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课

一个母亲在和她的小儿子谈话。

“妈妈，当耶稣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你在那里住啊？”

“哦，宝贝，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耶稣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出生
了——将近两千年前吧。”

“哇，我以为你小时候耶稣还活着呢，因为你总是在谈论祂。”

每天常常谈论耶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很明显，我们心里
越多地被某件事情所占据，我们就会越多地谈论它。

在这一节课，我们将学习耶稣的童年、他的工作、他当时给世界带
来的影响以及直到现在仍然产生的影响。祂是有史以来教导团契的最
伟大的教师，紧紧地跟随祂，能够使我们活得更加像祂。

效法耶稣和  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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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将学习……

耶稣的童年
耶稣与祂所在的团契的关系
服侍有需要的人
顺服权柄
耶稣的影响

本课将帮助你……

·说明耶稣通过什么方式彰显团契的精神。
·清楚耶稣从祂那个时代开始直到现在，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渴望象耶稣那样参与到自己所在的团契之中。

耶稣从小就参与自己所在的团契的各种活动。祂的父母是犹太
人，遵守犹太人的各种宗教礼仪。路加福音2:21告诉我们，耶稣出生
刚一周，耶稣的父母给祂行割礼，并且给祂起名字。通过这件事情，他
们遵守了旧约律法的教导。对于犹太人团契来说，割礼是很重要的传
统习俗，这是以色列人在肉体上留下一个与上帝立约的印记（参出埃及
记17:9-14）。对于耶稣的父母来说，他们遵守旧约教导的做法是正确
的。

把耶稣奉献给上帝的那一天，是耶稣的父亲约瑟和母亲马利亚欢
喜快乐的一天。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耶路撒冷，给耶稣行奉献礼，
将祂献给上帝。你可以从利未记12:6-8中得知这个仪式的由来。当他

耶稣的童年
目标1.  说明耶稣在童年时代参与团契的各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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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按照摩西的律法，耶稣的父母奉献了两只斑鸠
或雏鸽（路加福音2:22-24）。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祂的父母按照虔
诚犹太人的做法去行并认同他们的团契。

在耶稣被奉献的那一天，有一个名叫西面的老人，一直在等候上
帝差派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路加福音2:27记载说，“他受了圣灵的感
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
理”。他祝福耶稣，说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外邦人的光。他也预言了耶
稣的事工。

还有一个名叫亚拿的妇女进入圣殿，她赞美和称颂上帝，因为祂
差派这个婴孩带领人们进入自由，显明通向自由的道路。人们看见耶稣
所表现出来的喜乐，证实了上帝的旨意得以成就。上帝喜悦这种行为，
就是遵循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的做法。

约瑟和马利亚只是上帝所拣选的普通人，做耶稣肉身的父母。关
于耶稣童年的记述不是很多。显然耶稣是在一个很普通的环境中长大
的，但是圣经记载了耶稣12岁那年发生的事情。那时，耶稣全家长途跋
涉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节日。

路加福音2:41-51记载了耶稣在圣殿所做的事情。逾越节结束以
后，耶稣的家人与同村人一起回家，他们走了一天之后，突然意识到耶
稣没有和他们在一起。马利亚和约瑟苦苦地找寻耶稣，很焦急，也很疲
倦，当他们最后终于找到了耶稣，他们仍旧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掉队。
耶稣解释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作“岂不知我应当
在我父的家里吗”）？”（路加福音2:49）耶稣即使在小的时候，仍然意
识到自己对于祂的团契和整个世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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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与祂的父母一起回到了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路加福音
2:51）。耶稣顺服在父母的权柄之下——这位造物主竟然顺服在一小
部分被造物之下，这的确太惊人了！路加福音这一章的52节是我们明白
耶稣与祂所在的团契之间关系的钥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
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耶稣的成长是多方面的，包括身体、灵性
以及为人处事的智慧，祂在上帝和人眼中都越来越蒙恩，因为祂与上帝
连在一起，也与团契连在一起。

1．	当耶稣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祂被带到圣殿，是因为：
	 a.	 祂与其他的犹太男孩不一样。
	 b.	 祂与其他的犹太男孩一样，要奉献给上帝。

2.	 	约瑟和马利亚每年都要带着耶稣去耶路撒冷，因为：
	 a.	 这是犹太人的习俗，要在那里过逾越节。
	 b.	 他们喜欢在那里拜访他们的朋友。

3.		 圣经的记载表明，耶稣小时候：
	 a.	 祂所在的团契非常接纳祂。
	 b.	 祂与所在的团契格格不入。

4.		 我们知道，耶稣：
	 a.	从来不允许别人对祂发号施令。	
	 b.	顺服那些对祂有权病的人。

请检查你的答案。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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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开始祂的事工的时候大约30岁。在三年的事工中，祂一直不
停地参与到团契之中，与他人来往。

