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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6 章         經文六 1～49  

背景 

主耶穌在講道中，也在醫病、趕鬼時，宣告神國的臨到，宣揚神國的福音，並且宣告

祂就是「基督」的身分。此時祂要選立神國的使徒，並要教導他們福音的資訊。第六

章「平原寶訓」中，主耶穌論到那些自知貧窮，饑餓、哀哭的人，為主受逼迫的人是

有福的。這篇講章和馬太福音五～七章的登山寶訓很像，應該是主耶穌兩篇相似但不

同場合的講章。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你有遇過運氣好的人/有福氣的人嗎？為什麼你認為他是運氣好的人/有福氣的人？如

何能一直維持這樣的好運氣/好福氣？這些人的心中是否有真正的平安？ 

分段 

一、 安息日的主（六 1～11） 

二、 新時代的開始-耶穌揀選十二門徒（六 12～16） 

三、 新時代的方向及原則- 論福，論禍（六 17～36） 

四、 關於論斷人，責人之心責己（六 37～42）  

五、 兩種果樹，兩種根基（六 43～49） 

一． 安息日的主（六 1～11）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耶穌的門徒，法利賽人，手枯的

人，文士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加利利 

何時? 安息日 

何事? 由兩件事件宗教領袖對耶穌的反對：1）

在安息日耶穌的門徒掐了麥穗，用手搓著

吃。2）在安息日耶穌治好手枯的人。 

何因? 耶穌闡明安息日的真正意義 

如何? 耶穌的門徒在安息日掐麥穗，並用手搓著

吃；耶穌在安息日醫治手枯的人 

何果? 耶穌是安息日的主，祂教導眾人安息日的

真意 

解釋 

 

是什麼意

思 What? 

為什麼這

樣 Why? 

有什麼影

響

Wherefor

十誡的第四條說安息日不可作工，目的在

規範人不要無限制追逐物質、財富，不可

讓工作成為轄制人的惡魔，這一天要一起

來敬拜神、獻上感恩。但法利賽人死守字

句，將帶給人自由的誡命變成束縛人的教

條，詳細地規範安息日不可以作什麼，甚

至不可以看病、醫病。  

 

1. 耶穌以猶太人所尊崇的大衛王的故事

駁斥他們，不可食古不化，誡命是要

使人得自由的，不是要捆綁人的，況

 

 

 

 

 

 

 

 

1. 1～5節在這一個安息日，門徒作了什

麼事？法利賽人又如何批評他們？耶

穌如何反駁他們？這代表什麼意思？  

參 申 5:12-15 

 

 

 

 

 

 

 

參 太 12:1-8 

  可 2:23-3:6 

     撒上



路加福音 

Luke Chp06_revised                                                                                              2 of 8 

e? 

字詞原

義、說明

背景、上

下文思

路、因果

關係、模

擬和對

比。 

 

 

且我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意義應

該由我來詮釋，這是令猶太人驚嚇的

宣稱，等於宣告祂是神。  

2. 6～11節 

a. 法利賽人極力要除去耶穌，他們

要找到更多把柄。但耶穌似乎更

要糾正他們的錯誤，也不讓他們

阻擋祂的愛心行動。  

b. 耶穌「吩咐」那人「伸」出手

來，並沒有碰他，這人憑信心伸

出手來就得醫治。  

c. 他們怒不可遏，決心一定要處治

耶穌。 

 

 

 

2. 6～11節 

a. 另一個安息日，耶穌講完道，遇

見一個手枯乾的人，文士、法利

賽人作了什麼？這反映他們是怎

樣的心態？  

b.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仍然要醫

治他，耶穌如何醫治他？這人如

何顯出他的信心？  

c. 法利賽人的反應如何？ 

21:3-6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在我們的生活中（尤其在教會、團契生活

中）不知不覺中，我們是否陷入形式和習

慣中，而忘記一切背後的“主”？我們是

否瞭解律法的真意？ 

 

應用  在你跟隨耶穌的道路上，你感覺你變得更

加自由地愛他人，或變得更加被宗教規則

限制？為什麼？ 

我們如何經歷“安息日的主”？祂是賜安

息的主嗎？在祂裏面我們得享安息？ 

 

二． 新時代的開始-耶穌揀選十二門徒（六 12～16）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十二門徒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加利利 

