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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之路加福音：概論，1-4章

2015年8月16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聖經的益處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
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CBCWLA 新約讀經班的要求

 1.每次上課之前讀完五章聖經

 2.參加隨堂測驗

 3.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四福音的比較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写作时间 A.D. 60~70 A.D. 50 A.D. 60~65 A.D. 85~95

对象 犹太人 罗马人 外邦人 所有人

主题 耶稣是君王 耶稣是神仆 耶稣是人子 耶稣是神子

象征 狮 牛 人 鹰

分类 对观福音（符类福音） 补充福音

事工地点 加利利/耶路撒冷 犹太/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主題經文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路加福音的作者

 這本福音書本身並未指明作者是誰, 然歷代
教會一致公認路加是本書的作者。

 古教父愛任紐 Irenaeus (A.D. 120-192),革
利免Clement of Alexander (A.D. 150-
217), 俄利根 Origen (A.D.185-254) 等人
均說路加是本書的作者。

 路加並非著名人士, 若不是他寫的, 託他之
名也不會增加本書的價值。



 經學家相信第三本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的作
者是同一人, 因使徒行傳的作者是路加, 故
第三本福音書的作者也是路加。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是寫給同一人, 兩本書
寫作的風格和文辭也相同 。

 使徒行傳有幾段用 “我們” ( “we” sections, 
16:10-17, 20:5-21:18, 27:1-28:16), 是親歷
其事的人用第一人稱敘述, 一般相信這人就
是保羅的同工路加。

 路加搜集了耶穌的事蹟 (路1:1-3), 加上保羅
的教導, 寫成路加福音。



 保羅稱路加為 “所親愛的醫生路加” (西
4:14) ,故知他的職業為醫生, 是保羅親愛的
同工 。

 保羅離世之前被關在監牢中, 許多人都離開
他,  “獨有路加在我這裡” (提後4:11) , 故知
他是一位忠實的同工。

 路加是外邦人，传统认为他是安提阿人。
Lukas 是Lucanus (羅馬名)的簡稱。

 因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兩本書, 許多人認
為路加是第一位教會歷史學家。

新約聖經中的路加



寫作時間和地點
 一般聖經學者公認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參考了馬

可福音又添加了其它資料寫成，所以路加福音比
馬可福音要晚，而馬可福音大概成書于主後50-
60年間。

 又根據路加所寫兩本書序言來看，路加福音完成
於使徒行傳之前，而使徒行傳只寫到保羅到羅馬
上訴為止，應該在保羅殉道(約主後67-68年間)之
前成書。因此，可靠的推斷是本書大約於主後
60-65年間寫成。

 關於成書地點，有很多推測，但無定論，眾解經
家一般接受本書應當不是在猶太地而是在外邦地
所寫。



寫作對象和主題

 對象: 最初的對象是 “提阿非羅大人” (路1:1, 徒1:1), 一位外
邦人。因為路加福音的希臘文優美, 敘述清晰, 廣受當時受
希臘文化影響者的歡迎。路加福音最終的對象是萬國萬民。

 主題: 人子耶穌是同情世人的救主。耶穌基督是神子，也
是人子，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書中記載他的
事跡處處流露出屬人的特性，比如說到他饑餓，疲倦，傷
痛，他嘗盡了作人的滋味，也從沒有利用自己神的能力來
滿足自己肉體的需求，所以耶穌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來
2:18, 4:15)。他雖為人子，但與世人不同的是，他沒有犯
罪 (來4:15)。他具有最完美的人性，全然滿足神對人的一
切要求，達到了神對人最高的心意。他以人子救主的身份
來到世上，就是要那些墮落失喪的人尋回，並要拯救他們，
達到符合神心意的地步。



主題經文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19:10)”

 人子不僅僅是強調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
而且也是彌賽亞的一個稱號。

 先知但以理「人子的預言」：我在夜間的
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
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權
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
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
去，他的國必不敗壞。（但7:13-14）



路加福音的特色

 最長的福音書: 在27本新約書卷中, 路加福音是篇幅
最長的一本。

 讚美的福音書: 五首有關基督降生的詩歌, 僅見於路
加福音:

Ave Maria 福哉馬利亞 1:42-45

Magnificat 尊主頌 1:46-55

Benedictus 以色列頌 1:68-79

Gloria in Excelsis 榮耀頌 2:14

Nunc Dimittis 釋放曲 2:29-32



 禱告的福音書:  強調耶穌的禱告生活。並多次記載了
耶穌關於禱告的教導和比喻。

 靠聖靈行事的福音書: 本書特別註重聖靈的工作。例
如施浸約翰在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滿(1:15)；天使告訴
馬利亞“聖靈要臨到妳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
妳”(1:35)；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1:41)；他父親撒
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了(1:67)；聖靈在西面身上，啟示
他，感动他(2:25-27)；耶穌被聖靈充滿；聖靈引導耶
穌到曠野受試探(3:22,4:1)；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
(4:14)。

