历(路加福音 4：1-13)。 

圣灵领基督到旷野，四十天之久没有吃东西，其间面
对从撒但来的各种试探。当基督面临所记载的三种试探
时，他又饿又累，身体非常虚弱，感受到人的极限。当时
祂受引诱去做的行为中，有些并非完全不对，尤其是将石
头变成面包。 

全世界对永恒的一切盼望，都基于基督是否能够明白
而且遵行天父的旨意，不顾饥饿，精疲力竭或是任何其它
状况。这种冲突就是试探的经历。 

试比较基督的得胜和其他人的失败。以扫出外打猎回
来，抵档不住雅各煮红豆汤香味的引诱(创世记 25：
27-34)；以色列人才在旷野呆了一些时日，就宁可回去埃
及去吃几餐想吃的食物(出埃及记 16-：1-3)。 

耶稣从经历中学习，知道了人身体、心灵的脆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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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神话语的能力足以对抗试探。祂体恤人的软弱，但自
己却不犯罪(希伯来书 4：15 )。 

习题 

6 基督受试探的经验告诉我们： 

a) 当我们无法胜过软弱的时候，试探就来临。 
b) 我们所遇的试探，基督并没有实际面对过。 
c) 我们可以靠神的话胜过试探。 
d) 即使我们软弱或困倦，仍然有可能胜过试探。 

顺服 

基督藉着祂受苦的经历学习顺服。人子在天上的乐园
里应该要顺服天父，但是人子在世上的顺服又是另一回
事。人子的顺服是：当世上一切力量都与祂敌对，一切堕
落的受造物的所有能力都与祂敌对，并撒但的一切势力都
与祂敌对时，依然顺服神。 

这种顺服是从受苦中学到的(希伯来书 5：8 )，没有
其它方法。我们认为基督必须成为人的样式，像我们一样
地学习，一样顺服，并没有曲解圣经的意思。 

对神（全能者）来说，反对算什么呢？对生命本身，
死亡算什么呢？对医治者耶和华来说，痛苦算什么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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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源头来说，缺乏算什么呢？谁能测度从海里舀起的
一杯水对海有什么作用？ 

但是对基督而言，道成肉身──祂成为人的样式──是
经历限制，是祂学习像人一样顺服神旨意的方式。 

习题 

7 基督经从受苦的经历学习到顺服，因为祂： 

a) 事先对受苦或痛苦一无所知。 
b) 按神的旨意成为人，而不是天上的神子。 
c) 成为人的样式之前，不是服在神底下。 

8 我们已经读过基督学习并遵行神对祂的计划的某些方
式。请读下列各叙述，并在你的笔记本里写出：你在自己
的生活里如何能遵行基督的榜样，回答下面的句子。 

a) 基督在祂身为人的经历所具有的一些限制中全然地
行出神的旨意。在我经历中的这些限制中，我能如何
行出神的旨意？ 

b) 基督通过祷告操练得知神的旨意。我如何通过祷告
操练得知神的旨意？ 

c) 虽然有试探、饥饿、疲倦、痛楚、苦难，基督依然
遵行神的旨意。虽然有试探、饥饿、疲倦、痛楚、苦
难，我如何能遵行神的旨意？ 



 

 131

基督降世之前是神的儿子，知道一切事物，但是当基
督回到天家，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代表
时，祂所知道的和先前并不相同。 

这是何等的激励，何等的榜样啊！基督已在我们前头
行，祂知道并遵行神对祂的计划，祂是得胜的！ 

核对你的答案 

5 你自己的答案。你有没有从基督的祷告生活中，看到一些
可以应用的原则，帮助你明白并遵行神的计划？ 

1 c) 人性 

6 c) 我们可以靠神的话胜过试探。 

d) 即使我们软弱或困倦，仍然有可能胜过试探。 

2 b) 受到父母亲权柄的限制，但是仍然能够全然地服事神。 

7 b) 按神的旨意成为人，而不是天上的神子。 

3 a) 一个知道神对他旨意如何的人，仍然需要逐渐地明白。 

8 你自己的答案。希望你能从中看出一些方法。使你也能够
在生活中效法基督的榜样。 

4 c) 顺服在肉体的软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