何時? 加利利傳道時期，整夜禱告之後 

何事? 耶穌挑選十二門徒 

何因? 在跟隨耶穌的人中挑選出十二門徒，讓他

們跟著祂，訓練他們 

如何? 挑選十二門徒 

何果? 稱他們為使徒 

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Why?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

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1. 耶穌單獨、通宵、到山上整夜禱告，

祂很謹慎地挑選十二門徒。  

2. 耶穌的門徒中有幾位漁夫、有稅吏，

還有革命分子（奮銳黨）。 

 

3. 以色列有十二個支派，十二使徒的揀

選是一個新的屬人子時代的開始。門

徒有三個意義：1）要門徒常與自己同

在（可 3:14）2) 門徒的意思是指學

習的人。他們便是那些不斷的從耶穌

身上學習，以求瞭解祂更多的人。基

督徒整個的生命，便是學習主的生

命；3) 耶穌選召他們作為祂的使徒。

使徒在希臘文的意思，是指奉派出去

的。 

1. 12節耶穌如何進行禱告？祂為什麼這

樣禱告？  

2. 13～16節耶穌挑選哪些人作使徒？你

知道當中幾個人的職業嗎（五 3、

10、27，利未就是馬太）？ 

3. 為什麼揀選十二個門徒？耶穌挑選門

徒是什麼意義？ 

參 可 3:13-19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門訓是耶穌事工的第一優先，耶穌先整夜

禱告之後才挑選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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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對事

物 

應用  我們在任何事工之前有沒有禱告？為什

麼？ 

 

三． 新時代的方向及原則- 論福，論禍（六 17～36）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十二個門徒，許多門徒，許多百

姓，來聽道的，被鬼纏磨的，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加利利 

何時? 加利利傳道時期，挑選十二個門徒之後 

何事? 耶穌教導門徒 

何因? 雖然有許多其他的人在耶穌身邊，耶穌面

對著剛剛挑選的門徒，教導他們 

如何? 一個屬神的人如何看“福”及“禍”？耶

穌要求門徒在生活行為上的表現 

何果? 耶穌對門徒不但是言教，而且是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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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思

路、因果

關係、模

擬和對

比。 

 

 

 

1. 聽眾有門徒、百姓、有病的、被鬼附

的等。但 20節，耶穌似乎主要是針對

門徒講的。  

2. 一般人認為大富貴、快樂、受人歡迎

才是有福氣，但耶穌卻說：貧窮、饑

餓、哀哭等才是有福。耶穌的意思應

該是指：人若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貧

窮、饑餓，常得罪神，並因此常為罪

哀哭，這樣的人是有福的，因為神的

國是他的。  

3. 相對的，那些自以為在神面前是富足

的、飽足的、喜笑的，就有禍了，因

得不著神的國。 

4. 一般人對待仇敵是採取報復主義，耶

穌卻要求門徒要愛仇敵、善待敵人、

祝福咒詛的，為淩辱的禱告。原則：

愛、善待仇敵；願意人怎樣待你，你

就怎樣待人；像天父一樣慈悲。因為

天父恩待那忘恩和作惡的，就是我

們，我們也該效法祂。其實，單為了

自己，也不要報復，因為懷恨會扭

曲、殘害自己，至終傷害了自己。  

5. 聖經中的「愛」，包含著公義，因此

「愛仇敵」並不意味姑息、縱容罪

惡，而是公義地制裁犯罪者，但希望

他更好，而不是報復、咒詛。 

1. 17～20節上來聽講道的有哪幾種人？

耶穌主要針對哪種人講？  

 

2. 20節下～23節一般世人認為怎樣的人

有福氣？耶穌認為怎樣的人是有福氣

的？耶穌的意思是什麼？  

 

 

 

 

3. 24～26節哪些人是有禍了？為什麼？

耶穌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4. 一般的人如何對待仇敵？耶穌要求門

徒如何對待仇敵？有哪些原則？為什

麼要愛仇敵？  

 

 

 

 

 

 

5. 耶穌的教訓和「不抵抗主義」有什麼

不同嗎？ 

 

參 太 4:24-

5:48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天國的價值觀與地上的價值觀互相的對

比。耶穌的教導與今日媒體所宣傳的禍福

有何不同？ 

勝過仇恨的方法就是愛，從神而來的愛 

 

應用  我們生命中的期待是追求人子教導我們永

恆的價值？還是現今的滿足？ 

耶穌要我們如何對待我們的仇敵或是難相

處的人？我們做得到嗎？為什麼？ 

 

