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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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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福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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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福音书对比



對觀福音與約翰福音之間的關係

獨有 % 與其他福音書共有 %

馬可Mark 3 97

馬太Matthew 20 80

路加Luke 35 65

約翰John 92 8

四福音书对比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外邦人路加医生，使徒行传作者也是路加。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也叫做路加前后书。

路加福音写作于主后60-65年。成书于外邦地。

两本书的對象都是 “提阿非羅” (路1:1, 徒1:1), 一位爱神的外邦人。

实际的对象是万国万民。

路加也是保罗宣教的同工（徒16:10），

保罗称他是亲爱的朋友（西4:14），忠心的伙伴（提後4:11）。



路加福音特色

為萬民預備救恩 貧窮人的福音 是普世性的福音書

最有人情味的福音書 記載耶穌顧念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地位卑

微的婦女，兒童以及对社會低層人物的關心，顧念憐憫赞扬外邦人。

註重歷史細節的福音書 路加被认为是记录早期教会历史的史学家神学家。

人子耶稣 耶稣是神子也是人子，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聖靈的作為 15次提到圣灵，在耶稣出生、受洗、工作和复活时，圣灵都和祂在一

起。耶稣是完美的榜样，教导我们倚靠圣灵生活。

祷告的福音书 记录耶稣13次祷告，以及多次教导门徒如何祷告。

最长的福音书 路加福音是最长的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两卷书占新约27.1%。

最美的的福音书 路加福音从头至尾都以优美的文笔赞美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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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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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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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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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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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路加福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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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處記載了耶稣接納，顧念，憐憫甚至稱贊外邦人(4:25- 27,7:9,10:30-37,17:16-

19)；主最後吩咐門徒將福音傳到萬邦(24:47)。



路加福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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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的特色 细节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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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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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的特色 人子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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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的特色 聖靈的作為

例如天使告诉撒加利亚，施浸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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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告訴馬利亞“聖靈要臨到妳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 妳，因此所要生的

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路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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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 书内有15次讲到圣灵

(一)言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1:15)

(二)耶稣由灵感之童女而生(1:35)

(三)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1:41)

(四)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1:67)

(五)圣灵降在西面身上(2:25)启示他(26
节)

感动他进入圣殿(27节)

(六)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3:16)

(七)圣灵如鸽子降在耶稣身上(3:22)

(八)耶稣被圣灵充满，并被圣灵引到旷
野(4:1)

(九)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4:l4)

(十)主的灵如膏抹他(4:18)

(十一)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10；21)

(十二)天父乐意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11:13)

(十三)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11:l5)

(十四)圣灵指教我们当说的话(12:12)

(十五)要将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24:49)



路加福音的特色 禱告的福音書

禱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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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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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的特色 禱告的福音書:

路加福音強調耶穌的禱告生活, 記載了耶穌十三次的禱告.

路3:21，5:16，6:12，9:18、9:29，11:1，22:42、22:44，23:34，2450-51，說明

他身為人子何等的注重禱告.

