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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 主題 Theme：「耶穌基督是世人的救主」
•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路 2:10-11）
2. 作者 Author：醫生路加（一個外邦人）
• 所親愛的醫生路加，和底馬問你們安。（西 4:14）
• （眾人都離開我）…獨有路加在我這裡。（提後 4:11）
3. 特色 Characteristics
a) 為世人預備救恩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
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 2:10-11）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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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30-32）
b) 人子耶穌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 19:10）



人子 Son of Man: 彌賽亞的稱呼 A Messianic Titl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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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聖靈的作為


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淡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滿了。（路
1:1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
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路 1:35）
d) 福音乃是大喜的信息


你必歡喜快樂；有許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樂。（路 1:14）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路 1:46-47）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
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 2:10-11）

e) 禱告的重要性


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楊出去…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路 5:15-16）



耶穌自己禱告的時候，門徒也同他在那裏。（路 9:18）



耶穌帶著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路 9:28）



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路 11:1）

4. 金句 Key Ve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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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路 19:10：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For the Son of Man has come to seek
and to save that which was lost.
b) 路 9:23：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 And He was saying to them all, “If anyone wishes to come after Me, he
must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5. 分段 Main Sections
a) 耶穌的起源，1-3 章
b) 耶穌在加利利，4:1-9:50
c) 耶穌去耶路撒冷，9:51-19:27
d)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路加福音與神蹟
• Fact #1：路加福音以神蹟為全書的開場白。
• Fact #2：路加福音記載了 20 幾個耶穌所行的神蹟。
• Fact #3：信耶穌就必須信神蹟，不信神蹟就不能信耶穌。
有神蹟的人生 Life with Miracle
1. 你的祈禱被聽見 Your prayer has been heard
a. 神垂聽禱告，他知道你的需要。你的需要和神的旨意並不互相排斥，當你禱告「願
主旨意成就！」的時候，並不代表你必須犧牲自己的需要。相反地，你的需要往往
是在神的旨意中得到最大的滿足：
i. 神垂聽禱告：「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路
1:13a
ii. 你的需要 ：「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約
翰。」路 1:13b
iii. 在神的旨意中得著最大的滿足：「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
面…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路 1:17
2. 除掉我在人間的羞恥 Taking away my disgrace among the people
a. 「主在眷顧我的日子，這樣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間的羞恥除掉。」 路 1:25
b. 以利沙伯的羞恥：在以利沙伯的時代，她的不孕代表三方面的羞恥：
i. 不孕代表隱藏的過犯，因此而不蒙祝福，得不到兒女之福。
ii. 不孕代表失敗的人生，對當時的已婚婦女而言，這是人生最大的失敗。
iii. 不孕代表社會的排斥，被自己的親友、以及那些有兒女的婦女所排斥。
人間的羞恥 Disgrace in Life
過犯 Iniquity

基督裡的恩典 Grace in Christ
潔淨 Cleansing

失敗 Failure

滿足 Fulfillment

排斥 Rejection

接納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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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歷到神的大能與祝福 Experiencing God’s power and blessings
a. 天使說：「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
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路 1:37-38
b. 天使稱馬利亞為「蒙大恩的女子」，告訴她神在她身上的旨意。馬利亞順服神，自
稱是神的使女，因此而經歷到神的祝福與大能。
4. 蒙神使用的一生 A fulfilled life
a.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路 1:17
b. 神賜給撒迦利亞一個兒子，起名約翰，他有先知以利亞的心志能力，為主預備合用
的百姓。對信徒而言，最滿足、最有意義的人生不是蒙神祝福，而是蒙神使用。
不信的祭司 vs.相信的女子 Unbelieving Priest vs. Believing Woman


不信的祭司：撒迦利亞對天使說：「我憑著什麼可知道這事呢？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
年紀老邁了。」 天使回答說：「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只因你不信，你必啞巴，不
能說話，直到這事成就的日子。」（路 1:18-20）



相信的女子：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他
去了…「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1:38,45）



路加福音第一章敘述了兩個人的經歷，二者形成強烈的對比。施浸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是
一位祭司，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供職，年老而有經驗。耶穌的母親馬利亞是一位童女，住在
小城拿撒勒，年輕而平凡。