 恩惠的福音書:  多提 “救恩”及 “赦罪”方面的事。

 文筆優美的福音書:  專家認為本書為希臘文學的傑作，
是全部新約聖經中最標準，最純粹，最流利，最優美
的希臘文。



 註重歷史細節的福音書：路加本來的職業是醫生，以嚴謹的治
學態度，經過縝密客觀的考察核實，編寫了這部新約中最完整
最全面的耶穌生平記錄。本書不但註重記錄事實，更提供了事
件發生的年代，日期，人物的名字和年齡等細節。許多人認為
路加是第一位教會歷史學家。

 最有人情味的福音書：從人子的角度，表達出耶穌是同情世人
的救主。本書記載耶穌自己出身貧窮，也記載耶穌的使命就是
把福音傳給貧窮人，教導人要顧念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
瞎眼的，也特別記載了當時社會地位極其卑微的婦女的事跡，
還多次描述對兒童以及社會低層人物的關心。

 是普世性的福音書：路加福音多次強調耶稣基督帶來的救恩是
爲全人類預備的。在聖誕夜天使向牧羊人報佳音時說“我報給你
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二10)；三6；聖靈感動西面說
“因爲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二30-32)；路
加福音記載的耶稣的家譜特別追隨到了全人類的始祖亞當(三38)；
本書還多處記載了耶稣接納，顧念，憐憫甚至稱贊外邦人(四25-
27,七9,十30-37,十七16-19)；主最後吩咐門徒將福音傳到萬邦
(廿四47)。



 施洗約翰的來歷（1:5-25,57-80）

 聖誕的報導: 五首有關基督降生的詩歌，天使加百
列報信，野地裡的牧人, 耶穌臥在馬槽等聖誕故事
(1:26-38， 2:1-20)

 基督的童年:  只有路加記載了一件耶穌童年的事
蹟 (2:41-52)

 叫拿因城寡婦之子復活 (7:11-17)

 有罪婦人在西門家中以香膏膏主 (7:36-51)

 好撒瑪利亞人 (10:25-37)

 馬大與馬利亞 (10:38-42)

 無知的財主 (12:16-21)

路加福音獨有的記載



 浪子回頭 (15:11-32)

 不義的管家 (16:1-12)

 財主和拉撒路 (16:19-31)

 十個長大痲瘋的 (17:11-19)

 懇切祈禱的寡婦 (18:1-8)

 法利賽人和稅吏的禱告 (18:9-14)

 撒該 (19:1-10)

 耶穌為釘他的人禱告 (23:34)

 十字架上悔改的強盜 (23:39-43)

 以馬忤斯路上兩門徒 (24:13-34)

路加福音獨有的記載



路加福音的大綱

 1.   人子耶穌的降生與童年 (1-2章)

 2.   人子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 (3:1-9:17)

 3.   彼得確認人子耶穌為基督(9:18-50)

 4.   人子耶穌上耶路撒冷 (9:51-19:27) *

 5.   人子耶穌的最後一週, 受難與復活

(19:28-24:53)

* 路加福音以11章的篇幅敘述這個旅途的經過



人子耶穌的降生與童年 (1-2章)：
1章

 1：1-4 序言

提阿非羅的意思是“神的朋友，被神所愛的人或愛神
的人”。 大人是尊稱，表明受信人具有很高的社會地
位，推測提阿非羅可能是一位羅馬貴族或高級官員，
對基督教信仰很感興趣，願意深入學習。所以路加
著作此書，使其“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基
督信仰的基礎是建立在千真萬確的事實上。



 1：5-25 预言施浸约翰降生

在聖殿中當班事奉，有許多的祭司，但卻
只有一個聖殿，所以他們是按班次名冊來
服事的（代上二十四1～6）。祭司們分成
二十四班，亞比雅班是第八班（代上二十
四10）。



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的義：撒迦利亞和
以利沙伯都是祭司後裔，聖經特別說他
們“在神面前都是義人”，這並不是指
他們完全沒有罪，靠自己的行為可以在
神面前稱義，而是說他們嚴格遵守了律
法的誡命和禮儀，“沒有可指摘的”僅
是指完全遵守律法的條文和禮儀，並不
是指各方面都無可指摘。



 在聖殿裏至聖所和聖所之間有一金香壇，祭司的
職責之一是確保香壇上的香日夜燃燒，並要在早
祭前和晚祭後換上新香。而同一班次有許多祭司，
需要以掣簽來決定誰可以進去。當時共有一萬多
名祭司，掣中簽進殿燒香的機會一生至多只有一
次，所以是一個獨特而光榮的特權。

 所以，當撒迦利亞燒香的時候，是他一生中最重
要的一刻。他與其它祭司一起進入聖所；但其他
祭司必須退出，只留下他一個人在裏面；預備好
了之後，他就把香獻上。敬拜之人在外院等候，
直到燒香的祭司盡完他的職責。





 1: 26-38 预言耶稣降生

比较马利亚的疑问和撒迦利亚的不信

 1: 39-45 马利亚拜访以利沙伯

 1:46-56 马利亚之歌，尊主颂(Magnificat) 