耶稣也講了不少有關禱告的教導

路11:2-13，12:29-3l，18:1-14，21:36，22:40。

禱告是他生活的中心，行動的指南，工作的秘訣和得勝的途徑，為要我們也跟

隨他的腳蹤行。



耶穌十三次禱告

3：21正當受完浸之後開通天門的禱告

當聖靈在約但河那裏降臨在耶穌的身上的時候，他是
正在「禱告」

天門啟開，聖靈降臨，天父宣告悅納那順命受洗盡諸
般義行的耶穌

4：42清晨工前的禱告

每天工作生活之前，禱告求父神指示當作的事和當說
的話

5：16衆人擁擠要聽他講道之時名聲傳揚的禱告

當極多的人來擁擠耶穌，要聽他講道的時候，他卻退
到曠野去「禱告」

美名四揚叫人失去自我平衡。及時退去禱告，才能從
神得力保持平衡的人生

6：12選立十二個門徒之前揀選同工的禱告

當他正打算要選立十二個門徒的時候，他獨自一個人
上山去「整夜禱告」

若不是父神的主權安排配合，而憑自己的喜好揀選，
將難同工作共患難

9：18啓示基督及建造召會之前

當他問門徒說「你們說我是誰？」之前，他正「單
獨禱告」

9：28 在山上變化形像之前改變面貌的禱告

他在山上變化形像的那一次，原是為要「禱告」才
到山上去

與先知面對面談論天國大事，蒙天父榮光照耀，心
靈明白前面的道路

9：29變化形像的時候

而且他變化形像的時候，也正是他在「禱告」的時
候

10：21-24聖靈感動的禱告

在聖靈感動下，明白天父啟示旨意的方法最為美好，
故用讚詞歌頌天父的智慧

11：1敎導主禱文之前

他定出現今稱為「主禱文」的禱詞之前，他自己正
「在一個地方禱告」



23：34，36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赦免人罪的代禱

交託靈魂的禱告

甚至到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所說第
一句和最後一句的話，都是禱告的話

世人污辱侵犯,反以世人無知為理由 ,求天父
赦免全人類的罪

離世時，將最寶貴的真我交在永生的父神手
中。靈魂從神而來，當歸回父神手中

18：1-14敎導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祂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謙卑認罪，求主施恩

22：32彼得跌倒之前 堅固門徒的禱告

他曾告訴彼得說：「我已經為你禱告，叫你不致

于失去信心」

面對十架苦難,仍顧念即將遭撒但考驗的門徒,故以

禱告來支持,使他們不至失敗

22：44主被捉拿上十字架之前

順服父旨的禱告

在客西馬尼園那裏，他被形容「禱告更加懇切」

當祂的意思與天父的旨意不同時,就用禱告來否認

自己的意思,放棄自己的意思

耶穌十三次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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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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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首有關基督降生的詩歌, 僅見於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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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特有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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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特有的记载

有罪婦人在西門家中以香膏膏主 (7:36-51)

撒瑪利亞人不接待主(9: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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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特有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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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主題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路加福音主題經文

耶稣是人子，是世人的救主



路加福音的 金句

路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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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的大纲

1. 耶穌的起源，1-3 章

2. 耶穌在加利利，4:1-9:50

3. 耶穌去耶路撒冷，9:51-19:27

4.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路加福音 1-3 章 耶穌的起源

一、本书序言(1~4节)

二、圣诞序曲1:5-80

1. 豫言施洗约翰降生(5~25节)

2.天使加百列豫言耶稣降生(26~38节)

3. 马利亚拜访以利沙伯

伊利沙伯被圣灵充满(39~56节)

4. 施洗约翰的出生与命名(57~68)

5. 撒迦利亚颂（68-80）

第一章 人子救主降生前的豫备



路加福音 一、耶穌的起源 1-3 章

1，2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3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4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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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跟随路加深入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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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真事。

第一章 圣诞序曲 1:1-4 序言 写作过程与本书的目的



路加福音 耶穌的起源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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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的祭司變成啞巴，相信的童女開口歌頌神

第一章 圣诞序曲 1:5-38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第一章 圣诞序曲 5-38
天使预言约翰降生 5-25

5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雅班里有一个祭
司，名叫撒迦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
叫以利沙伯。
6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
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

7 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

人又年纪老迈了。

故事的时代背景“犹太王希律的时候”，30BC，

历史可靠。

人物 遵守诫命的老祭司撒加利亚夫妇。

祭司 见代上24:1～6    亚比雅班 见代上 24：10

1:8 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
分，

1:9 照祭司的规矩掣签，得进主殿烧香。

1:10 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1:11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
。

1:12 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细节介绍圣殿仪式

按当时共有一万多名祭司，故中签进
殿烧香的机会，一生顶多只有一次。

是說他們嚴格遵守了律法的誡命和禮儀

祭司們分成二十四班，亞比雅班是第八班



路加福音 耶穌的起源 1-3 章 第一章 圣诞序曲5-38

13 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

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18 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

也年纪老迈了。

19 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

信息报给你。

20 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吧不能说话，直到这事

成就的日子。

天使传达神的旨意，撒加利亚却不信，天使罚他成哑巴。



第一章 1：5-25 预言施浸约翰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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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殿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2.天使加百列豫言耶稣降生(1:26~38)

26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27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
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马利亚。
28 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
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29 马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
问安是什么意思。
30 天使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
已经蒙恩了。
31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32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
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
没有穷尽。

34 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
事呢？

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
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
为神的儿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
神的儿子）

36 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
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
在有孕六个月了。

37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38 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预表教会

不是不信，而是不知道

撒下7:12-16  诗篇2:6-7, 89:26-27, 赛9:6-7 见
下页

一切都属于主，献于主，放下名节，甚至生命

童真女



以赛亚书9：6-7

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
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
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7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
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
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
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12 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

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13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

15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

废弃的扫罗一样。

16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原文作你）面前永

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撒母耳记下7：12-16

6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7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诗篇2：6-7 26 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