四． 關於論斷人，責人之心責己（六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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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十二個門徒，許多門徒，許多百姓，

來聽道的，被鬼纏磨的， 

  

何地? 加利利 

何時? 加利利傳道時期，挑選十二個門徒之後 

何事? 耶穌教導門徒 

何因? 雖然有許多其他的人在耶穌身邊，耶穌面對

著剛剛挑選的門徒，教導他們 

如何? 一個屬神的人如何看“福”及“禍”？耶穌

要求門徒在生活行為上的表現 

何果? 耶穌對門徒不但是言教，而且是身教 

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Why?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

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1. 論斷是站在神的立場判斷人、並定人的

罪，且不饒恕。不要論斷人，是知道自

己也是罪人，帶著謙卑、饒恕，辨別是

非。原文的時態顯示耶穌禁止人有「論

斷批評別人的『習慣』」，而不是不准

有自己的意見或不准下判斷。下文「定

罪」也是如此。 

2. 肯饒恕他人的人，因為他已經得著了神

的饒恕。1）耶穌用一幅升鬥的圖畫保證

當我們願意饒恕，我們有十足的回報。

2）學生不會超越老師。要清楚所跟隨的

是正確的老師和領袖。3）別人眼中的

刺，自己眼中的梁木。不應該過分看別

人的罪，卻忽略了自己本身的罪。我們

常常將自己的錯誤合理化，卻指責別人

同樣的錯誤。一個眼中有梁木的人也不

能糾正一個眼中有刺的人。 

耶穌用量鬥、瞎子、學生與老師、眼中

的刺與樑木，四個比喻，耶穌以這些比

喻教導門徒：善待別人，別人也會善待

你；基督門徒要明白真理，否則只會將

人帶錯路；要效法基督；律己要嚴，待

人以寬。  

1.「論斷」是什麼意思？論斷和辨別是非

有什麼不同？  

 

 

 

 

 

2.38～42節耶穌用了哪幾個比喻？比喻的

重點為何？  

參 太 7:1-5 

    可 4:24-

25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不是根本不要辨別是非，而是帶怎麼樣的

心態去指正人、幫人忙（去掉眼中的

刺）﹔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真正曉

得別人的需要後才能幫助人 

 

應用  若是周圍有人需要幫助或者是改正，應以

什麼心態，態度，方式來面對？來指正？ 

 

五． 兩種果樹，兩種根基（六 43～49）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十二個門，周圍聽道的人   

何地? 加利利 

何時? 加利利傳道時期，挑選十二個門徒之後 

何事? 耶穌教導門徒要效法祂 

何因? 耶穌用比喻讓門徒更深的瞭解祂的教導 

如何? 聽了耶穌的教導要去力行 

何果? 聽了道去行的就像房子蓋在磐石上非常穩

固，聽了道不去行的就像房子蓋在沙土上

會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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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Why?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

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1. 人的行為能反映出我們真實的信念，

態度及動機。心裏所充滿的，必定會

從言語和行動中顯露出來。 

2. 人要注意自己生命的品質，要表裏一

致。 生命處於平靜時，根基是否穩固

似乎不大重要，但是，危機來臨時，

我們的根基便會受到考驗。我們要以

主的話作為生命的根基，且遵行，才

不致被世界的潮流衝垮。 

1. 43～45節主耶穌用樹與果子來比喻什

麼？  

 

2. 46～49節兩等根基的比喻，重點又是

什麼？ 

 

參 太 7:15-27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耶穌提到一個人本質如何，行出來也必如

何。我們可以看一個人遵行上帝的話的程

度，就能知道這個人到底有沒有真心跟隨

主。 

 

應用  讓我們想一想，你我真的是跟隨主的人

嗎？我們聽了神的話，有沒有遵照去行？ 

 

 

總結經訓 

人子來，帶來新時代，帶給人真正的安息。跟隨人子的人，要遵照神的話去行，活出神的生命，不僅得

到從天上來的“福”，更是得到真正的安息。我們有沒有接受安息日的主為我們的主？有沒有得到在祂

裏面真正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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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 六  章        經文  六  1～ 49 

*詩歌：   

*禱告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主耶穌在講道中，也在醫病、趕鬼時，宣告神國的臨到，宣揚神國的福音，並且宣告

