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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2 章        經文二 1～二 52 

背景 

路加以三個平凡的人被神揀選，開始述說救恩的故事，耶誕節的故事。我們看見人性

的真實，他們會懷疑、不信，我們也看見因著他們的順服，神的旨意得以施行，他們

的（人的）生命也被提升。影響人類最重要的兩位嬰孩誕生了。神開始施行救恩，主

基督耶穌的降生。我們也看到，主在童年時對父母的順從。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當你有一件好消息？你馬上想要做的是什麼？（舉例） 

 若是有人告訴你，你的孩子將會成為一個非常特殊的人，有能力，有權柄，人類因他

而得福。你心裏感受如何？你會如何教養這個特殊的孩子？ 之後，又有人告訴你，你

將為了你的孩子心要被刀刺透，你的感受如何？ 

分段 

一、 耶穌降生（二 1～7） 

二、 天使報喜信，牧人朝拜聖嬰耶穌（二 8～20）  

三、 孩童耶穌（二 21～52）  

 

一、 耶穌降生（二 1～7）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眾人，約瑟，馬利亞，嬰孩耶穌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參 太 1:18-25 

 

 

何地? 伯利恒 

何時? 該撒亞古士督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是

居裏扭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 

何事? 耶穌誕生的經過 

何因? 神應許的救主耶穌降生了 

如何? 耶穌降生在伯利恒的馬槽裏 

何果? 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馬利亞生了頭生的

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 

解釋 

 

是什麼意

思 What? 

為什麼這

樣 Why? 

有什麼影

響

Wherefor

e? 

字詞原

義、說明

背景、上

二章 1節的「該撒亞古士督」現譯為「凱

撒奧古士督」，是當時的羅馬皇帝。報名

上冊就是報戶口，目的是為了徵稅，一定

要回本籍申報，這就應驗了舊約預言：耶

穌一定要生在伯利恒。  

 

1. 路加記載該撒亞古士督在居裏扭作巡

撫時，下令全國人口普查，一方面是

「按次序」記載，同時也表達神是歷

史的主。  

2. 6節  在夜間，耶穌生在伯利恒一家

旅店的馬槽。腓 2:6-7 “他本有神的

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

的樣式。” 救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

是为了表明他的谦卑、舍己（腓 2:6-

 

 

 

 

 

 

1. 1～5節 耶穌降生時，路加記載了哪

些歷史背景？他記這些的目的、意義

是什麽？  

 

2. 6～7 節 世人的救主──基督耶穌，

降生在什麽時間、地方？為什麼神要

降生在這麼小的城裏甚至在卑微的馬

槽裏？與你，我的出生有沒有不同？ 

 

 

 

 

 

 

 

 

參 彌 5:2 

有關伯利恒的

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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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思

路、因果

關係、模

擬和對

比。 

7）和对世人的爱。这与你我的出生最

大不同在于：耶稣的出生是上帝在永

恒中的旨意和启示，他比世人都尊

贵，而他出生的方式却比众人更卑

微。 

3. 人们无法接受这种弥赛亚降生的方

式，充分彰显了上帝奇妙的爱和旨意

非人所能测度，也让我们看见天国和

世界价值观的本质性差别，正所谓

“天上人间之别”！ 

4. 上帝的道成肉身没有排除人类软弱无

助的婴孩阶段，这彰显出荣耀尊贵的

上帝对人类完全的爱与认同，也让我

们确信耶稣基督的人性是非常完整而

丰满的。 

5. 這對夫妻要忍受拿撒勒人的閒言閒

語，可能的殺身之禍等。 

 

 

 

 

 

 

3. 人的期待與神的作為。榮耀君王生在

馬槽，怎麼與人所期望的不同？ 

 

 

 

4. 為什麼神道成肉身要從嬰兒開始？並

且要經過成長的過程？ 

 

 

5. 我們發現約瑟、馬利亞對神極其順

服 ，但也付出代價。你認為他們要付

出哪些代價？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本段经文应验了约七百年前先知弥迦的预

言，弥赛亚的诞生地将是小城伯利恒

（《弥迦书》5:2）。此外，耶稣在法理

上是大卫的子孙，他诞生在大卫之城伯利

恒也实现了上帝对大卫王的应许——“你

的家和你的国，比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

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撒下

7:16） 

 

應用  

 

 

 

1. 我們信神，是否覺得自己的期望常與

神所行的大不同？ 

2. 你曾經因為要順服神而付出過什麽代

價？因此領受什麽意外的恩典？ 

3. 耶穌降生在馬槽裏，客店沒有地方給

耶穌，你我的心中有沒有給耶穌的地

方? 