我的磐石。

27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诗篇89：26-27



路加福音 1-3章 耶穌的起源

1:39-45 马利亚访问以利沙伯

39 那时候马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40 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

41 以利沙伯一听马利亚问安，所怀的胎

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

。

42 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

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43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

里得的呢？

44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

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45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

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耶稣的母亲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1:46-55 马利亚的尊主颂
圣诞四曲之一

46 马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47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48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

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49 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

名为圣。

50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51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

，

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52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

。

53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54 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55 为要记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

们列祖所说的话。

56 马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

个月，就回家去了。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第一章 圣诞序曲

1:57-61 以利沙伯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约翰

62 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式，问他要

叫这孩子什么名字。

63 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

，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希奇

。

64 撒迦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

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

67 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

，就预言说，

57 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

个儿子。

58 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

就和他一同欢乐。

59 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

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

迦利亚。

60 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

61 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

的。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第一章 圣诞序曲

1:68-79 撒加利亚的称颂曲
圣诞曲之二

68 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

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

69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

角，

70 （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

说的话）

71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

手。

72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念他的圣约。

73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74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75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
公义事奉他。

76 孩子阿，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
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

77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78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
天临到我们，
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
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80 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
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约翰的使命

预言耶稣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一、耶稣降生伯利恒(1~7节)

二、天使传报佳音(8~20节)

三、婴孩时期的耶稣(21~24节)

四、西面的称颂和女先知亚拿的讲说*(25~38节)

五、童年时期的成长和十二岁时在圣殿的事件*(39~52节)

第二章 耶稣降生 婴孩和童年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第二章 耶稣降生 婴孩和童年

2:1～7 耶稣降生伯利恒

1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

都报名上册。

2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

的事。

3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4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

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5 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

的身孕已经重了。

6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

7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

客店里没有地方。

历史学家考证居里扭两次任巡抚
两次清点居民人数，相隔14年
第一次是主前6-4BC 第二次5-7DC

弥迦书5:2预言耶稣出生于伯利恒

该撒亚古士督第一任罗马皇帝
30BC-4DC在位

耶稣出生在主前6-4年



第二章 耶稣降生 婴孩和童年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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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第二章 耶稣降生 婴孩和童年
2: 8～20天使报佳音

8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

次看守羊群。

9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

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10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

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11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

是主基督。

12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13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14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

所喜悦的人。（有古卷作喜悦归与人）。

以赛亚9:6-7预言耶稣
降生, 撒加利亚颂引用

15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

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

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16 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马利亚和约瑟，

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17 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

了。

18 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

的话。

19 马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

思想。

20 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

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

神，赞美他。

圣诞颂曲之三

耶稣生日不一定是12月

报佳音



耶稣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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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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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1-3章耶穌的起源 第二章 耶稣降生 婴孩和童年 *

21 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

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22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

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与主。

23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

称圣归主。）

24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班鸠，或

用两只雏鸽献祭。

3.西面的称颂(25~38节)
25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

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

灵在他身上。

26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

见主所立的基督。

27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

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28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

29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30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31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32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西面的释放曲29-32

圣诞颂歌之四

产后四十天

穷人的祭物

2:21～24婴孩时期的耶稣



第二章 耶稣降生 婴孩和童年

33 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希奇。

34，35 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马利

亚说，

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

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

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36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力的

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作童女出嫁的时候，同

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

37 现在已经八十四岁，（或作就寡居了八十四

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事奉神。

38 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

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39 约瑟和马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

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40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

神的恩在他身上。

西面预言

女先知亚拿的讲说(36-38)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第二章 耶稣降生 婴孩和童年
2:39～52孩童耶稣*

41 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42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

去。

43 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

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44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

45 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46 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

47 凡听见他的，都希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48 他父母看见就很希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

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

心来找你。

49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

父的事为念吗？（或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

家里吗）

50 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

51 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

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52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身量或作年纪）并神

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圣经记录耶稣的第一句话

也是顺从神



图片摘自CBCWLA肖牧师“常在主里”灵修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第三章施浸约翰的职事耶稣受浸与家谱

3:1～20施浸约翰的职事和被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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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2 耶稣受浸 圣灵降下 天父赞许

3：23-38 耶稣家谱



路加福音 1-3章耶穌的起源

第三章 3:1～18施浸约翰的职事

1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

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聂作亚比利尼

分封的王，

2 亚那和该亚法作大祭司，那时，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

临到他。

3 他就来到约但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浸礼，使罪得赦。

4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

5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6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该撒提庇留罗马第二任皇帝
14-37DC在位