天使向撒迦利亞顯現，告訴他，他年邁的妻子以利沙伯將要為他生一個兒子。天使也向馬
利亞顯現，告訴她將要從聖靈懷孕，生一個兒子。同樣的天使，同樣生兒子的信息，撒迦
利亞不信，馬利亞卻相信。



從事情本身來看，雖然都是懷孕生子，童女生子比年老生子更加難以相信。撒迦利亞不信，
馬利亞卻相信。



從身分來看，撒迦利亞是親近神的祭司，馬利亞只是個平凡的女子。撒迦利亞不信，馬利
亞卻相信。



從經驗來看，撒迦利亞有豐富的人生經驗，馬利亞年輕沒經驗。撒迦利亞不信，馬利亞卻
相信。



信心只在乎當時，只在乎那一次。信心是一次一次算的，當時你有信心，你就是有信心。
當時你沒信心，無論過去你多有信心，這次就是沒信心。信心不在乎你過去的經驗，不在
乎你現在的身分，不在乎事情的難信度，只在乎發生的當時，你信還是不信。



不信的人成為啞巴，不能說話（路 1:20）。有許多屬靈的啞巴，不能為主作見證，不能讚
美神，不能講解聖經，甚至不能禱告。為何不能？原因很多，根本的只有一個，就是不信。

生命的提昇 Raising the Bar of Your Life
路加福音第一章敘述到，當人的生命遇到了神，若以信心回應，這生命就被提昇至前所未有
的美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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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真好 God is True. God is Good.
a. 神是真的 God is True：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帖前 1:9）
b. 神是好的 God is Good：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
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
沒有轉動的影兒。（雅 1:16-17）
c. 一個人向上蹦跳，所能達到的高度有限，若坐飛機卻可上到天上。生命的自我
提昇是有限的，但若連於更高的能力，卻能達到難以想像的高度。對信徒而言
神就是這個更高的能力，他是真的，也是好的。
d. 永存是謂真，不但存在，而且永遠存在。木頭和石頭的偶像是假神，因它們並
不存在，說是神卻不是神。人是虛假的，因他們僅暫時存在。如同草上的花，
今日有，明日就沒有了。唯有神是真的，他自存永存，永遠都是。
e. 永愛是謂善。人性喜怒無常，愛恨交織，不是真正的善。神話故事中的神，民
間信仰的神，人造宗教的神，都是人性的翻版，並非真善。唯有真神是愛，是
永遠的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f. 與神相處的兩個基本信念，一是真，二是好，神真好。第一要相信神是真的，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就在你的生活環境中與你交通。第二要相信神是善的，他
對你所存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他為你所預備的不是懲
罰和折磨，而是美善的恩賜和全備的賞賜。
2. 連接於更高的能力 Connect to a higher power
a. 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路 1:37）
b.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 4:13）
c. 與神連接的方法是信心。憑著信心接受神的話，像馬利亞一樣，情願神的話成
就在自己的身上。憑著信心倚靠神，像保羅一樣，靠著主凡事都能做。
3. 順服於更高的權柄 Answer to a higher authority
a. （以利沙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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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42-43）
b. 以利沙伯稱馬利亞為「我主的母」，就是以基督為主。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
給謙卑的人。生命被提昇的關鍵是順服，先謙卑自己，然後才會被神提昇。
4. 學習一種新的語言 Learn a new languag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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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8）
b. 普天頌讚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
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
永遠遠！」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啟 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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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讚美」是信心的語言，也是天上的語言。讚美與祈禱不同，只要有需要，就
算沒有信心也會迫切地禱告，但是唯有相信的人才會讚美。將來在天上，圍繞
著寶座的不是迫切的祈求，而是不止息的讚美。
5. 鬆開你的綑綁 Loosen your bondage
a. 不信的綑綁：他要了一塊寫字的板，就寫上，說：「他的名字是約翰。」他們
便都希奇。撒迦利亞的口立時開了，舌頭也舒展了，就說出話來，稱頌神。
（路 1:63-64）
b. 撒迦利亞寫下約翰的名字，是順服神的指示，信心的行為。他因不信而變成啞
巴，舌頭被綑綁。因相信而鬆開綑綁，舌頭舒展了，就說出話來。
6. 獻身於有價值的事業 Devote to a worthy cause
a. 為神而活：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的
用聖潔、公義事奉他。（路 1:74-75）
b. 為自己而活，追逐名利，貪圖享樂，庸庸碌碌，一生將被荒廢。為神而活，以
聖潔和公義事奉他，一生榮神益人，有永恆的價值。
7. 走上平安的道路 Walk on the Path of Peace
a.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
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路 1:78-79）
b. 末後卻使這沿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著榮耀。在黑暗中行走
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賽 9:1-2）
c. 平安的道路在基督裡，黑暗中有基督的光照耀，行路的人腳下就有平安。行路
代表生活，在基督的光中生活，順服他的旨意，凡事就有平安。
基督降生：神如何與人相遇 The Birth of Christ: How God Meets Man


