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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1 章       經文一 1～80 

背景 

在耶穌降生之前，已經有四百年，神對猶太人沉默不語，那是一段黑暗的時期，猶太人成為

亡國之奴，忍受著異族的統治。當時，巴勒斯坦是羅馬帝國的殖民地，羅馬政府將她交給希

律王統治，他是一個殘暴的王，猶太人一直引頸以待預言中的彌賽亞降臨。神沒有忘記祂的

應許，世人的救主──耶穌，就要降生在世間。 

耶穌與施洗約翰的誕生及其他相關的記述都是相互對照的。例如天使向撒加利亞預言

施洗約翰的誕生（一章 8-23 節），是與天使向馬利亞預言耶穌降生相對照的（一章

26-38 節）；他們兩人的名字也在他們未出生之前已由天使宣告（一章 13、31）。路

加將施洗約翰和耶穌都列在先知的行列中，約翰 “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

的前面”（一章 17 節）；他的身份很超然，但約翰畢竟是先鋒，是 “至高者的先

知”（一章 76 節），而耶穌則是 “至高者的兒子”（一章 32 節）。耶穌有具備 

“以利亞心志能力”的施洗約翰作先鋒，也有在社會中不為人所重視的牧羊人宣告其

降生(二章 17 節)。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你的名字是誰取的或是你如何為你的孩子取名？有什麼意義嗎？一個人的名字是否可以影響一個

人的一生？ 

分段 

一、 引言（一 1～4）  

二、 預言施洗約翰誕生（一 5～25）  

三、 天使傳報耶穌降生，馬利亞與以利沙伯的相會（一 26～56）  

四、 施洗約翰誕生和成長（一 57～80）  

 

一.  引言（一 1～4）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提阿非羅大人，傳道的人，寫書的作者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本書的作者對於本書的介紹：書的資料來

源? 寫作方法? 寫作的目的? 

 

 

 

 

 

 

何地? 猶太以外之地寫書。描述中猶太地發生的

事 

何時? 耶穌升天之後 

何事? 作者記錄當時（在我們當中）發生的事 

何因? 知道所學的都是確實的 

如何? 詳細考察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 

何果? 路加福音一書給提阿非羅大人 

解釋 
 

是 什 麼 意 思

What? 

為 什 麼 這 樣

1. 一章 1節，“提阿非羅大人”。 “大

人”指有名望的官員。一章 4節，提

阿非羅似乎也很渴慕真道，而且很認

真。  

2. 一章 2節，“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

1. 在序言中，你看得出收信人是怎樣的

人嗎？  

 

 

2. “有好些人提筆作書”, 寫的是什

參考使徒行傳

1:1;所指的前

書就是路加福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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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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

見，又傳給我們的”。 

3. 路加 “從起頭都詳細考察”，表示他

小心謹慎地追蹤考究，務必使資訊準

確、完整。其目的是為了傳準確的福

音給提阿非羅。 為了傳福音，他費了

極大的功夫研究、考察，不僅 “定

意”─下定決心，且真的完成篇幅最

長的福音書。  “按著次序”─有系

統、有條不紊地陳明信仰。使“知

道”意思是知識加上知識，指不是表

面的知道。“所學之道是確實的”：

所受教的福音，真道，道理是真實

的，可靠的。 

麼？ 

 

3. 路加用怎樣的態度寫這封信？他寫信

的目的是什麽？ 

歸納綜合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服事的態度以及明確的目標  

應用 服事的態度；資訊的準確及完整 在神國事工的態度與行動上，路加給我們

什麽榜樣？ 

 

 

二.預言施洗約翰誕生（一 5～25）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撒迦利亞，主殿外面的眾百姓，主的使者

（加百列），以利沙伯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主殿 

何時? 猶太王希律 

何事? 天使預報施洗約翰的誕生 

何因? 天使向撒迦利亞顯現，告訴他，他的妻子

將懷孕生子 

如何? 天使告訴撒迦利亞，他的兒子要取什麼名

字，要如何教養，長大之後要做什麼 

何果? 撒迦利亞的妻子以利沙伯果然懷了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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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比雅班”：大衛時代起，祭司分 24

班，亞比雅班為第八班。按規例，每班祭

司服事時間是八天，從這安息日至下一個

安息日，每年輪值兩次。當時每班祭司約

有一千人。 

 

 “進殿燒香”：祭司職分中最尊貴的一

項，故必須『掣籤』。一生只有一次機會

可以得到籤進入聖殿，在金香壇上燒香。

（一個祭司可能一生都沒有抽到籤） 

 

