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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12章        經文十二 1～59  

背景 

解經家摩根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看法, 他建議把11:37 – 13:9 看作是連續發生的事

件. 耶穌本來在一個法利賽人家，祂嚴厲地以六重禍害來譴責法利賽人、律法師和文

士。11:53耶穌出去的時候，他們暴戾式地「極力的催逼他，引動他多說話」。這時有

許多人聚集，「甚至彼此踐踏。」於是 

1.     耶穌開口教導他的門徒（12:1-12）。 

２．「眾人中有一個人」打岔，他就回答那人（12:13-21）。 

３．他繼續教導他的門徒（12:22-40）。 

４．彼得打斷他的話，他就回答彼得（12:41-53）。 

５．又對百姓講話（12:54-59節）。 

６．另一次的打岔，以及他的答復（13:1-9）。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請幾位組員分享一下他們在世上最寶貝的是什麼? 

分段 

一、主警戒門徒（十二1～12）  

二、積財寶在天 （十二 13～34）  

三、警醒與忠心（十二 35～48）  

四、 信與不信的紛爭，悔改或滅亡（十二 49～十三 9） 

一. 主警戒門徒（十二 1～12）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 門徒們 , 法利賽人,律法師和文士

們, 上萬的民眾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是在怎樣一個場面

下？ 

3. 耶穌說這段話的對象是誰? 

 

 

何地? 在猶太地, 出了法利賽人的家 

何時? 在耶穌後期的傳道生涯中 

何事? 在一個混亂的場合中,領導階層對他滿懷

敵意，群眾興致勃勃的場面下。 

何因? 耶穌的門徒困惑,為難,害怕 

如何? 耶穌當著眾人的面先對門徒說話，他明明

知道眾人可以聽到他的談話 

何果? 堅固並安慰門徒們的心 

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Why?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

１.1-3節:“酵”是說到緩慢的, 不知不

覺地, 持續不斷的滲透. 在這裏法利賽

人的酵是假冒為善. 假冒為善的技巧, 

就是把某些東西隱藏起來. 但這一切隱

藏的惡, 例如: 掩蓋的事, 在暗中,內

室/儲藏室(隱密處)所說的, 這些假面

具將來都會被揭開, 在審判台前一 切

都會被人知道. 

２.4-7節: 耶穌以朋友相稱, 來鼓勵安慰

門徒們. 是的, 逼迫要來, 甚至會有殺

生之禍. 但不要懼怕那些只能殺傷身體

1. 耶穌為什麼如此慎重地警告門徒們要

防備法利賽人的“酵”？ 

 

 

 

 

 

2. 麻雀是當時窮人家的食物, 兩隻賣一

分錢, 買四送一, 所以五隻賣兩分

錢. 但主連那只奉送的, 祂也不忘

記. 這個比喻的重點在那裏? 與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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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的, 卻要以敬畏神為首要, 因祂是那位

終極的審判官, 有絕對的權柄, 在人肉

身死亡後, 把罪人丟到永恆的地獄裏. 

更何況這位大而可畏的神, 極其寶貴屬

祂的人, 就是耶穌的門徒們.  

３.8-10節: 因此當人逼迫你們否認耶穌

時, 你們若承認祂是你的主,你的神, 

將來在主寶座前, 祂也認你為屬於祂

的. 一個人若是執意拒絕聖靈在自己身

上的工作或心中的感動, 或認定聖靈的

工作與大能是出於鬼魔(見路 11:15), 

那麼因著這人的拒絕主, 他也被主拒

絕, 永遠得不到祂赦罪的恩典. 

４.11-12節: 當逼迫來臨時, 耶穌的門徒

們可能會被強迫帶到宗教的場所,官府

的裏面,或有權有勢的人面前, 因自己

的信仰受審問. 但主耶穌在此, 已預先

應許, 聖靈必會及時指教應說的話, 作

出大有能力的見證, 只要門徒堅持敬畏

神(4-5節),相信神的慈愛與保守(6-7

節), 認祂(8-10節)是主,是神. 

的門徒們, 有什麼關係? 與我們今天

這些信靠主的人, 有什麼關係? 

 

 

3. 褻瀆聖靈到底是什麼樣的罪? 有人忐

忑不安, 生怕自己無意中犯了這樣的

罪, 就不被主赦免了. 這樣的擔心是

需要的嗎? 