耶稣与祂的12个门徒有最亲密的关系，祂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
他们。在耶稣服侍的三年中，祂和门徒一直生活在亲密的团契关系之
中。他们甚至共用一个囊袋，一起支付各种开销（参约翰福音12:6），他
们过着真正的团契生活。

除了门徒之外，耶稣还与其它的团契有生命的连接，马利亚、马大
和拉撒路都是祂的好朋友。有一次，耶稣曾差派大约70个人去附近的
村镇，为祂到那些村镇提前做好准备。圣经也在其它许多地方谈到了
有很多爱祂的人，并且与耶稣有团契关系。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耶稣是从自己的家乡加利利开始公开服侍的。祂
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医治各样病症，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耳聋的、
被魔鬼压制的、以及有各种疾病的人，都得到了彻底的医治。“他看见
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马太福音9:36）。

有好几次，耶稣告诉那些已经得了医治的麻风病人，让他们把身
体给祭司查看，并且按照律法献上当献的礼物。祂说，“莫想我来要废
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5:17）。

耶稣与祂所在团契的关系
服侍有需要的人
目标2. 举出耶稣生活中的一些事件，表明 参与到了自己的团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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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耶稣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交往，并且关心人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祂与母亲和门徒们参加了加利利迦拿的一个婚礼，在婚礼进
行过程中，祂关心人们的需要，就是婚礼没有酒了，因此祂施行了一个
神迹，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难处（参约翰福音2:1-11）。马太福音9:9-11
记载了耶稣与税吏和罪人坐在一起吃饭。有一次，耶稣与法利赛人坐在
一起（参路加福音7:36；11:37）。约翰福音也记载了耶稣在井旁与一
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参约翰福音4:1-30）。

耶稣自己用以下的话语，表明了祂的事工到底是什么（参赛亚书61:1-2）：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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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上
帝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8-19）。

耶稣曾两次使几千人吃饱（参马太福音14章和15章）。祂关心生活
在地上的每个人的需要，祂怜悯那些生活在贫穷中的人们。在马太福
音25:31-40，耶稣讲到最后的审判，我们通过耶稣的话语看到，当你帮
助贫穷人、探望病人和那些在监狱中的人们的时候，“这些事你们既作
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如果你没有这样
做，你就没有做在祂的身上，也就是没有服侍祂。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来了，就是为要成全律法，祂给祂的
子民、给所有跟从他的人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祂的目的不是要强迫我
们遵行一系列的律法规条，乃是把祂属灵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思意念
里。祂的受死和复活成就了这个救恩。耶稣服侍的榜样对你的生活有
影响吗？你与祂有亲密相交的关系吗？向祂祷告，恳求祂掌管你的生
命，祂必帮助你服侍你所在的团契，正如祂以前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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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圈选正确的陈述。
	 a.	 耶稣仅仅在祂的家乡拿撒勒服侍人们。
	 b.	 耶稣服侍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
	 c.	 耶稣遵守祂所在团契的各种律法。
	 d.	 耶稣不与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交往。
	 e.	 当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是做在基督的身上了。

6.		 请说出三种耶稣彰显团契精神的方式。

尽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祂仍然顺服祂所在团契的权柄，尊
重那些对祂有权柄的官长。例如，我们在马太福音17:24-27中看到，祂
顺服收圣殿税的人，缴纳圣殿税。“顺服”的意思就是“交托”或“服
从”。请注意，耶稣并不认为自己必须要缴纳这个圣殿税，我们之所以
知道这一点，是透过祂与门徒彼得的谈话。但是祂不想绊倒别人，祂让
彼得去钓鱼，就能在鱼口中得到足够的钱，支付祂和彼得的圣殿税。

而在另外一次场合，由于当那个习俗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耶稣并
没有接受这个习俗。在圣殿中，那些兑换银钱的人正在圣殿的外院做

顺服权柄
目标3. 耶稣顺服那些对有权柄的人，请说出一个实例。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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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圣殿的外院就是允许外邦人进入圣殿之后可以站立的地方（参
马太福音21:12）。这是外邦人唯一可以在圣殿里祷告和敬拜上帝的地
方。但是如果圣殿的外院里充满银钱交易的声音，人们怎能祷告呢？人
们肯定无法专心祷告上帝，而且，那些兑换银钱的人也以暴利讹诈贫穷
人，因为他们以很高的汇率把各国的钱币兑换成圣殿使用的钱币。这些
兑换银钱的人拦阻了那些真诚寻求上帝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的
行为违背了以赛亚书56:7的话语，“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在这
种情形下，耶稣更关注的是天父的旨意必须得以成就，因此祂公开反抗
人的习俗，因为祂需要顺服一个更高的权柄（参使徒行传5:29）。

