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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New Testament Reading Class, #11

路加福音 Luke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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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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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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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獨有 編號 內容 經文

1 醫治百夫長的僕人 7:1-10

2 叫拿因城寡婦之子復活 7:11-17

3 施浸約翰差人問主 7:18-23

4 耶穌論施浸約翰 7:24-35

5 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 7:36-50

6 撒種的比喻 8:1-15

7 燈在燈台上 8:16-18

8 耶穌的母親與弟兄 8:19-21

9 平靜風和海 8:22-25

10 趕鬼入豬群 8:26-39



路加獨有 編號 內容 經文

11 耶穌醫治兩個 “女兒” 8:40-56

12 耶穌差遣十二門徒 9:1-9

13 給五千人人吃飽 9:10-17

14 彼得認耶穌為基督 9:18-21

15 耶穌第一次預言受難 9:22

16 背起十字架跟從主 9:23-27

17 登山變相 9:28-36

18 醫治被鬼附的孩子 9:37-43a

19 耶穌第二次預言受難 9:43b-50

20 撒瑪利亞人不接待主 9:51-56



路加獨有 編號 內容 經文

21 跟從主的代價 9:57-62

22 耶穌差遣七十人 10:1-24

23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10:25-37

24 在馬大和馬利亞的家中 10:38-42

25 耶穌教導門徒禱告 11:1-13

26 耶穌與別西卜 11:14-28

27 約拿的神蹟 11:29-32

28 身體的光 11:33-36

29 法利賽人之禍 11:42-54



耶穌所接觸的 “貧窮人”
1. 百夫長，一位外邦人（在神的應許和諸約之外，猶太人視為

貧窮）

2. 拿因城的一位寡婦，死了獨生的兒子

3. 一位有罪的女人，用她的頭髮擦主的腳

4. 抹大拉的馬利亞，主從她身上趕出七個鬼

5. 在格拉森，一個被鬼附的人

6. 患血漏的婦人（患病12年）

7. 會堂管理人的女兒（12歲)



耶穌對約翰門徒的回答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
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
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7:22-23)



誰更愛主？
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

愛主的程度，與自認被赦免的程度相等。稅吏罪人信主之後，
往往比正人君子更加虔誠，因為他們自知罪大。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1. 禱告是眾門徒的事，不只是個人的事。

2. 要先尊主的名為勝，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3. 再求我們的需要：
a) 飲食

b) 赦免

c) 試探



Splangchnizomai

Feel compassion 

感到心痛，動了慈心，憐憫

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
看見他就動了慈心。（路10:33）
But a Samaritan, who was on a journey, 
came upon him; and when he saw him, 
he felt compassion.  Luke 10:33, NASB



父親感到心痛：
◦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感到心痛），
跑去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路 Luke 15:20）

耶穌感到心痛：
◦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她（感到心痛），對她說：
「不要哭！」（路 Luke 7:13）



不一樣的同情
1. 我可憐你 I pity you

2. 我感到心痛 I have compassion



我可憐你 I pity you
1. 我感到心痛My heart aches



Let your eyes be single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
花，全身就黑暗。The light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refore when 
your eye is single, your whole body also is full of light; but when your 
eye is evil, your body also is full of darkness. (11:34, KJV)

瞭亮：純一，健全，慷慨（不缺乏）

昏花：不健全，邪惡，吝嗇（缺乏）



讓神所造的 “甚好”，從你裡面出來
無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裡面嗎？只要把裡面的施捨給人，
凡物於你們就都潔淨了。 (11:40-41)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創1:31）

讓良善從你裡面出來，自己潔淨，別人也潔淨。反之，只洗淨
外面，裡面卻滿了勒索和邪惡，自己汙穢，別人也汙穢。



錯誤的性質 對信徒和教會的影響

1 輕重不分 因為強調次要的事，因此而看不見重要的事

2 貪圖虛名 人追求榮耀，神不得榮耀

3 掩飾敗壞 使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到汙染

4 給人重擔 能說不能行

5 擔任共犯 雖不直接殺害先知，但卻為他修造墳墓

6 奪取鑰匙 自己不進去，又不讓別人進去

法利賽人六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