 

麻雀的比喻, 

參太 6:26 

 

 

 

 

 

 

參可 3:28-19 

 

 

參路 11:15 

 

參徒 18:9-10; 

23:11 

可參考以下數

人的見證: 彼

得(徒 4:8-12), 

司提反(徒 7:2-

53), 保羅(徒

22:3-21; 

24:10-21; 徒

26:2-23)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耶穌知道逼迫必要來到, 也看出門徒們的

害怕, 就預先在這裏堅定他們的心. 叫他

們知道將來審判死人活人的主, 才是大而

可畏的. 一切人的虛假, 將來都會顯明出

來, 主必保守那些堅持信仰到底、屬祂的

人, 並給他們應說的話, 在逼迫中因主的

大能作見證. 我們也曾讀過曆世歷代以來

許多聖徒的見證, 證明主的應許是真實

的. 

 

應用  今天如果有人嘲笑我們的信仰, 甚至有逼

迫, 根據本段耶穌的教導, 我們應懷什麼

樣的心志? 如何來面對? 

 

二. 積財寶在天 （十二 13～34）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 門徒們 , 法利賽人,律法師和文士

們, 上萬的民眾, 問問題的一個人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請一位弟兄或姊妹用幾句話, 說一

下財主的比喻及它的重點.  

 

何地? 在猶太地 

何時? 出了法利賽人的家之後 

何事? 耶穌教導門徒和眾人, 要將人生的重心放

在有永恆價值的事上 

何因? 有一個人要耶穌為他分家產 

如何? 耶穌藉此引出一個重要的話題 

何果? 門徒和眾人們因此學習到神所看重的事 

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1.  13-15節: 這人把耶穌當作是地上的

一位審判官,打個岔，並對耶穌作出請

求，其實可能想要從他兄長的家業裏, 得

到一些東西。主表明祂的身份是遠超于世

人所想像的, 又點出了眾人(眾人或解作

是這人與他的兄長)的“貪心”– 就是心

1. 在無知財主的比喻中, 人生的掌控權

到底在誰的手中?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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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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物質所控制。人們把他們的生活和物質

緊緊相連，卻情願與神分離。所以耶穌

說，一個人的生命(是否得永生), 並不在

乎家道是否豐富。 

2.  16-21節: 在讀這個無知富人的比喻

時,請注意這人的話「我的出產……我的

倉房……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我的靈

魂。」(好大的自我!) 再看看神如雷聲的

警告「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

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這

段話充滿了憐憫，也具有無限的諷刺。 

3.  22-28節:主以烏鴉和百合花的比喻, 

溫柔的教導門徒不要作無謂的憂慮,只關

心吃穿的事, 這乃是不認識主的人，所擔

心追求的事物.  要先求神的國, 就是 

(1)讓神在自己心中掌權, 以完成神的心

意為生命中最緊要的事;  (2)傳揚主的

道, 使眾人也得到神國的應許, (3)能在

神永恆的國度裏, 得到獎賞(路 22:29-

30). 32節再次鼓勵門徒們不要懼怕(還記

得萬人擁擠, 危機四伏的景象? 11:53-

12:1). 33節所提到變賣所有的賙濟人,乃

是鑒察人心的主,看在人裏面是否真正願

意遵守主道, 為主捨棄世上的一切.  

4.  與萬人相比, 門徒們真的只是一小群

(32節), 但主要保守他們, 並使這小群不

斷在歷史中增長, 使得報好消息(福音)的

人, 成了大群. 

 

 

 

 

2. 主如何以烏鴉和百合花的比喻來安

慰、鼓勵門徒們? 

 

 

 

 

 

3. 什麼是先求神的國? 請舉例說明. 

 

 

 

 

 

 

 

 

 

 

 

4. 在徒 2:44-47中, 我們看到當時的信

徒們果真都賣了田產, 凡物公用. 但

我們並沒有看到, 這件事成了歷代主

的教會中必行的事. 請參考路 12:16-

34, 來看主在這裏所說“變賣所有的

賙濟人”的真正含意. 

參徒 5:3-4 

 

 

 

 

  

 

 

 

 

 

 

 

 

 

 

 

 

 

 

 

 

參太 13:31-32; 

33-35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耶穌借著一個貪心人所問的問題, 引出這

篇非常重要的教導, 叫我們內省, 是否願

意信賴主的應許，祂在生活中必供給我

們, 而願意在凡事上以祂的旨意為優先. 

