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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New Testament Reading Class, #10

路加福音 Luke 1-6



讀經者的信念 Faith of the Bibl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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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Synopsis
歷代以來，讀經的人注意到前三本福音書有高度的相似之處，與第
四本福音書不同。

十八世紀末葉，德國的聖經學者 J. J. Griesbach 首先使用 “對觀福音
Synoptic Gospels” 這個名稱來標示馬太、馬可、路加三本書。

Throughout history Bible readers have notice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first three Gospels that separates them from the fourth Gospel.

At the end of 18th century German biblical scholar J.J. Griesbach first 
labeled the first three Gospels with the name “Synoptic Gospels.”



對觀福音 The Synoptic Gospels
對觀（synoptic）是由 “syn” (together with) 和 “optic” (seeing) 兩個字
所形成，就是 “一同對照觀看 seeing together” 的意思。

中文也翻譯為 “符類福音”，就是 “符合、類似” 的意思。

約翰福音的內容90%與對觀福音不同，自成一類。



獨有 Unique % 與其他福音書共有
Shared with other Gospels %

馬可
Mark

3 97

馬太
Matthew

20 80

路加
Luke

35 65

約翰
John

92 8

對觀福音與約翰福音之間的關係
Relationships between Synoptic Gospels and John



對觀福音的異同點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synoptic gospels and each one’s 
distingue features 

相同之處 Similarities:

1. 敘述上的相同：故事的發展順序相同 Similar in Narration: 
Story unfolds in similar sequence
1) 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 The Galilean ministry

2) 文士與法利賽的反對 The opposition

3) 彼得在該撒利亞腓立比的認信 The Great Confession

4) 上耶路撒冷 The way to Jerusalem

5) 耶穌的受難與復活 The Passion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6



2. 內容與詞句上的相同：馬可福音的內容90%以上出現在馬太福
音及路加福音，有些經文所用的詞句幾乎完全相同。 Similar 
in content and language: More than 90% of Mark’s content 
appears in Matthew or Luke. Some passages are almost verbatim 
iden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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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觀福音的異同點

相異之處 Distingue Features:

1. 內容方面: 三本福音雖有類同之處, 但仍各有其特有的內容, 
如馬太登山寶訓的大部分, 路加的基督降生等 While they 
share remarkable similarities, each one of the Synoptic Gospels 
has its distingue features. For example: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in Matthew, the birth story of Jesus in Luke, etc.

2. 風格方面:馬太注重條理, 馬可注重行動, 路加注重細節 They 
also differ in style. Matthew is well-structured. Mark is action-
oriented. Luke is thematic and more detailed.

3. 對象與主題: 見下頁 Targets and Themes: See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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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Gospel

對象
Target

主題
Theme

象徵
Symbol

對觀福

音

Syn-

optics

1 馬太
Matthew

猶太人
Jews

耶穌是彌賽亞
Jesus is the Messiah

獅
Lion

2 馬可
Mark

羅馬人
Romans

耶穌是神的僕人
Jesus is the Servant of God

牛
Ox

3 路加
Luke

希臘人
Gentiles

耶穌是世人的救主 Jesus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人
Man

約翰
John

4 約翰
John

世人
All people

耶穌是神的兒子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鷹 Eagle

四福音 The Four Gosp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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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前、後書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的受書人都是 “提阿非羅 Theophilos，God-
lover or God’s friend”，是路加寫給同一個人的兩封長信，向他解
釋基督之道。

1. 路加福音：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
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
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
都是確實的。 (路1:1-4)

2. 使徒行傳：提阿非羅啊，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
教訓的，直到他藉著聖靈吩咐所揀選的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
止。 (徒1:1-2)



路加福音 L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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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Author：醫生路加（一個外邦人）
1. 親愛的朋友：所親愛的醫生路加，和底馬問你們安。（西4:14）

2. 忠心的夥伴：（眾人都離開我）…獨有路加在我這裡。（提後4:11）

3. 宣教的同工：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徒
16:10, the “we” section）



路加福音特色
◦為萬民預備救恩（貧窮人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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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特色
◦人子耶穌

◦人子：彌賽亞的稱號 Son of Man: A Messianic Title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1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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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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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特色
◦禱告的重要性

◦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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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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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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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的細節交代
在背景細節上，路加提供了更多的資料。例如：

1. 當猶太王希律的時候，亞比雅班裡有一個祭司，名叫撒迦利亞；他妻子
是亞倫的後人，名叫以利沙伯。(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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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 該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丟彼拉多作猶太巡撫，希律作加利利分封
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呂撒聶作亞比
利尼分封的王，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那時，撒迦利亞的兒子約翰在
曠野裡，神的話臨到他。 (3:1-2)



路加一章：聖誕序曲
1. 路加一章記載了基督降生之前所發生的事，以兩個人為中心：

1. 老祭司撒迦利亞（約翰的父親）

2. 童女馬利亞（耶穌的母親）

2. 二人都看見了天使，都聽到懷孕生子的消息，但卻有不同的
反應。老祭司不信，童女相信。

3. 不信的祭司變成啞巴，相信的童女開口歌頌神。



天使的信息
1. 對撒迦利亞說關於約翰的事，1:8-23

◦ 你的禱告已經被聽見了

◦ 你年邁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

◦ 撒迦利亞不相信

2. 對馬利亞說關於耶穌的事，1:26-38
1. 你將要從聖靈懷孕，生一個兒子

2.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的身上



聖誕四曲
1. 尊主曲 The Magnificat，路 1:46-55

◦ （馬利亞）我心尊主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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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降生
1. 該撒叫天下人民各歸各城，報名上冊

2. 馬利亞陪同約瑟回伯利恆，生了頭胎的兒子，放在馬槽

3. 天使向野地裡的牧羊人報佳音

4. 天使天軍讚美神

5. 牧羊人急忙往伯利恆去，看所成就的事



聖誕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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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4)



奉獻孩童、西面、哈拿
1. 約瑟和馬利亞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行奉獻禮

2. 在聖殿遇到了西面，西面抱著耶穌，說出預言

3. 又遇到女先知哈拿，將孩子的事向盼望得救贖的人講說



耶穌長大
1. 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

2. 耶穌來到聖殿，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凡聽見的
都希奇他的聰明和應對。

3. 耶穌對尋找他的父母說：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

4.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貧窮人的福音
耶穌來到拿撒勒，於安息日進了會堂，讀經講道。他所讀的是以賽亞
書61:1，貧窮人的福音。他所講的道是：今天這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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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21)



誰是貧窮的人？
1. 「貧窮的人」並非專指「經濟貧窮的人」，而是指「有缺乏

的人」，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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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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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貧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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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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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撒勒人為何不接納耶穌？
拿撒勒人雖然希奇耶穌的恩言，但是卻不接納他。

眾人都稱讚他，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說：

「這不是約瑟的兒子嗎？」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必引這俗語向我說：『醫生，你醫治自己吧！我們聽見你在迦
百農所行的事，也當行在你自己家鄉裡』」

又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

（4: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