 

 

二、 天使報喜信，牧人朝拜聖嬰耶穌（二 8～20）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牧羊人，主的使者，大隊天兵，約瑟，馬

利亞，嬰孩耶穌，聽牧羊人說話的人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伯利恒，伯利恒的野地 

何時? 耶穌誕生的夜間 

何事? 天使報喜信給牧羊人，牧羊人朝拜聖嬰 

何因? 神應許的救主耶穌降生了 

如何? 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何果? 天使向着野地看守羊群的牧羊人報告大喜

的資訊。並讚美神“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牧

羊人往伯利恒去看所成就的事，將天使的

話傳開來。 

解釋 

 

是什麼意

1. 牧羊人（是身份低微的人）聽了天使

報的喜信，到伯利恒來祝賀耶穌的誕

生。馬太福音記載三博士（是有地位

1. 世人的救主──基督耶穌，降生時有

誰來祝賀？ 與馬太福音記載的有何不

同？ 

參 太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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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What? 

為什麼這

樣 Why? 

有什麼影

響

Wherefor

e? 

字詞原

義、說明

背景、上

下文思

路、因果

關係、模

擬和對

比。 

的人）來朝拜耶穌 。 

2. 天使稱祂是救主、是主基督。但祂卻

不生在帝王、將相之家，比所有人更

卑微，這正是祂來的目的：承擔世人

一切的苦難。  

3. 天使不是宣告賜下一位僕人，而是主

人，但祂不是暴虐的主人，卻是謙

卑、犧牲、拯救的主。人若願意順

服，反能經歷最大的喜樂。 

4. 我們對所看見、所經歷的事，應當存

在心裏，反復思想，才能「省悟」、

「明白」。 

 

2. 天使詩班是如何歌頌這位嬰孩？這樣

榮耀的主為什麽卑微地來到世上？  

 

 

3. 耶穌來是要作人類的「主」，主人是

要管治僕人的，信徒要順服、聽命於

祂，這樣的資訊，何「大喜」之有

呢？  

4. 馬利亞對所看見的，所聽見的為什麼

要反復思想？（1:29；2:19）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耶穌的降生是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

的。 

 

應用  1. 耶穌來，帶給你什麼？是大喜的信息

嗎？为什么对你是大喜的信息呢？ 

2. 你生命有了耶穌，可有與人分享？與

人分享的內容及感受是什麼？ 

 

 

三、 孩童耶穌（二 21～52）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祂的父母，西面，亞拿，親族，熟

識的人，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耶路撒冷，加利利（拿撒勒）， 

何時? 耶穌的童年 

何事? 耶穌成長的過程 

何因? 描述耶穌的成長過程，也就是描述祂人性

的方面。守割禮（21），守節（22，

41），以父的事為念（49），順從父母

（51） 

如何? 有神的恩在耶穌的身上 

何果? 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祂的心，都一

齊增長 

解釋 

 

是什麼意

思 What? 

為什麼這

樣 Why? 

有什麼影

響

2:22  滿了潔淨的日子： 生男孩，家居

33天；生女孩，家居 66天 

 

割禮：每一個男嬰都在出生後第八天接受

割禮和命名，割禮象徵著猶太人與外邦人

不同，他們與神有獨特的關係 

 

2:41提到「逾越節」，是猶太人為了紀念

神救他們出埃及的一個節日。 

 

 

 

 

 

 

 

 

 

 

 

參 利 12章 

 

 

參 路 1:59-60;           

創 17:9-11; 

利 12:3 

 

參 出 12: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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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for

e? 

字詞原

義、說明

背景、上

下文思

路、因果

關係、模

擬和對

比。 

1. 西面、亞拿的頌歌，一定更堅定約

瑟、馬利亞的信心，也讓他們更多認

識耶穌真正的身分。  

 

2. 西面預言身為母親的馬利亞將要看著

自己的兒子被祂要拯救的人拒絕和釘

死。 

3. 路加寫作的物件是希臘文化中的人，

他們崇尚高貴的人性 ，路加描述祂的

智慧、身量、神和人喜愛的心，都一

起增長。可能也用來平息對耶穌童年

的諸多神祕揣測。 

4. 「十二歲」：以色列男子到十二歲就

要預備自己在次年成為猶太宗教團體

中的一份子。到這年齡，就成了「律

法之子」，必須開始遵行「律例」。 

5. 通常在朝聖團中女子走前面，男子走

後面，所以馬利亞以為耶穌跟約瑟，

約瑟以為耶穌跟馬利亞。 

1. 21～40節 約瑟、馬利亞帶著嬰孩耶

穌到聖殿獻祭，遇見哪兩個人？他們

如何稱頌耶穌？這些話對約瑟、馬利

亞有什麽意義嗎？  

2. 西面對馬利亞的話，預言了什麼？馬

利亞聽了之後的感受如何？若你是馬

利亞，感受會是如何？ 

3. 41～52節 這是聖經中惟一一次描述

耶穌的童年，發生了什麽事？你認為

路加記載這個故事的目的是什麽？ 

 