 

應用  你在世上最寶貝的是什麼? 這份寶貝若是

與永生來比的話(若永恆真的存在), 那個

會更寶貴一些? 為什麼? (這個問題的本

意, 不是在辯論是否有永恆, 而是如果真

有永恆, 什麼會是最重要的.) 

 

三. 警醒與忠心（十二 35～48）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 彼得和門徒們 , 法利賽人,律法師

和文士們, 上萬的民眾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一般作僕人的，有什麼本份和職責? 

 

 

 何地? 猶太地 

何時? 出了法利賽人的家之後 

何事? 耶穌繼續 13節打岔以前, 對門徒們的教

導 

何因? 教導門徒在這動亂、受逼迫的世代, 如何

自處 

如何? 耶穌以僕人,家主和管家三個比喻來教導

門徒們警醒等候主再來,為主在這世上作

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並順服主的托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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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果? 門徒們借著彼得的發問, 確認了這裏主對

他們和一切願作主門徒的人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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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段裏, 主用了三個比喻來表明以下

幾個重點: 

1.  根據主的教導, 凡跟隨主作主門徒的

人, 就有僕人的身份, 是服侍主的人. 

2. 35-38節講到僕人的比喻. 重點是在作

僕人的責任：「腰裏要束上帶，燈也要點

著……等候主人。」即保持警醒, 隨時預

備好等候主人返回.  

3. 39-40節家主的比喻, 著重在警醒等候

主的態度, 竭力保守主所託付給自己看顧

的. 

4. 42-48節管家的比喻, 更詳細地重複前

兩個比喻的重點, 作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不但照主人所託付給自己的職份, 按時候

分糧給家裏的人, 而且要與其他的僕人/

使女彼此相顧, 並過聖潔的生活(不追逐

吃喝醉酒). 一個新的重點是: 那些主耶

穌多賜恩賜,多給託付與認識主更深的僕

人, 主所要求的也更多. 對那些明知故犯

的人, 主的管教與責備也越多. 

 

 

1. 35-38節僕人的比喻, 耶穌教導的重

點是什麼?  

2. 39-40節家主的比喻, 耶穌教導的重

點是什麼?  

 

 

3. 42-48節管家的比喻, 耶穌教導的重

點是什麼?  

4. 誰是主的僕人? 那些全時間的傳道人

嗎? 那些團契小組帶領的同工嗎? 為

什麼? 

 

 

 

 

 

參太 25:1-13 

 

 

 

 

 

 

 

 

 

 

參弗 5:17-18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耶穌將祂對一切願意跟隨祂、作祂僕人的

要求教導給門徒們. 這段是講主將如何衡

量祂僕人的標準, 並未講到主的門徒, 如

何活出這些標準的密訣.  

 

應用  1. 作為主的僕人, 你以為最重要的是什

麼? 有什麼聖經中的根據?  

2. 你是否是主的僕人? 

 

四. 信與不信的紛爭，悔改或滅亡（十二 49～十三 9）  

(留到十三章) 

總結經訓 

在一個混亂,人數重多的場合中, 耶穌看出跟隨祂的門徒們忐忑不安及懼怕的心, 趁時施教, 

教導門徒們不要懼怕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 世上有權有勢的人, 或擔憂吃不飽, 穿不暖; 只

要信我們的主必看顧祂的門徒, 先祈求祂的國降臨在人心中, 倚靠聖靈為主作見證, 在主的

家中忠心服侍, 使用自己所得的恩賜, 時刻預備好, 等候主的再來。在我們日用所需的事上, 

主必有供應；我們也會因此在主永恆的國度裏, 與祂一起坐席, 得主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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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 12 章        經文十二 1～59 

*詩歌：  

*禱告 

*讀經：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解經家摩根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看法, 他建議把11:37 – 13:9 看作是連續發生的事

件. 耶穌本來在一個法利賽人家，祂嚴厲地以六重禍害來譴責法利賽人、律法師和文

士。11:53耶穌出去的時候，他們暴戾式地「極力的催逼他，引動他多說話」。這時有

許多人聚集，「甚至彼此踐踏。」於是 

1. 耶穌開口教導他的門徒（12:1-12）。 

2.「眾人中有一個人」打岔，他就回答那人（12:13-21）。 

3. 他繼續教導他的門徒（12:22-40）。 

4. 彼得打斷他的話，他就回答彼得（12:41-53）。 

5. 又對百姓講話（12:54-59節）。 

6. 另一次的打岔，以及他的答復（13:1-9）。 

*引題： 

請幾位組員分享一下他們在世上最寶貝的是什麼? 