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記載了基督的降生，馬太從約瑟的角度說，路加從馬利亞的角度說，
二者彼此補充，相輔相成。基督降生是神在萬古之先所定的旨意，要他的兒子來到人間，
擔當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萬民的救恩。路加第二章以細膩的筆法敘述了基督降
生的經過，將年代、地點、人物、天使的信息、甚至馬槽和包著嬰孩的布這些小東西，一
一述說。耶穌出生之後，他的父母帶他去聖殿行奉獻禮，遇到了西面和亞拿，以及耶穌十
二歲之時在聖殿與教師問答，這些記載都只見於路加福音。

 耶穌降生代表了神與人的相遇，從路加的記載我們可學習到以下幾點：
1. 神在時空中與你相遇 God meets you in space and time
• 神在你的時空中與你相會：「該撒亞古士督」是一個確實的時代，伯利恆是一個確
實的地點。神與你相會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確實的事件。在你的時間，
你的地點，神要與你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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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的時間：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
冊。這是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
b) 你的地點：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
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路 2:1-4）
神在祂的時空中與你相會：你與神相遇的時間和地點，乃是按照神的旨意。基督降
生的時間和地點是神事先就預定好的，同樣的，神也事先預定好了與你相遇的時間
和地點。
a) 神的時間：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
以下。（加 4:4）
b) 神的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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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當神的時空臨到你：在你人生中有些特別的時間、特別的地點，神來尋找你。不要
錯過這樣的時空，當神臨到你的時候要敞開心門，把握機會歸向神。許多事情並非
偶然，你遇到了一個基督徒，他邀請你去教會，有一句話打動了你的心，平時驕傲
的你突然謙卑下來，這些都不是偶然的，乃是神的時空臨到了你。
o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
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他；當歸向我們的
神，因為神必廣行赦免。（賽 55:6-7）

2. 神藉著人與你相遇 God comes to you through other people


人是神的媒介：神藉著馬利亞使耶穌降生；神藉著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尋找拯救失
喪的人；神藉著門徒走到世界各地，將福音傳給所遇到的人。



別人與你：神藉著別人使你遇到耶穌，又藉著你使別人遇到耶穌。
a) 神藉著馬利亞使耶穌降生：他們在那裡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
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裡，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路
2:6-7）
b) 耶穌藉著亞拿尼亞來尋找保羅：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
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
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徒 9:17）

3. 神藉著他的使者與你相遇 God comes to you through his messengers


神的使者宣揚神的旨意：在你所遇到的人當中，有些人是神的使者。他們或許是宣
教士，或許是傳道人，神對他們有特殊的呼召，叫他們清楚宣揚神的旨意。
a) 主的使者：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
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 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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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的門徒：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叫你們的罪得
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
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徒 2:38-39）
4. 神在基督裡與人相遇 God meets people in Christ


神與人相會之處：耶穌降生人間，為人贖罪，好使人可以到父那裏去。神與人相會
之處是在基督裡，唯有在基督裡的人罪得洗淨，可與聖潔的神相會。所有的使者、
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機會，都是為了使人聽聞福音，相信耶穌基督。


為你們生了救主：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
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路 2:10-12）