 

4. 在猶太人，滿了十二歲有什麼意義？ 

 

 

 

5. 在回程的路上，為什麼耶穌的父母在

一天之後才發覺耶穌沒有跟他們一起

回去？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耶穌的成長過程：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

喜愛祂的心，都一齊增長（2:40,2:52） 

 

應用 神要我們基督徒成為世上的鹽，世上的光 1. 身為神子，耶穌沒有輕看作為人的家

庭責任。我們基督徒該如何看我們在

世上的人際關係及家庭責任？  

 

總結經訓  

1. 我們如何面對所看見的事、所經歷的事？為什麼要存在心理，反復思想？ 

2. 我們生命成長的表現是什麼？一個完整的人生是平衡的，耶穌在體格，智慧，社交和靈性上都有和諧的

發展，我們也應該重視這幾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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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 2 章         經文二 1～52 

*詩歌：   

*禱告 

*讀經：路加福音第二章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路加以三個平凡的人被神揀選，開始述說救恩的故事，耶誕節的故事。我們看見人性的真實，他們會懷

疑、不信，我們也看見因著他們的順服，神的旨意得以施行，他們的（人的）生命也被提升。影響人類

最重要的兩位嬰孩誕生了。神開始施行救恩，主基督耶穌的降生。我們也看到，主在童年時對父母的順

從。 

*引題： 

 當你有一件好消息？你馬上想要做的是什麼？（舉例） 

 若是有人告訴你，你的孩子將會成為一個非常特殊的人，有能力，有權柄，人類因他而得福。你心裏感

受如何？你會如何教養這個特殊的孩子？ 之後，又有人告訴你，你將為了你的孩子心要被刀刺透，你

的感受如何？ 

 

*討論題目： 

一、 耶穌降生（二 1～7）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2. 1～5節 耶穌降生時，路加記載了哪些歷史背景？他記這些的目的、意義是什麽？  

3. 6～7 節 世人的救主──基督耶穌，降生在什麽時間、地方？為什麼神要降生在這麼小的城裏甚至

在卑微的馬槽裏？與你，我的出生有沒有不同？ 

歸納  

1. 我們發現約瑟、馬利亞對神極其順服 ，但也付出代價。你認為他們要付出哪些代價？ 

2. 人的期待與神的作為。榮耀君王生在馬槽，怎麼與人所期望的不同？我們信神，是否覺得自己的期

望常與神所行的大不同？ 

應用 

1. 耶穌降生在馬槽裏，客店沒有地方給耶穌，你我的心中有沒有給耶穌的地方? 

2. 為什麼神道成肉身要從嬰兒開始？並且要經過成長的過程？ 

3. 你曾經因為要順服神而付出過什麽代價？因此領受什麽意外的恩典？ 

二、 天使報喜信，牧人朝拜聖嬰耶穌（二 8～20）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2. 世人的救主──基督耶穌，降生時有誰來祝賀？ 與馬太福音記載的有何不同？ 

3. 天使詩班是如何歌頌這位嬰孩？這樣榮耀的主為什麽卑微地來到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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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穌來是要作人類的「主」，主人是要管治僕人的，信徒要順服、聽命於祂，這樣的資訊，何「大

喜」之有呢？ 

歸納  

耶穌的降生是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應用 

1. 馬利亞對所看見的，所聽見的為什麼要反復思想？（1:29；2:19） 

2. 耶穌來，帶給你什麼？是大喜的信息嗎？你生命有了耶穌，可有與人分享？與人分享的內容及感受

是什麼？ 

三、 孩童耶穌（二 21～52）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2. 21～40節 約瑟、馬利亞帶著嬰孩耶穌到聖殿獻祭，遇見哪兩個人？他們各如何稱頌耶穌？這些話

對約瑟、馬利亞有什麽意義嗎？  

3. 西面對馬利亞的話，預言了什麼？馬利亞聽了之後的感受如何？若你是馬利亞，感受會是如何？ 

4. 41～52節 這是聖經中惟一一次描述耶穌的童年，發生了什麽事？你認為路加記載這個故事的目的

是什麽？ 

5. 在猶太人，滿了十二歲有什麼意義？ 

6. 在回程的路上，為什麼耶穌的父母在一天之後才發覺耶穌沒有跟他們一起回去？ 

歸納 

 耶穌的成長過程：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祂的心，都一齊增長（2:40,2:52） 

應用 

身為神子，耶穌沒有輕看作為人的家庭責任。我們基督徒該如何看我們在世上的人際關係及家庭責任？ 

 

*總結經訓   

1. 我們如何面對所看見的事、所經歷的事？為什麼要存在心理，反復思想？ 

2. 我們生命成長的表現是什麼？一個完整的人生是平衡的，耶穌在體格，智慧，社交和靈性上都有和

諧的發展，我們也應該重視這幾方面的發展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