 “拿細耳人”淡酒，濃酒都不可喝，就

是歸主的意思 

 

名字的意思： “撒加利亞”是：耶和華

記念。 “以利沙伯”是：神的誓約。 

“約翰”是：主的恩惠；神滿有恩典、憐

憫。 

 

1. 撒迦利亞是一個祭司，也是一個義人

─完全遵守誡命。老而無子。 在當時

 

 

 

 

 

 

 

 

 

 

 

 

 

 

 

 

 

 

1. 5～10節 撒迦利亞及以利沙伯是怎

樣的人？老而無子，會是怎樣的心

情？ 對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有否不

參代上 23:13;

代上 2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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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中尤其對以利沙伯是一種恥

辱，甚至被認為是由神而來的一種懲

罰。 

2. “義人”是完全遵守誡命的人 

3. 約翰會是像以利亞先知，要行在主的

前面，為主預備百姓。 

4. 撒迦利亞不信老了還能生子，他向天

使要憑據，因為這實在超過他的經

驗。天使給了他一個憑據──啞巴，

可能因他正是用言語表達他的不信。  

同？他們面對的環境，是否影響他們

與神的關係？ 

2. 這裏如何定義“義人”？ 

3. 11～17節 神所應許的孩子─約翰，

會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的使命是什

麽？  

4. 18～25節 撒迦利亞對天使的顯現和

應許，他的反應是什麽？為什麽？天

使如何處罰他的不信？為什麽？ 

歸納綜合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是一個義人,是完全遵守誡命的人 

 

神的工作是透過人，神一直在找祂可以用

的人。可以為神用的人是怎樣的人？ 

 

應用 神今天依然在做（在人看來）不可能實現

的事！尋求神的話，安息在他的應許中。 

 

1. 你曾經懷疑過神嗎？是什麼事情你懷

疑？ 

2. 你生命中是否有什麽看似不可能的情

形、需要、危機、關係、態度、問

題、罪等等，你需要交托給神？。 

 

 

三.天使傳報耶穌降生，馬利亞與以利沙伯的相會（一 26～56）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天使加百列，馬利亞，以利沙伯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加利利的一座城，拿撒勒 

何時? 以利沙伯懷孕後的第六個月 

何事? 天使預報施洗約翰的誕生，馬利亞探望以

利沙伯 

何因? 天使向撒迦利亞顯現，告訴他，他的妻子

將懷孕生子 

如何? 馬利亞不明白天使的問安，感到驚慌，反

復思想；當天使預報她要懷孕生子，並告

訴她以利沙伯懷孕的事；這事堅固了馬利

亞，讓她願意接受，願意順服。之後，她

急忙去探望以利沙伯，更證實了是神的作

為，馬利亞唱出了“尊主頌” 

何果? 主對馬利亞所說的話都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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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加百列不單向撒加利亞，馬利亞顯

現，也曾在五百多年前向先知但以理顯現

（但 8:15-17; 9:21）。每次加百列出

現，必然從神那裏帶來重要的資訊。 

 

拿撒勒人，女人，貧窮人都是當時不被看

重的人，神仍然使用。 

 

 “耶穌”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的救

恩。希臘文是 “耶穌”，希伯來文是 

“約書亞”。 

 

1. 馬利亞住在拿撒勒，這時已經訂婚、

待嫁的童女， “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

什麽意思”表達她的謙遜，不知天使

何以稱她為蒙大恩的女子。 拿撒勒是

當時十分腐化的城。拿但業稱“拿撒

勒還能出什麼好的？”並不是地方小

 

 

 

 

 

 

 

 

 

 

 

 

1. 26～29節 馬利亞是怎樣的一個女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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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腐敗。 

2. 32～33 節 為大，至高者的兒子，為

王，他的國沒有窮盡。 

3. 34節，她很困惑，38節，但願意順

服。她是猶太婦人，若未婚懷孕，可

能被約瑟休掉，被人用石頭打死。  

4. 馬利亞尊主為大，願意完全順服神。

馬利亞的神是：救主、權能者、聖潔

的主、憐憫的神、大能者、信實的

神。 馬利亞樂意將自己生命配合神在

民族、歷史中的計畫。 

5.  