 1: 57-66 约翰的出生与命名

 1: 67-80  撒迦利亚颂（Benedictus）



 在先知以賽亞的預言中，說到了將有大光
照耀黑暗中的百姓和住在死蔭之地的人 ，
將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賽9:2,6）。在撒
迦利亞的頌歌中，引用了以賽亞的預言，
說明他的兒子約翰將要行在主前，預備主
的道路。而主將如大光，照耀黑暗中的人。
耶穌就是那位主（路2:11），是為我們而
生的嬰孩。



第二章：耶穌的降生，嬰孩和童年

 二 1～7：耶稣降生伯利恒

 該撒亞古士督，」另譯『奧古斯都西澤』(Augustus 

Caesar)，他是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于主前30年至主
後14年統治羅馬帝國。

 據猶太史學家約瑟夫考證，當時每隔十四年須報名上冊
一次。居裏扭則曾經兩度作敘利亞巡撫，頭一次是在主
前六年至四年，第二次則在主後六至九年，恰巧他每次
作敘利亞巡撫時，都遇到報名上冊的事，故這裏說『頭
一次』。

 主耶稣降生之年，被人推算錯誤，以致目前舉世公用的
紀元，至少算遲了四至六年。故祂實際降生之年，與史
實相符。



伯利恆、以法他啊，
你在猶大諸城中為
小，將來必有一位
從你那裡出來，在
以色列中為我作掌
權的；他的根源從
亙古，從太初就有。
（彌迦書5:2）



馬槽 Manger
馬利亞生了頭胎的兒子, 用布包起來, 放在馬槽裏. (路加2:7)



 二 8～20：天使報喜訊給野地牧羊人

 二 21～40：婴孩时期的耶稣

21：受割礼

22～24：圣殿献圣婴

25～32：西面颂（Nunc Dimittis）

特别强调神的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

33～35：西面的预言



 二36～38：亚拿的感恩

 二39～40：返回拿撒勒

 二41～52：孩童耶稣在圣殿中

 這是整本聖經中唯一記載關於耶穌童年的事情，非常寶貴。

 耶穌說：“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麽？”或作“豈不知
我應當在我父的家裏嗎？”

 這是聖經裏記載的耶穌說的第一句話，就在祂以成人的身
份第一次守逾越節的時候，耶穌已經清楚地覺悟到了他和
神之间特殊的關系，原來他是神的兒子。但這沒有使祂輕
看他在世上的父母。他隨他們回家，順從他們，以至忠至
誠來盡為人子的本份。



人子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 (3:1-
9:17)：第三章

 三1～20：施浸约翰的职事
施浸約翰的教訓：四福音中唯有路加福音記錄了施
浸约翰對實際生活的教訓，強調靠著外面的浸並不
能逃避神的忿怒，而必須以實際生活和行為的改變，
靠著結出果子來顯明內心的悔改。

施浸約翰忠於自己的職責：為主預備百姓，把人引
向真正的彌賽亞



詩1:4, 惡人並不是這
樣，乃像糠秕，被
風吹散。

祂手裏拿著簸箕，要揚凈
祂的場。（路3：17a）



 三 21～22：耶稣受浸

 三 23～38：耶稣家谱

 路加福音記載的耶穌家譜與馬太福音中的家譜有所不同。
除了從亞伯拉罕到大衛之間，二者的記載完全相同外，
其他部分則有相當大的出入。

 解釋之一是路加福音的家譜是沿著馬利亞一支。本書記
載“約瑟是希裏的兒子”，而實際上約瑟是雅各的兒子
（太1;16)，希裏是馬利亞的父親，也就是約瑟的嶽父。
所以聖經學者普遍認為馬太福音的家譜記述的是約瑟的
路線，而路加福音記載的是馬利亞的路線。

 同時，馬太福音記載的家譜只追溯到猶太人的祖宗亞伯
拉罕，而路加福音記載的家譜則一直追溯到全人類的始
祖亞當，表明耶穌基督的福音是神給全人類的的禮物。



神 God

亞當 Adam

亞伯拉罕 Abraham

大衛 David

所羅門 Solomon拿單 Nathan

雅各 Jacob希里 Heli

耶穌 Jesus

..
..

... ...

馬太福音家譜的起點

路加福音家譜的起點

約瑟 Joseph



人子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 (3:1-
9:17)：第四章

 四1～13：耶稣受试探

 耶稣三次都用神的話勝過魔鬼的試探：

 4：经上记着说， 申八3 ；

 8：经上记着说， 申六13 ；

 12：经上说， 申六16 。



 四14～30：耶稣在拿撒勒讲道，被家乡人
所厌弃

 按照律法，猶太人每五十年有一次『禧年』，在這一年奴
隸得自由，債務一筆勾消，而祖傳的產業要歸還給原業主
的後人(利廿五8-55)。

 主說完沒有先知在自己的家鄉被人悅納，接著舉了舊約中
神救助外邦人的兩個實例，重點是說，過去以色列人拒絕
了為神傳救贖和恩典信息的先知，神就差他們轉向外邦人。

 四31～41：耶稣医病

31～37：医治被污鬼所附的人

38～39：医治彼得的岳母

40～41：许多人得医治

 四42～44：巡回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