施浸约翰30岁出道事工

赛40:3-5 文字略有不同

预备人心归向耶稣

使人洁净可以见神

本丢彼拉多26-36DC在位

该亚法是亚那的女婿，继亚那后任大祭司

小希律安提帕4-39DC在位

所有人



路加福音 1-3章耶穌的起源
第三章 3:1～18施浸约翰的职事

3:7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

的忿怒呢？

8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

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9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10 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作什么呢？

11 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

12 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作什么呢？

13 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14 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

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15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

指不愿悔改的人
也指法利赛人文士

神
的
审
判

实际行动表现出来

果子1.怜悯

2.正值诚实公义

3.不仗势欺人远离恶

不要以为是基督徒
就不会犯罪

果子：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改变心意归向神

保
安
护
卫



3:16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

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

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17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

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

不灭的火烧尽了。

18 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

向他们传福音。

路加福音 1-3章耶穌的起源

第三章 3:1～18施浸约翰的职事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第三章19-22 约翰被囚 耶稣受浸

3：19～20约翰被囚

19 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

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

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

20 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

约翰收在监里。

希罗底是大希律的孙女，嫁给她自己的叔
叔腓力又改嫁给另一个叔叔小希律安提帕

3: 21～22 耶稣受浸

21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

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22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

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

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鸽子 圣洁的象征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3:23～38 耶稣家谱

23 耶稣开头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岁，
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24 希里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雅拿的儿子，
雅拿是约瑟的儿子。
25 约瑟是玛他提亚的儿子，
玛他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
亚摩斯是拿鸿的儿子，
拿鸿是以斯利的儿子，
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
26 拿该是玛押的儿子，
玛押是玛他提亚的儿子，
玛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
西美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
27 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
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
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
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

尼利是麦基的儿子，
28 麦基是亚底的儿子，
亚底是哥桑的儿子，
哥桑是以摩当的儿子，
以摩当是珥的儿子，
珥是约细的儿子，
29 约细是以利以谢的儿子，
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
约令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利未的儿子，
30 利未是西缅的儿子，
西缅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约南的儿子，
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
31 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
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
买南是玛达他的儿子，
玛达他是拿单的儿子，
拿单是大卫的儿子，
32 大卫是耶西的儿子，
耶西是俄备得的儿子，
俄备得是波阿斯的儿子，
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

撒门是拿顺的儿子，
33 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
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
亚兰是希斯仑的儿子，
希斯仑是法勒斯的儿子，
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
34 犹大是雅各的儿子，
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
他拉是拿鹤的儿子，
35 拿鹤是西鹿的儿子，
西鹿是拉吴的儿子，
拉吴是法勒的儿子，
法勒是希伯的儿子，
希伯是沙拉的儿子，
36 沙拉是该南的儿子，
该南是亚法撒的儿子，
亚法撒是闪的儿子，
闪是挪亚的儿子，
挪亚是拉麦的儿子，
37 拉麦是玛土撒拉的儿子，
玛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
以诺是雅列的儿子，

雅列是玛勒列
的儿子，

玛勒列是该南
的儿子，

该南是以挪士
的儿子，

38 以挪士是
塞特的儿子，

塞特是亚当的
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
子。

马
利
亚
的
家
谱

共列出76代
全人类都是
神的子孙

不
同
于
马
太
福
音



路加福音 1-3 章耶穌的起源 第三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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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約瑟的岳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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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四章 人子救主传道的开端

一、胜过魔鬼的试探(1~13节)

二、在加利利各会堂传道(14~15节)

三、在家乡拿撒勒宣告恩言却被厌弃(16~30节)

四、赶鬼、医病、传道(31~44节)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四章4:1～13 耶稣受试探

1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但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2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3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试探1
4 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
话
5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6 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
就给谁。
7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试探2
8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
9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翅）对他说，你若
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10 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保护你。
11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试探3
12 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13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申命记8:3

申命记6:13

申命记6:16

诗篇91:11-12 这里少一句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

耶稣三次都用神的話勝過魔鬼的試探

神要用谁都要先接受试炼 要接受圣灵的引领

什么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

神的话是属灵战争的利器以弗所书6:17

世间的名利权柄
肉体的情欲
都是魔鬼的诱惑

要时时惊醒 21：36

1

2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四章4:14～30 耶稣在拿撒勒讲道，被家乡人所厌弃

14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
就传遍了四方。
15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
16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
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
念圣经。
17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18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
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19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20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
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21 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22 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23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
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迦百农所行的
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
24 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
乡被人悦纳的。
25 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
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
中有许多寡妇。
26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
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27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
疯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缦，没有一个得
洁净的。
28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
29 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
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30 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家乡人态度的变化