  撒迦利亞 馬利亞 

身分 祭司 平民  

工作 獻祭 家庭主婦 

地位 宗教領袖 中下階層 

態度 不信 順服 
 

 

2. 30～35節 天使如何預言她所要懷的

孩子？ 與撒迦利亞的有什麼異同？ 

3. 36～45節 馬利亞的反應如何？與撒

迦利亞有什麼異同？她順服的結果可

能要付出哪些代價？  

4. 46～56節 馬利亞如何回應神的旨

意？與撒迦利亞有什麼異同？她所認

識的神是怎樣的神？那是你所認識的

嗎？在讚美詩中，她為什麽提到國

家、民族？這代表怎樣的胸懷？ 

5. 試比較撒迦利亞和馬利亞，他們的身

分、地位、工作，對神的態度等，有

什麽不同的地方？這顯出怎樣的意

義？ 

歸納綜合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46～55節 馬利亞的讚歌“尊主頌”  

應用 1. 按當時文化，馬利亞可能才十五歲左

右，但她勇敢、謙遜、順服、信靠

神，將個人生命、前途全交託神 

2. 只要願意尊主為大，順服神的旨意，

都能事奉神，被神使用，與身分、地

位、能力並無直接關係.   

1. 從馬利亞身上，我們可以學到什麽榜

樣？若是今天神向我顯明祂在我身上

的計畫，我的反應會如何？  

2. 當我們規畫自己的前途時，撒加利亞

和馬利亞這兩個人物給我們怎樣的提

醒？  

 

 

四.施洗約翰誕生和成長（一 57～80）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以利沙伯，撒迦利亞，施洗約翰，鄰里親

族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猶大的一座城 

何時? 以利沙伯的產期到了 

何事? 施洗約翰誕生及撒迦利亞的讚歌 

何因? 神眷顧祂的百姓，為他們施行救贖。 

如何? 神賜給撒迦利亞，以利沙伯一個兒子 

何果? 施洗約翰誕生了，神與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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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希伯來人的慣例是在男孩出生後

八天給孩子行割禮，同時也為他命

名，並以父母的名字取名，撒迦利亞

夫婦的堅持，看出他們已全然順服。  

2. 撒迦利亞一能說話，馬上讚美神，這

一定是長期默想神的結果，當他認識

且順服神的旨意，明白兒子是神賜的

產業，就不像一般人以兒子為歌頌的

主角，而以神為物件。他的兒子因此

要帶給更多人祝福。 

1. 57～66節 約翰被取名字的情形和當

時的習慣有何不同？這代表什麽意

義？ 

 

2. 67～80節 一般人若老來得子，會如

何感恩？撒迦利亞如何讚美神，有哪

些重點？ 

 

參 賽 40:3-5 

參 瑪 3:1 

 

耶穌形容施洗

約翰是：點著

的明燈(約

5:35) 

 

歸納綜合 
對神、對己、 

 68～79節 撒迦利亞的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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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對事物 經歷過神信實的人，由心中讚美神 

 

應用 越認識神，就越認識自己，也越知道如何

面對神，自己，他人，事物 

你認為對神的認識，會如何提昇你的生

命？ 

 

 

總結經訓   

1. 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應許實現是透過人。神用怎樣的人？是一個“降服”神的人。人類中

最重要的兩位嬰孩的誕生經由三個平凡的人，他們有懷疑，有掙扎，有不安，有不信，但

最終他們降服了神，神的工作因此成就。神樂意使用任何階層的人完作其聖工，問題是：

願意順服，被神使用的人在那裏呢？我是否有對神降服的心志？ 

2. 聖經中多處提到了“新歌”： 

a) 應當向他唱新歌，彈得巧妙，聲音洪亮  詩 33:3  

b)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 詩 96:1 

c)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詩

98:1 

d) 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瑟向你歌頌 詩 144:9 

e) 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島和其上的居民，都當向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他  

賽 42:10 

f) 他們唱新歌，說：。。。  啟 5:9 

g) 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

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 啟 14:3 

*** 當撒迦利亞，馬利亞遇見神之後，他們都唱出了讚美之歌。在什麼情況他們唱出

新歌？你有沒有向神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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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 1 章        經文一 1～80 

*詩歌： 我心尊主為大 

*禱告 

*讀經：路加福音第一章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在耶穌降生之前，已經有四百年，神對猶太人沉默不語，那是一段黑暗的時期，猶太人成為亡國之奴，忍受著