惟一的道路：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
到父那裡去他。」（約 14:6）

基督是主，榮耀歸神 Christ is the Lord, Glory to God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
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
人！」（路 2:10-14）
天使宣布了基督的兩個身分：一個是主，一個是救主。「主」是基督原有的身分，「救主」是他
獲得的身分。他原本就是主：是「主基督」降生於人間！降生之後因著十字架上的犧牲，基督成
為萬民的救主。對我們而言，這兩個身分何者更加重要？是二者等量齊觀，還是其中一個更加重
要？我們不妨看看聖經：聖經強調基督是主，遠多於他是救主。門徒稱耶穌為主，不稱他為救主。
一個人若要得救，必須口裡認耶穌為主（羅 10:9），不是認他為救主。聖經要我們知道，在基督
成為你的救主之前，他首先是你的主。
對於注重個人自由的現代人而言，在接受「基督是主」的真理之前，首先要除去一些心理障礙。
有人認為「主」是封建時代的舊思想，代表強制、奴役、壓榨，具有負面的涵義。聖經所說的主
卻滿有恩惠、慈愛、智慧，完全正面。原因是這樣的：一個更高的能力將他的意志加於下面的人，
若是為了自私的目的，而且是強迫性的，那就是邪惡的。若是為了眾人的益處，而且是任人自由
選擇的，那就是良善的。暴君與恩主，事奉法老與事奉神，有實質上的差別。
基督以犧牲的愛和至高的權柄引導屬於他的人，好使他們得福，這不是奴役，乃是恩典。你可選
擇以基督為主，也可選擇不以基督為主，主並不強迫你。但你必須知道，你在信主之時就已經做
了這個選擇。信主，就是以基督為主，順服他，跟從他。信就是服（羅 1:5，信服真道，NIV:
obedience that comes from faith. 來 5:9，順從他的人，NIV: all who obey Him.）沒有人能夠只以基
督為救主，卻不以基督為主。降生在你心中的若不是「主基督」，他就不是你的救主。

8
在聖經裡，與「主」相對的身分有二：一是「門徒」，一是「僕人」。耶穌與我們的關係是「主
與門徒」的關係，門徒是學生，學生的本分是學習。聖經以「跟從」來取代「學習」，因為主的
道不只是頭腦上的，而是生活上的。跟從是具體的實踐，以基督為主，就是在生活中行主的道。
耶穌與我們的關係也是「主與僕人」的關係，僕人的本分是作工，有從主而來的使命感，完成主
的託付。你若像門徒那樣行主的道，像僕人那樣作主的工，就必經歷主的拯救。主必與你同在，
做你的磐石，做你的角，為你爭戰，使你得勝有餘。
有些地方的人容易順服，也有些地方的人不容易順服，關鍵在於基督的主權是否彰顯。凡主權彰
顯之處就有順服，不顯之處則無，教會是這樣，個人也是這樣。教會若高舉基督，傳講基督是主，
就必有人順服。教會若高舉人，不傳基督是主，就必有人不順服。有主才有救主，有順服才有祝
福。以基督為主，順服他，他才能拯救你。不但是地位上的拯救，更是生活中的拯救。我們聽了
福音，順服主，認罪悔改，就有地位上的拯救。將這個順服持續下去，就有生活上的拯救。
「榮耀與平安」出現於基督降生之夜，成為信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兩個元素。基督是榮耀與平安
的媒介，藉著他，榮耀向上歸於至高的神，平安向下歸於神所喜悅的人。榮耀與平安的走向不同，
榮耀從地下走向天上，平安從天上走向地下。榮耀的走向錯了，平安的道路就不通。若將榮耀歸
與地上的人，屬天的平安就無法臨到，你的世界就會有紛爭、不平安。
若將榮耀歸與人，就必有人不信主。耶穌對猶太人說：「你們互相受榮耀，卻不求從獨一之神而
來的榮耀，怎能信我呢？」（約 5:44）一個教會或一個團契，若有人給榮耀，有人受榮耀，那裏
的人就不會信主。他們會信某個人，卻不會信耶穌。常見信徒互相標榜，只見彼此，不見耶穌。
也常聽基督徒高舉某位牧師、某位弟兄、某位姊妹。一說到此人，態度十分恭敬，言語十分推崇。
他們吸取人的言論，遠多於吸取神的話語。那樣的地方只信人，不信主。
教會必須努力實踐「榮耀歸神」。要在崇拜時榮耀歸神，不要只唱以自己為中心的詩歌，神疼我、
神愛我、神陪伴我、神安慰我…那些詩歌可在家中唱，崇拜時要唱崇高的詩歌。要讚美神，榮耀
神，稱頌他的大能，述說他的美德，將人帶到天上去，環繞著神的寶座讚美他！在查經時要榮耀
神，尊重神的話語，不斷章取義，不以私意解經，以恭敬的心研讀和討論。在福音中要榮耀神，
傳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高舉主，不高舉人，述說主的愛，而不只說我們教會多有愛心，某某
人有多好。真的要稱讚人時，也是在對主的感恩中稱讚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好的。以基督為主，將榮耀歸神，這樣做的結果是平安與祝福。何
處以基督為主，何處將榮耀歸神，何處就有平安與祝福。在教會是這樣，在個人也是這樣。
聖誕四曲 Four Christmas Songs
1. 尊主曲 The Magnificat，路 1:46-55