称赞惊奇拉低厌弃

历时一年

赛61:1-2
虚
心
谦
卑

自
知
缺
乏
的
人

每五十年一次,利25:8~55

王上17:1-16

王下5:1-14

人岂能阻挡耶稣

3

圣灵充满，引导，赋予能力

却不领受

外邦

一句话讲道



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谁是贫穷的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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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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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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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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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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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四章 4:31～41 耶稣赶鬼医病传道

31 耶稣下到迦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

教训众人。

32 他们很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33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

说，

34 唉，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

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35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

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

36 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

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

37 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

38 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

甚重。有人为她求耶稣。

39 耶稣站在她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她

立刻起来服事他们。

40 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

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

他们。

41 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

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

知道他是基督。

42 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
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
们。
43 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

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

44 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耶稣的使命

马可记载是在主呼召西门彼得之后

太9:1

不许污鬼传耶稣，不许传不真的信息，时机不对

鬼听从耶稣的命令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五章耶稣呼召门徒，神迹和教导

路加敘述了三個神迹︰自然的神迹，然後是兩件醫病的神迹。這些神

迹強調的是耶稣征服了環境，顯出祂的權柄，能力和憐憫的心腸。

5:1～11捕魚的神迹，呼召彼得，雅各和約翰

5:12～16 醫治長大麻瘋的

5:17～26 醫治癱子和赦罪的權柄

5:27~32 呼召税吏利未

5:33~39 论禁食和新旧难合的比喻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五章5:1-11呼召彼得雅各约翰

1 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

的道。

2 他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

洗网去了。

3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

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4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

打鱼。

5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

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6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7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

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8 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

主阿，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9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

的鱼。

10 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

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

以后，你要得人了。

11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

从了耶稣。

打鱼的神迹靠主得胜

心存疑惑，勉强尊主命

我不配，认罪归主赛6:5

舍弃所有

加利利海

这是耶稣第二次见西门 见马可，次序不同

带领人悔改归主

耶稣为他改名约1：35-42

赛6:5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
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五章5:12-16医治麻风病人

12 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疯，看见他就俯

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13 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疯立刻就离了他

的身。

14 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

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作证据。

15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

望医治他们的病。

16 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参考利未记14：2-20主的怜悯拯救

主不愿人因看见神迹而跟从他约2:23-25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五章5:17-26医治瘫子

17 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

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18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

19 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缒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

20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21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僭妄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22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

23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那一样容易呢？

24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

吧。

25 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

26 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

自以为是的人在神面前，不认识神，
甚至抵挡耶稣

在人都不易，在神都容易

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听耶稣

宣告人子是神

看见神迹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五章5:27-32呼召利未

27 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28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29 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

30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

一同吃喝呢？

31 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32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耶稣主动寻找利未，就是马太

看自己完美，看别人不入眼

把耶稣介绍给朋友，与众人一同分享与主同在的喜乐

本书主题金句

否认自己有罪的人

马太9:9：名叫马太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五章5:27～32呼召利未

利未是稅吏，有錢也有地位，但耶稣說“你跟從我來”，他就撇下所有的

跟從了耶稣。這是一件非常難得非常寶貴的事情。他選擇跟從主後，爲耶

稣大擺筵席，歡歡喜喜接待主，還請了很多人同席，用這樣的方式公開表

明自己是屬主的人了，來顯明自己的信心和甘心樂意。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五章5:33-35论禁食

33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惟独你的

门徒又吃又喝。

34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35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

禁食表示洁净和虔诚向主，不是一种形式的要求，与主同在是喜乐。

到主被钉十架离开的时候，就要哀痛禁食了

耶稣不反对禁食，而不当成死规矩，更反对形式化，沽名钓誉



路加福音 2. 4:1-9:50 耶穌在加利利 第五章5:36～39 新舊難和的比喻

36 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

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

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

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

37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

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

袋也就坏了。

38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

39 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

的好。

耶稣帶來的教訓在本質上是全新的，不適

合于那些法利賽人，文士和律法師的舊觀

念與舊傳統（如︰強迫禁食）。 我們要

保持柔軟的心，接受耶稣帶來的全新的信

息和國度。喝慣了陳酒的人，以舊有的爲

滿足，甚至連嘗一口新酒也 不肯。這是

主在責備不肯接受新真理的猶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