異族的統治。當時，巴勒斯坦是羅馬帝國的殖民地，羅馬政府將她交給希律王統治，他是一個殘暴的王，猶太

人一直引頸以待預言中的彌賽亞降臨。神沒有忘記祂的應許，世人的救主──耶穌，就要降生在世間。 

耶穌與施洗約翰的誕生及其他相關的記述都是相互對照的。例如天使向撒加利亞預言施洗約翰的誕生

（一章 8-23 節），是與天使向馬利亞預言耶穌降生相對照的（一章 26-38 節）；他們兩人的名字也

在他們未出生之前已由天使宣告（一章 13、31）。路加將施洗約翰和耶穌都列在先知的行列中，約

翰 “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一章 17 節）；他的身份很超然，但約翰畢竟是先

鋒，是 “至高者的先知”（一章 76 節），而耶穌則是 “至高者的兒子”（一章 32 節）。耶穌有具

備 “以利亞心志能力”的施洗約翰作先鋒，也有在社會中不為人所重視的牧羊人宣告其降生 (二章

17 節)。 

*引題：你的名字是誰取的或是你如何為你的孩子取名？有什麼意義嗎？一個人的名字是否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 

*討論題目： 

一、 引言（一 1～4）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本書的作者對於本書的介紹：書的資料來源? 寫作方法? 寫作的

目的? 

2. 在序言中，你看得出收信人是怎樣的人嗎？  

3. “有好些人提筆作書”,寫的是什麼？ 

4. 路加用怎樣的態度寫這封信？他寫信的目的是什麽？ 

歸納  

服事的態度以及明確的目標 

應用 

我們在神事工上的態度與行動上，路加給我們什麽榜樣？ 

二、 預言施洗約翰誕生（一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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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節 撒迦利亞及以利沙伯是怎樣的人？老而無子，會是怎樣的心情？ 對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有否不

同？他們面對的環境，是否影響他們與神的關係？ 

3. 這裏如何定義“義人”？ 

4. 11～17節 神所應許的孩子─約翰，會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的使命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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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25節 撒迦利亞對天使的顯現和應許，他的反應是什麽？為什麽？天使如何處罰他的不信？為什麽？ 

歸納  

神的工作是透過人，神一直在找祂可以用的人。可以為神用的人是怎樣的人？ 

應用 

1. 你曾經懷疑過神嗎？是什麼事情你懷疑？ 

2. 你生命中是否有什麽看似不可能的情形、需要、危機、關係、態度、問題、罪等等，你需要交托給神？ 

三、 天使傳報耶穌降生，馬利亞與以利沙伯的相會（一 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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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9節 馬利亞是怎樣的一個女子？  

3. 30～35節 天使如何預言她所要懷的孩子？ 與撒迦利亞的有什麼異同？ 

4. 36～45節 馬利亞的反應如何？與撒迦利亞有什麼異同？她順服的結果可能要付出哪些代價？  

5. 46～56節 馬利亞如何回應神的旨意？與撒迦利亞有什麼異同？她所認識的神是怎樣的神？那是你所認識

的嗎？在讚美詩中，她為什麽提到國家、民族？這代表怎樣的胸懷？ 

6. 試比較撒迦利亞和馬利亞，他們的身分、地位、工作，對神的態度等，有什麽不同的地方？這顯出怎樣的

意義？ 

歸納 

 順服的功課    46～55節 馬利亞的讚歌“尊主頌” 

應用 

1. 從馬利亞身上，我們可以學到什麽榜樣？若是今天是向我顯明祂在我身上的計畫，我的反應會如何？  

2. 當我們規畫自己的前途時，這兩個人物給我們怎樣的提醒？ 

四、 施洗約翰誕生及成長（一 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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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6節 約翰被取名字的情形和當時的習慣有何不同？這代表什麽意義？ 

3. 67～80節 一般人若老來得子，會如何感恩？撒迦利亞如何讚美神，有哪些重點？ 

歸納 

經歷過神信實的人，由心中讚美神 68～79節 撒迦利亞的讚歌 

應用 

 你認為對神的認識，會如何提昇你的生命？ 

*總結經訓   

1. 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應許實現是透過人。神用怎樣的人？是一個“降服”神的人。人類中最重要的兩位嬰

孩的誕生經由三個平凡的人，他們有懷疑，有掙扎，有不安，有不信，但最終他們降服了神，神的工作因

此成就。神樂意使用任何階層的人完作其聖工，問題是：願意順服，被神使用的人在那裏呢？我是否有對

神降服的心志？ 

2. 聖經中多處提到了“新歌”： 

 當撒迦利亞，馬利亞遇見神之後，他們都唱出了讚美之歌。在什麼情況他們唱出新歌？你有沒有向神

唱新歌？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