*討論題目： 

一、 主警戒門徒（十二 1～12）  

觀察/解釋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是在怎樣一個場面下？ 

3. 耶穌說這段話的對象是誰?  

4. 耶穌為什麼如此慎重地警告門徒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 

5. 麻雀是當時窮人家的食物, 兩隻賣一分錢, 買四送一, 所以五隻賣兩分錢. 但主連那只奉送的, 祂

也不       忘記. 這個比喻的重點在那裏? 與在場的門徒們, 有什麼關係? 與我們今天這些信靠主的

人, 有什麼關係? 

6. 褻瀆聖靈到底是什麼樣的罪? 有人忐忑不安, 生怕自己無意中犯了這樣的罪, 就不被主赦免了. 這

樣的擔心是需要的嗎? 

歸納  

耶穌知道逼迫必要來到, 也看出門徒們的害怕, 就預先在這裏堅定他們的心. 叫他們知道將來審判死人

活人的主, 才是大而可畏的. 一切人的虛假, 將來都會顯明出來, 主必保守那些堅持信仰到底、屬祂的

人, 並給他們應說的話, 在逼迫中因主的大能作見證. 我們也曾讀過曆世歷代以來許多聖徒的見證, 證

明主的應許是真實的. 

應用 

今天如果有人嘲笑我們的信仰, 甚至有逼迫, 根據本段耶穌的教導, 我們應懷什麼樣的心志? 如何來面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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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積財寶在天 （十二 13～34）  

觀察/解釋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請一位弟兄或姊妹用幾句話, 說一下財主的比喻及它的重點。 

4. 在無知財主的比喻中, 人生的掌控權到底在誰的手中? 為什麼? 

5. 主如何以烏鴉和百合花的比喻來安慰、鼓勵門徒們? 

6. 什麼是先求神的國? 請舉例說明. 

7. 在徒 2:44-47中, 我們看到當時的信徒們果真都賣了田產, 凡物公用. 但我們並沒有看到, 這件

事成了歷代主的教會中必行的事. 請參考路 12:16-34, 來看主在這裏所說“變賣所有的賙濟人”

的真正含意. 

歸納  

耶穌借著一個貪心人所問的問題, 引出這篇非常重要的教導, 叫我們內省, 是否願意信賴主的應許，祂

在生活中必供給我們, 而願意在凡事上以祂的旨意為優先. 

應用 

你在世上最寶貝的是什麼? 這份寶貝若是與永生來比的話(若永恆真的存在), 那個會更寶貴一些? 為什

麼? (這個問題的本意, 不是在辯論是否有永恆, 而是如果真有永恆, 什麼會是最重要的.) 

三、 警醒與忠心（十二 35～48）  

觀察/解釋 

１.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２.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３. 一般作僕人的，有什麼本份和職責? 

４.  35-38節僕人的比喻, 耶穌教導的重點是什麼?  

５. 39-40節家主的比喻, 耶穌教導的重點是什麼?  

６. 42-48節管家的比喻, 耶穌教導的重點是什麼? 

７. 誰是主的僕人? 那些全時間的傳道人嗎? 那些團契小組帶領的同工嗎? 為什麼? 

歸納 

耶穌將祂對一切願意跟隨祂、作祂僕人的要求教導給門徒們. 這段是講主將如何衡量祂僕人的標準, 並

未講到主的門徒, 如何活出這些標準的密訣. 

應用 

1. 作為主的僕人, 你以為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什麼聖經中的根據?  

2. 你是否是主的僕人? 

四. 信與不信的紛爭，悔改或滅亡（十二 49～十三 9）  

(留到十三章) 

*總結經訓   

在一個混亂,人數重多的場合中, 耶穌看出跟隨祂的門徒們忐忑不安及懼怕的心, 趁時施教, 教導門徒

們不要懼怕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 世上有權有勢的人, 或擔憂吃不飽, 穿不暖; 只要信我們的主必看顧

祂的門徒, 先祈求祂的國降臨在人心中, 倚靠聖靈為主作見證, 在主的家中忠心服侍, 使用自己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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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 時刻預備好, 等候主的再來。在我們日用所需的事上, 主必有供應；我們也會因此在主永恆的國

度裏, 與祂一起坐席, 得主的獎賞．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