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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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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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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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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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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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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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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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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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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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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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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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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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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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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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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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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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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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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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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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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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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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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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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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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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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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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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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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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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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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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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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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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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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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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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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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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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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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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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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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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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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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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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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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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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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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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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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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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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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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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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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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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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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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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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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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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4

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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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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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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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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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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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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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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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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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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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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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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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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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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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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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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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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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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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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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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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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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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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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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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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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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2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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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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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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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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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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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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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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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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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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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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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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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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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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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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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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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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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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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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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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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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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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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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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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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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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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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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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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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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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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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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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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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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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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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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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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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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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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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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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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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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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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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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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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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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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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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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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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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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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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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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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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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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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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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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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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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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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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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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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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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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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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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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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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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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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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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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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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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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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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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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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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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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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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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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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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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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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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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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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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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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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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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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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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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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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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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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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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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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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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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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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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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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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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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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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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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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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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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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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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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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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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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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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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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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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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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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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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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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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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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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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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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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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5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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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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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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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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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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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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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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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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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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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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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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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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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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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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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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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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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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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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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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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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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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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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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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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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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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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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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4

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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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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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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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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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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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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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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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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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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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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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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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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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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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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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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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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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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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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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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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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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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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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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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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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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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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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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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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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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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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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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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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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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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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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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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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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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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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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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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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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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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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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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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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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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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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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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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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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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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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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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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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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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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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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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2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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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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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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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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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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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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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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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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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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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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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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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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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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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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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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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3

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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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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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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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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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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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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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5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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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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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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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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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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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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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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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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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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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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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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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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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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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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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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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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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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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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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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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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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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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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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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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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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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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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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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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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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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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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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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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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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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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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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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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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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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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3

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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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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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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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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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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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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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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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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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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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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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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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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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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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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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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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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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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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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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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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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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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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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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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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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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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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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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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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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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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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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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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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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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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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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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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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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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5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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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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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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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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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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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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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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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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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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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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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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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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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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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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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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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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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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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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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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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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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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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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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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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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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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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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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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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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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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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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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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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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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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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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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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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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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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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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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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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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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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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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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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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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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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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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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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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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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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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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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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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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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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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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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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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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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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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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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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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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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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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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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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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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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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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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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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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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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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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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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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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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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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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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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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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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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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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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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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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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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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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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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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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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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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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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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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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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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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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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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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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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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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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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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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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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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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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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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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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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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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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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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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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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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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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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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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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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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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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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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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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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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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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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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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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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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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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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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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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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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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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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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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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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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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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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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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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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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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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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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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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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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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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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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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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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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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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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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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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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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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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2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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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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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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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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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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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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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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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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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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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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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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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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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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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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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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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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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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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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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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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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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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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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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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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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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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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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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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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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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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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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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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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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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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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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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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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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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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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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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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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分 
 (路加福音 10:17-24)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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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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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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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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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何等有福，讓我們同心禱告。今天這一段經文乃是耶穌差遣 70
位門徒外出傳道，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也有能力能醫治各樣疾病，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後與耶穌的一段對話。盼望對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和教會都更加蒙福。 
 
一、屬靈爭戰得勝的福氣 

 
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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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是從上面來的，是神所賜的福。神第一次說賜福給人是甚麼時候? 
 
  最早的賜福應許是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 1:27-28)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3)   
 
  人類敗壞後，神用洪水除滅那不敬虔的人，之後，挪亞因著信神所指示他的，蒙神賜給他
和他的兒子的福分。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創 9:1)   
 
  挪亞的子孫又敗壞了，建巴別塔，要傳揚他們的名。神又興起信祂的亞伯拉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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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神因亞伯拉罕的緣故，賜福給他的妻子撒拉。撒拉就生一個應許之子，將來必有君王從撒
拉而出。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
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6)   
 
  世上萬國都因亞伯拉罕蒙福，因為亞伯拉罕聽了神的話。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 18: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
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主耶穌基督。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
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   
 
1. 因耶穌的名 
 
    主耶穌的名，大有能力，那被耶穌差遣出去傳道的門徒們，因著主的名，他們很驚奇這名
的能力，居然連污鬼也服了他們。於是他們大大的歡喜。「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7) 
 
    主的門徒們知道福音廣傳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口才、知識和策略，乃是因為耶穌的
名。這名乃是超呼萬名之上的名。基督不但是教會的頭，基督也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將來世
上的國都要成為主基督的國，並且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願頌讚歸主名! 
  