（馬利亞）我心尊主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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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稱頌曲 The Benedictus，路 1:68-79
 （撒迦利亞）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3. 榮耀曲 Gloria in Excelsis Deo，路 2:14
 （天使）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
4. 釋放曲 Nunc Dimmitis，路 2:29-32


（西面）主啊…如今可以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施浸者約翰的三個要求 Three things demanded by John the Baptist
1. 悔改：悔改是內心的改變，立志捨棄舊的生活方式，遠離罪，歸向神
2. 受浸：浸禮是外面的儀式，以公開的方式來宣告自己悔改信主
3. 結果子：結果子是實際的成果，生活中產生好行為，與悔改的心相稱
真信仰帶來行為上的改變 True faith results in behavioral change，路 3:7-14
1. 要改變：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2. 不要找藉口：不要自己心裡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
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3. 不結果子的後果：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
4. 回答眾人：眾人問他說：「這樣，我們當作什麼呢？」 約翰回答說：「有兩件衣裳的，就
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
5. 回答稅吏：又有稅吏來要受浸，問他說：「夫子，我們當做什麼呢？」 約翰說：「除了例
定的數目，不要多取。」
6. 回答兵丁：又有兵丁問他說：「我們當做什麼呢？」約翰說：「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
訛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
浸禮的必要性 The Necessity of Baptism
1. 接受浸禮是跟隨耶穌的第一步：
a. 受浸是主的見證：耶穌自己接受了約翰的浸禮，他說：我們理當盡諸般的義。
b. 受浸是主的吩咐：耶穌頒布大使命，吩咐門徒去使萬民做主的門徒，奉父、子、聖
靈的名給他們施浸。
2. 來自聖經的見證
a. 五旬節的浸禮：三千人決志做耶穌的門徒，都領受了浸禮
b. 曠野中的浸禮：太監決志信主，要求受浸，於是腓力給他施浸
c. 使徒保羅受浸：耶穌差遣亞拿尼亞去見保羅，使他的眼睛看見，並領受浸禮
d. 哥尼流全家受浸：百夫長哥尼流的親屬密友一起聽道，一起信主，彼得吩咐奉耶穌
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浸
e. 呂底亞全家受浸：賣紫布的呂底亞聽保羅傳道，全家都信主，領受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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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腓立比的禁卒全家受浸：禁卒全家聽保羅和西拉傳福音，信主受浸，全家都很喜樂

家譜 Genealogy
1. 家譜的意義：家譜代表一個人的根源，是他身分的證明。失去家譜就是失去了身分，聖經
中有一個「沒有家譜的證明而不得擔任祭司」的故事：


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孫、哈哥斯的子孫、巴西萊的子孫…這三家的人在族譜之中尋
查自己的譜系，卻尋不著，因此算為不潔，不准供祭司的職任。（尼 7:63-64）
2. 聖經中的家譜：


聖經中有好幾個家譜，舊約、新約中都有，最長的家譜在歷代志（代上 1-9 章）。



家譜是人的故事，也是神的故事。一連串的人名，代表著神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
的作為。



新約中有兩個耶穌的家譜，一個在馬太福音，一個在路加福音。馬太是講耶穌父系
的家譜，從亞伯拉罕一直講到約瑟。路加是講耶穌母系的家譜，以倒敘的方式，從
約瑟的岳父希里講起，一直講到人類的始祖亞當。

