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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 路加福音

11:14-26

(pp. 1582-1583)



14耶穌趕出一個叫人啞巴的鬼,鬼出去了
,啞巴就說出話來.眾人都稀奇, 15內中卻
有人說：「他是靠著鬼王別西卜趕鬼。
」 16 又有人試探耶穌，向他求從天上來
的神蹟。17 他曉得他們的意念，便對他
們說：「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
；凡一家自相紛爭，就必敗落。 18 若撒
旦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因為
你們說我是靠著別西卜趕鬼。 19 我若靠
著別西卜趕鬼, 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
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



20 我若靠著神的能力趕鬼，這就是神的國
臨到你們了. 21 壯士披掛整齊看守自己的
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 22但有一個比
他更壯的來, 勝過他, 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
甲兵器, 又分了他的贓. 23 不與我相合的,
就是敵我的; 不同我收聚的, 就是分散的.
24 汙鬼離了人身, 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
尋求安歇之處, 既尋不著, 便說: ‘我要回到
我所出來的屋裡去.’ 25 到了, 就看見裡面
打掃乾淨,修飾好了, 26便去另帶了七個比
自己更惡的鬼來, 都進去住在那裡. 那人末
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





家訊

• 1/31 (Fri), Zion & West

• 2/3 (Mon), 7:30pm 讀書會

• “保羅的禱告” [呼求復興]

• 2/9 (Sun), 9:15am 浸禮

• 2/13 (Thurs), 10am 福音講座 (姊妹會)

• 2/15 (Sat) 5:30pm 中國新年

• "你正追尋甚麼樣的人生?"黃姊妹

• 2/21, 22 (Fri & Sat) 遠志明佈道會

Today, 1:30pm 會員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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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d Kingdom Falls” 

“自相紛爭, 就必敗落”

(Luke 路加福音 11:14-26)

伍牧師



 Every kingdom divided against itself is laid 
waste (vv. 14-19).

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upon you (vv. 
20-22).

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divide people (vv. 
23-26).

神的國要分別萬民.



自相紛爭, 就必敗落

January 26, 2014



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s 

United We Stand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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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1:13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
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
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

Luke 11:13 If you then, who are evil, know 
how to give good gifts to your children, how 
much more will the heavenly Father give the 

Holy Spirit to those who ask him!" E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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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 路加福音 11:14-17 (Mt.12:25)

14 耶穌趕出一個叫人啞巴的鬼，鬼出
去了，啞巴就說出話來。眾人都稀奇，
15 內中卻有人說：「他是靠著鬼王別
西卜趕鬼。」 16 又有人試探耶穌，
向他求從天上來的神蹟。
17 他曉得他們的意念，便對他們說：
「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凡
一家自相紛爭，就必敗落。

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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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11:18-19

18 若撒旦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
站得住呢？因為你們說我是靠著
別西卜趕鬼。 19 我若靠著別西卜
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
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

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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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2: 22 當下，有人將一
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人
帶到耶穌那裡，耶穌就醫治
他，甚至那啞吧又能說話，
又能看見。23 眾人都驚奇，

說：

這不是大衛的子孫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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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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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11:20-22 (Mt.12:29) 

20 我若靠著神的能力趕鬼，這
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21 壯士披掛整齊看守自己的住
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 22 

但有一個比他更壯的來，勝過他，
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

分了他的贓。



Jesus’ Three Arguments

1. Accusation Is Illogical

控告是不合邏輯

2. Charges Are Self-Incriminating

指告是自證其罪

3. Accusation Is Admission of Jesus’ 
Power: Being Stronger than Satan

承認: 耶穌比撒旦更有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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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10:9 要醫治那城
裡的病人，對他們說：神的

國臨近你們了。

路加福音 Luke 10:18 耶穌對他們
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

落，像閃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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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國要分別萬民.



Take a Stand For or Against Jesus

路加福音Luke 11:23     

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
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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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國要分別萬民



以弗所書 Eph.4: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
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

的恩賜賞給人。

馬太福音 Matthew 10:35-36

35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
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

婦與婆婆生疏。
36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

的人。 11



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Who will serve the King?
Who will be His helpers, 
other lives to bring,
Who will leave the world’s side? 
Who will face the foe?

誰順從主耶穌, 誰尊主為王
誰與主勞苦, 領人出死亡?
誰願意離世俗? 誰與惡抗拒?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Who for Him will go?

By Thy call of mercy, 

by Thy grace divine,

We are on the Lord’s side – Savior, 

we are Thine

誰順從主耶穌? 誰肯為主去?

蒙救主呼召我, 因主恩無比,

我願順從耶穌,主啊,我屬祢。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0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誰順從主耶穌”



#30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1/4

誰順從主耶穌?誰尊主為王?

誰與主同勞苦?領人出死亡?

誰願意離世俗?誰與惡抗拒?

誰順從主耶穌?  誰肯為主去?

蒙救主呼召我,  因主恩無比

我願順從耶穌, 主啊我屬你



#30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2/4

並非要得榮耀 , 並非要冠冕

我才入主軍中, 願奉主差遣

乃因主所贖者, 皆為主所愛

凡被主所召者,  必順其元帥

主慈愛激勵我,  因主恩無比

我願順從耶穌 , 主啊我屬你



#30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3/4

主耶穌救贖我, 並非用金銀

乃是用祂寶血, 贖我作主民

主既將我釋放, 使我心受感

來到恩主面前 , 恩賜就充滿

主受死我得生 , 因主恩無比

我願順從耶穌 , 主啊我屬你



#301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4/4

我既蒙主召選, 為軍在敵前

當奮勇而盡忠 , 隨主旗爭戰

既隨從我君王, 心何能冷淡

要努力建大工,  一時不怠慢

主領我作聖工,  因主恩無比

我願順從耶穌,  主啊我屬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