耶稣是彰显了团契精神的完美榜样。祂没有允许人的习俗超越上
帝的旨意。

7．	圈选正确的陈述。
	 a.		尽管耶稣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缴纳圣殿税，但是祂仍然这样做	
	 	 了，因为祂不想绊倒别人。
	 b.	 耶稣与税吏在一起吃饭，因为祂爱他们，愿意赦免他们的罪孽。
	 c.	 耶稣把圣殿中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去，因为他们不缴税。
	 d.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通常祂不需要顺服祂所在团契的	
	 	 权柄。

8.		 耶稣顺服那些对祂有权柄的人，请说出一个这样的例子。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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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基督真理会带来自由，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
音8:31-32），“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
8:36）。基督的真理能够把人从迷信和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能够在
他们的里面生发脱离罪恶的渴望和能力。

耶稣的事工仍然在影响着现今的世界。首先，耶稣将妇女的地位
提升到一个被尊重的新高度。耶稣非常尊重自己的母亲，甚至当祂被
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祂仍然在牵挂着自己的母亲。祂对母亲说，“母
亲，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参约翰福音19:26-
27）从此之后，约翰就把马利亚接到自己的家中，代替耶稣尽好儿子的
本分。

路加福音7:36-39记载了一件事情。一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用油
膏耶稣的脚，尽管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并没有拒绝她。耶稣
反而赦免了她的罪，并且改变了她的生命，还夸奖了这个女人对祂的服
侍。还有一次在撒玛利亚，祂服侍了一个被人排斥的女人，结果她的生
命得以更新。现在，基督的福音在很多地方广泛传播，那些地方的妇
女就得到更多的关爱、敬重和尊荣。

耶稣的生活和服侍已经大大地影响了整个世界，想一想现在西方
世界的纪年体系吧，年代的计算方法以基督前（英文是BC，即公元前）
和基督后（英文是AD，即公元后）。

耶稣的影响
目标4.  明白耶稣影响人以及人所在团契的种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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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确定了一周是七天，并且这也是由上帝开始的。在上帝创造这
个世界的时候，祂在第七天就安息了，吩咐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作为休
息的一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这休息的一天也发生了改变，因为
祂在一周的第一天从死里复活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接受星期天作为
休息的一天，并且去敬拜上帝。

世界上那些享有最高生活水准的国家或地区，都是福音可以自由
传播的地方。我们现代的法律体系也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激励
众人刻苦工作、奋发向上的动力，很多都是基于圣经的教导。

很多相信圣经话语的基督徒最热心的事之一就是教导人们识字，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自己读圣经了。也正是宣教士们为
许多语言首先创造了文字。宣教士们也在许多国家创办了学校，这样男
孩和女孩就可以上学读书，这些学校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
祝福。

基督教对现代人以及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教捆绑
人，而真正的基督真理使人得释放。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以后，
祂所教导的真理并没有死去，你就是祂的事工的延伸——因为对于这
个世界来说，你就代表着基督耶稣。当你彰显出真正的基督徒团契精
神，这个世界就变得更加美好。在下一课，我们将探讨如何在你所生活
的团契中来扩展基督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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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会与现在完全不同，	
	 请说出两点。

10.	 阐明基督的真理对于现今世界的妇女所产生的影响，请说出两点。

11.	 简单叙述一下基督的真理如何改变了你个人的生命，请说出至少一点。

6．	可能会有很多回答。一些可能的答案罗列如下：祂与门徒一起使用金钱；祂与罪	
	 人一起吃饭；祂医治生病的人；祂使几千人吃饱；祂参与庆贺各种喜乐的事情，如	
	 婚礼等。

1．	b.		 祂与其他的犹太男孩一样，要奉献给上帝。

7.	 a.	 正确。

	 b.	 正确。

	 c.	 错误。

	 d.	 错误。

2.	 a.	 这是犹太人的习俗，要在那里过逾越节。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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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耶稣缴纳圣殿税。

3.	 a.	祂所在的团契非常接纳祂。

9.	 你自己回答。可以是本课提到的方面，也可以是其它方面。你是否明白，若是耶	
	 稣没有来，你所处的世界将是何等不同？你是否因为祂曾来过而欢喜快乐呢？

4.	 b.	顺服那些对祂有权病的人。

10.	 一些可能的回答是：在那些福音传播的地区，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更加被人尊	
	 重，得到更大的尊荣。她们从罪恶和迷信之中得到释放；她们得到更多接受教育	
	 的机会。

5.	 a.	 错误。

	 b.	 正确。

	 c.	 正确。

	 d.	 错误。

	 e.	 正确。

11.	 你自己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