貧窮人的福音 Good News for the Poor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
在你們耳中了。」 （路 4:16-21）
這是路加福音所記載的耶穌的第一篇道，根據以賽亞書的經文，宣告自己來「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誰是貧窮的人？Who are the “Poor”?
1. 「貧窮的人」並非專指「經濟貧窮的人」，而是指「知道自己有缺乏的人」。被擄的、瞎
眼的、受壓制的，都是貧窮的人。
2. 耶穌先用撒勒法的寡婦（路 4:26）和敘利亞的乃縵（路 4:27）這兩個非以色列人，接著又
用被鬼附的人、害病的人和婦女，來說明誰是貧窮的人。
3. 從社會而言，貧窮的人是指因為種族、性別、教育、家世、宗教、職業、財富等方面的缺
乏，在社會上遭人排斥的人。從生活而言，凡心靈受綑綁、憂傷痛苦的人，都是貧窮人。
4. 貧窮人（馬太 5:3 譯為「虛心的人」）心裡謙卑，自感貧窮，願意尋求神的幫助。耶穌所
讀的經文是以賽亞書 61:1，原文是「謙卑的人」：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
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以賽亞書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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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耶穌來，是要傳福音給那些心裡謙卑，自感貧窮的人。他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
（自知有罪）悔改。
耶穌的三重事工 Three-fold Ministry of Jesus，路 4:16-44
路加四章記載了耶穌的三重事工：傳道，趕鬼，醫病。耶穌以權柄行這三件事：他以權柄傳道，
眾人都感希奇；他以權柄趕鬼，鬼就離開人身；他以權柄醫治，人就恢復健康。
1. 耶穌傳道：耶穌出來事奉，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傳道。傳道是耶穌最重要的工作，他說：
「因我奉差原是為此。」（路 4:43）耶穌傳道有權柄，因為他的信息是從神而來：
 他們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話裡有權柄。（路 4:32）
2. 耶穌趕鬼：鬼是邪靈，進入人身，將人俘虜，控制他的思想行為，壓制他。耶穌以權柄趕
鬼，釋放被俘虜的人，使他得自由。


眾人都驚訝，彼此對問說：「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他用權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
就出來。」（路 4:36）
3. 耶穌醫病：疾病使人軟弱，無法活出豐盛的生命。耶穌以權柄醫治生病的人，使他們重獲
生命的活力。


耶穌站在她旁邊，斥責那熱病，熱就退了。她立刻起來服事他們。（路 4:39）

水深之處的覺醒 Awakening at a Deep Place，路 5:1-11
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
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
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
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
「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路 5:4-8）
1. 經歷使人覺醒：彼得是漁夫，耶穌是木匠。彼得整夜打不著魚，聽從耶穌下網，就圈住許
多魚。人的盡頭是神的開頭，自己「打不著魚」，聽從耶穌就「圈住許多魚」，這樣的經
歷使人覺醒。
2. 覺醒使人認識：彼得的經歷使他對耶穌有新的認識，也對自己有新的認識。他俯伏在耶穌
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認識到耶穌是權能的主，認識到自己是小信
的罪人，新生活由此開始。
3. 認識使人捨棄：耶穌對彼得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彼得就撇下所有的，
跟從了耶穌。彼得認識到，自己所珍惜的船、網、魚，都比不過耶穌。有這種認識的人，
就肯撇下一切來跟從耶穌。
十二使徒 The Twelve Apostles，路 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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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
人，稱他們為使徒。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又有雅
各和約翰，腓力和巴多羅買，馬太和多馬，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奮銳黨的西門，雅各的兒子（或
作：兄弟）猶大，和賣主的加略人猶大。（路 6:12-16）
1. 改變世界的十二個人：他們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徒 4:13），因為被主使用，改變了整個世
界。一個人能夠做多大的事，不是看人，乃是看主。順服主的呼召，就能夠做大事。
2. 耶穌的呼召：耶穌的呼召改變了奉召者的人生
a. 使你合格的呼召 The call that qualifies you：不是你合格了主才呼召你，而是主的呼
召使你合格。只要主呼召你，你就是合格的人。不看你，只看主。
b. 使你得供應的呼召 The call that supplies you：主呼召，主就供應，包括能力、知識、
權柄、生活所需。不要憂慮，只要順服。
c. 使你得權柄的呼召 A call that authorizes you：主賜給十二使徒傳道、趕鬼、醫病的
權柄，使他們能夠完成使命。你若奉召，主也賜給你同樣的權柄。
d. 使你得拯救的呼召 A call that saves you：主的呼召使人有目的，有使命，有意義，
從日光之下的虛空拯救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