2. 鬼服了耶穌 
 

耶穌擊敗了撒但的權勢，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8-20)魔鬼在耶穌面前站立不
住。(太 8:29) 將來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帖後 2:8) 不但鬼服了耶
穌，神也能讓撒但踐踏在信徒的腳下。(羅 16:20) 
 
3. 耶穌鼓勵門徒 
 
  耶穌鼓勵門徒，堅固門徒的心，耶穌告訴他們四件事實: 
 
(1) 撒但已經被擊敗，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2) 門徒們已經得著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3) 門徒們已經得著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 
(4) 斷沒有甚麼能害屬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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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趕鬼還不止是趕出那些附在非基督徒身上的鬼，趕鬼也是趕出那壓制基督徒的鬼。聖
法蘭西斯得到這個能力，有一次聖法蘭西斯正在坡提用庫喇修道院禱告，他藉著神的啟示，
看見全修道院都陷在魔鬼的千軍萬馬的包圍中。但是魔鬼卻不能進去，因為修士們都追求成
聖，任何邪惡都不敢到他們跟前。仇敵正在等候機會的時候，有一位修士因為前幾天曾與另
一位修士吵過架，心中正在想辦法控告那人，以洩心中之氣。他既然在考慮這個惡念，魔鬼
就看出這是一個可趁虛而入的機會，於是就進了修道院，坐在他的肩頭上。滿有慈愛的聖法
蘭西斯隨時都注意羊群的光景。他既然看見狼已進入羊圈，要吞吃小羊，就將那修士叫來，
吩咐他立刻將心中對鄰舍所懷的惱恨苦毒吐露出來。 

 
    那修士知道聖法蘭西斯看透了他的心意，心中非長害怕，便將所懷的惡毒之念完全供了出
來，並且認罪，悔改，謙謙卑卑地求憐恤。罪得赦免，魔鬼便當著聖法蘭西斯立刻離開他
了。大衛犯罪後，詩篇 32:1-2 節如此記載，「他說: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 4:7-8)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我們的主是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這
是何等的福分! 
 
二、 因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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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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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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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所賜的福並沒有停在這裏，乃是愈來愈蒙福。從地上暫時的福伸展到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1. 更歡喜的理由 
 
    門徒們為了鬼服了他們而歡喜，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名被記錄在天
上是更該歡喜的。這也有四個理由: 
 
(1) 趕鬼治病雖然好，但是鬼還會再來攻擊，病好後仍然會再生病。 
(2) 奉主的名治病趕鬼的人也可能是主不認他們的人。 (太 7:21-23) 
(3) 賣主的猶大也有過能力，但是他最後走進自己選擇的黑暗中。  
(4) 沒有比名記錄在天上更重要的事，神在基督裏賜給人永遠的福分。(弗 1:3) 

 
2. 顯明父旨意 
 
    天父藉著愛子耶穌讓人知道父是誰? 若不經過子，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認識父不是
因為我們聰明，乃是因為我們受聖靈感動，除非我們有謙卑單純的靈，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父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讓人可已經歷的，也是可最完美的。 
 
    傳福音報好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們的名不但記錄在天上。那些聽見福音而信主的
人，他們的名也記錄在天上。一個靈魂歸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歡喜，何況神的眾子一個也
不失落，那是更大的歡喜。神早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我們，讓我們靠著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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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以回到父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名記錄在天上很重要，「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名字刻在十二城牆的根基上。「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   
 
    我們要做一個得勝者，得勝者必須在基督的得勝裏，如此將來有一個隱藏的新名刻在白石
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
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名
記錄在天上的人有福了。 
 
  感謝主，我們的名都記錄在天上，是記在羔羊的冊上。有一首詩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阿們!  
 
    名記在天上是有福的，不但現今蒙福，也是世代蒙福。馬利亞蒙了大福，她的親戚，施洗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稱她為有福。「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
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42-45)   
 
    馬利亞自己也是知道她是蒙福的。「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我們要為神所作的奇事稱謝祂。 
 
三、屬天眼光開啟的福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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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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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也得到天上永恆的福分外，神進一步讓我
們屬天的眼得以開啟，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
受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讓我們一同思想這福分是怎樣的福分呢? 
 
1. 超過舊約的先知 
 
   很多人給兒子取名叫但以理，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但以理是等候神的人，他遠遠的看見
未來的彌賽亞，他因著信等候神的救恩，他是有福的。「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我們的信是藉著那些親眼看見主耶穌基
督的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更有福。   
 
2. 超過從前的君王 
 
    最蒙福的君王是大衛，大衛為神的名不顧性命，凡事求問神，犯罪後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
改。「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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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
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
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1-35)   
 
    大衛憑著信心，盼望未來的復活。但我們今天有主活在我們中心。聖靈內住，永不離開。
聖靈見證這位復活的主住在我們心中，永不離開。這是更大的福分。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
知足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有福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
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凡事给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记記念主耶稣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天父的命令是要人盡
心、盡性、盡力來愛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路 11:28)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多馬看見復活的主時說,我的主，我的神。主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我們不再是被罪惡捆綁的受害者，我們乃是在基督裏的得勝者。我們不再僅僅為生活而在
地上忙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不再是短暫的世間客旅，我們乃是永恆之君天父的兒
女。 

 
8. 天國八福以虛心起首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認定自己在神豐盛的產業中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無益的，除非人
在靈裏是貧窮的，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知的，就無法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求主讓我們彼此提醒，願神祝福大家。 
 

jamessun.net N03101 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