祂就是「基督」的身分。此時祂要選立神國的使徒，並要教導他們福音的資訊。第六

章「平原寶訓」中，主耶穌論到那些自知貧窮，饑餓、哀哭的人，為主受逼迫的人是

有福的。這篇講章和馬太福音五～七章的登山寶訓很像，應該是主耶穌兩篇相似但不

同場合的講章。 

*引題：  

你有遇過運氣好的人/有福氣的人嗎？為什麼你認為他是運氣好的人/有福氣的

人？如何能一直維持這樣的好運氣/好福氣？這些人的心中是否有真正的平安？ 

*討論題目： 

一、安息日的主（六 1～11） 

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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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在這一個安息日，門徒作了什麼事？法利賽人又如何批評他們？耶穌如何反駁他們？這代表

什麼意思？  

3. 6～11節 

a. 另一個安息日，耶穌講完道，遇見一個手枯乾的人，文士、法利賽人作了什麼？這反映他們是

怎樣的心態？  

b.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仍然要醫治他，耶穌如何醫治他？這人如何顯出他的信心？  

c. 法利賽人的反應如何？ 

歸納  

在我們的生活中（尤其在教會、團契生活中）不知不覺中，我們是否陷入形式和習慣中，而忘記一切背

後的“主”？我們是否瞭解律法的真意？ 

應用 

1. 在你跟隨耶穌的道路上，你感覺你變得更加自由地愛他人，或變得更加被宗教規則限制？為什麼？ 

2. 我們如何經歷“安息日的主”？祂是賜安息的主嗎？在祂裏面我們得享安息？  

二、 新時代的開始-耶穌揀選十二門徒（六 12～16） 

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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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節耶穌如何進行禱告？祂為什麼這樣禱告？  

3. 13～16節耶穌挑選哪些人作使徒？你知道當中幾個人的職業嗎（五 3、10、27，利未就是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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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什麼揀選十二個門徒？耶穌挑選門徒是什麼意義？ 

歸納  

門訓是耶穌事工的第一優先，耶穌先整夜禱告之後才挑選門徒。 

應用 

我們在任何事工之前有沒有禱告？為什麼？ 

三、 新時代的方向及原則- 論福，論禍（六 17～36）  

讀經：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17～20節上來聽講道的有哪幾種人？耶穌主要針對哪種人講？  

3. 20節下～23節一般世人認為怎樣的人有福氣？耶穌認為怎樣的人是有福氣的？耶穌的意思是什

麼？  

4. 24～26節哪些人是有禍了？為什麼？耶穌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5. 一般的人如何對待仇敵？耶穌要求門徒如何對待仇敵？有哪些原則？為什麼要愛仇敵？  

6. 耶穌的教訓和「不抵抗主義」有什麼不同嗎？  

歸納  

1. 天國的價值觀與地上的價值觀互相的對比。耶穌的教導與今日媒體所宣傳的禍福有何不同？ 

2. 勝過仇恨的方法就是愛，從神而來的愛 

       應用 

1. 我們生命中的期待是追求人子教導我們永恆的價值？還是現今的滿足？ 

2. 耶穌要我們如何對待我們的仇敵或是難相處的人？我們做得到嗎？為什麼？ 

四、 關於論斷人，責人之心責己（六 37～42）  

讀經： 

觀察/解釋 

1. 「論斷」是什麼意思？論斷和辨別是非有什麼不同？  

2. 38～42節耶穌用了哪幾個比喻？比喻的重點為何？ 

歸納  

不是根本不要辨別是非，而是帶怎麼樣的心態去指正人、幫人忙（去掉眼中的刺）﹔要先去掉自己眼中

的梁木，真正曉得別人的需要後才能幫助人 

       應用 

若是周圍有人需要幫助或者是改正，應以什麼心態，態度，方式來面對？來指正？ 

五、兩種果樹，兩種根基（六 43～49）  

讀經： 

觀察/解釋 

1. 43～45節主耶穌用樹與果子來比喻什麼？  

2. 46～49節兩等根基的比喻，重點又是什麼？ 

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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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提到一個人本質如何，行出來也必如何。我們可以看一個人遵行上帝的話的程度，就能知道這個人

到底有沒有真心跟隨主。 

       應用 

讓我們想一想，你我真的是跟隨主的人嗎？我們聽了神的話，有沒有遵照去行？ 

 

*總結經訓   

人子來，帶來新時代，帶給人真正的安息。跟隨人子的人，要遵照神的話去行，活出神的生命，不僅得

到從天上來的“福”，更是得到真正的安息。我們有沒有接受安息日的主為我們的主？有沒有得到在祂

裏面真正的安息？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