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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3 章

經文三 1～38

背景
第三章開始，路加就要記載耶穌傳道生涯的預備工作，這時耶穌大約三十歲，青少年
期的耶穌略過不提，最有可能就是：主耶穌過著平凡的日子，盡長子的責任，直到弟
妹們長大，祂才開始出來傳道。古代帝王出巡，一定先命臣子作開路先鋒，將路上的
凹凸不平處填平，約翰就是耶穌的開路先鋒，填平人心中的凹凸不平。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你的家族有沒有家譜？若是在家譜上有名望顯赫的人，你的感受如何？
分段
一、施洗約翰在曠野傳道（三 1～20）
二、耶穌受洗（三 21～22）
三、耶穌的家譜（三 23～38）
一、施洗約翰在曠野傳道（三 1～20）
觀察
何事?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因?
如何?

何果?
解釋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施洗約翰在曠野傳道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施洗約翰，受施洗約翰受洗的人，百姓，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稅吏，兵丁，希律王
約旦河一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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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 （4-6）
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3）。在曠
野傳道，用許多的話勸百姓，責備百姓。
預告耶穌要來。
人罪得赦，受施洗。施洗約翰被希律王收
在監裏。
「該撒提庇留」繼亞古士督，在西元十四
至三十九年作羅馬皇帝。

是什麼意
思 What? 「本丟彼拉多」西元二十六至三十六年作
猶太總督，耶穌在他手中被釘十字架。
為什麼這
樣 Why? 「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 大祭司只有
一位，並列可能意味亞那作大祭司，但該
有 什 麼 影 亞法掌控實權，因該亞法作過大祭司，又
響
是亞那的岳父。耶穌受審時先被帶去見亞
Wherefor 那，然後再去見該亞法。
e?
字詞原
義、說明
背景、上
下文思

「洗禮」本是外邦人入猶太教的儀式，而
約翰呼召猶太人出來接受洗禮，意思就是
要猶太人承認自己以前的生活宛如不認識
上帝的外邦人，所以今天要把自己當成一
個不認識上帝的外邦人重新立志加入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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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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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因果 上帝的信仰。是一種悔改性的儀式
關係、模
擬和對
1. 一方面是歷史性的目的，基督信仰是
比。
建立在可靠的歷史事實上，而不是人
的臆測。記載這些政治權勢，也讓讀
者想起當時的社會、宗教敗壞，約翰
卻勇敢責備。
2. 傳悔改的洗禮。 引用以賽亞書 40：
3 — 差遣使者（施洗約翰）預備主的
道。把耶穌基督福音的根基牢牢地紮
在舊約預言性的信息上。悔改包括離
開罪惡和歸向神兩方面，缺一不可。
3. 當時人自私、貪婪、暴力、欺騙。本
質上都是自我中心，悔改乃是放下自
己，轉向神。
4.
a. 與有需要的人分享你所有的
b. 不論你做什麼工作，都要盡力做
好，公平待人
c. 對自己所賺取的要知足
5. 約翰謙卑地否認他是基督，甚至說
「給基督解鞋帶也不配」，他的洗禮
也不比基督的重要。約翰不畏強權地
責備希律王姦淫的罪。他是對神謙
卑，對人勇敢的先知。
6. 約翰用水給人施洗是象徵洗去罪惡，
與他所傳的悔改，生命改變的資訊互
相配合。耶穌用聖靈來施洗，更包括
遵行神旨意所需要的能力，是永久和
內在的潔淨，是內心的改變，並在裏
面造成一個新的屬靈生命。約翰用水
施洗的目的，是讓人準備接受更重要
的聖靈的洗。透過聖靈的洗，我們也
得著聖靈的能力和恩賜來為主作工。
歸納綜合 傳福音並不僅是要贏得更多人，在宣揚神
對神、對 的旨意、救恩，切不可為了人數而降格以
己、
求，扭曲福音。要不卑不亢，傳揚神的
對人、對 愛，但也堅持公義。
事物
悔改包括離開罪惡和歸向神兩方面，缺一
不可。我們要得到赦免，不可以只說相
信，卻仍然照自己的喜好行事；若是神向
我們指出生活中有什麼罪，就要決心除去
這些罪，單單信靠神，讓神引導我們。
應用

二、耶穌受洗（三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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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節 路加詳細地記載當時的政治
權勢，你想他可能的目的是什麽？

2. 3～6 節 約翰如何執行開路先鋒的任 參 賽 40:3-5;
務？這裏為何要提及以賽亞的預言？
賽 52:10
施洗約翰是如何應驗這個預言的？

3. 7～14 節 當時的人犯了哪些罪？就
本質上，他們有什麽共同之處？你認
為悔改的真義是什麽？
4. 約翰悔改的資訊中，要求人至少有三 參 太 14:1-12
種回應？（11～14 節）

5. 15～20 節 這一段記載關於約翰的哪 參 太 3:1-12;
兩件事？從這兩件事，看出約翰是一
太 14:3-4
個怎樣的先知？
參 可 1:2-8;
可 6:176. 約翰的水洗與耶穌用聖靈施洗有什麼 18
不同？
參 約 1:19-28

悔改的真意是要結出與悔改的心相稱的果
子來。

1. 我們生命中的施洗約翰是誰，指引我
們到認識耶穌的路，鼓勵及督促我
們？
2. 我能成為他人的施洗約翰嗎？
3. 我有沒有結出與悔改的心相稱的果
子？

路加福音
觀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如何?
何果?
解釋

帶領前的預備
耶穌，聖父，聖靈，
約旦河
施洗約翰傳道的末期
耶穌受洗
耶穌的傳道將要開始
耶穌受洗，聖靈降臨，天父的喜悅
聖父，聖子，聖靈一起救贖的工作
1. 耶穌是為了我們的緣故而受洗。耶穌
是神的兒子，自己降卑，背負我們的
是什麼意
罪，代替人忍受罪的懲罰，這是神公
思 What?
義的旨意。因此既然耶穌來承擔人類
的罪，他便需要受洗，像其他人一
為什麼這
樣。耶穌受洗是為了“盡諸般的意”
樣 Why?
（太 3：13-15）
2. 神為耶穌作見證：「你是我的愛子，
有什麼影
我喜悅你」。（詩篇 2：7）
響
聖靈彷彿鴿子的形狀降臨，天父讚許
Wherefor
祂是愛子，且喜悅祂。聖靈有形地降
e?
下，客觀地象徵同工、同在。天父的
讚許是在傳道之始，耶穌還沒作任何
字詞原
工，這肯定祂們先存的父子關係，不
義、說明
是取決於工作成敗。
背景、上
下文思
路、因果
關係、模
擬和對
比。
歸納綜合 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對神、對 進入神的家中；新生命的開始
己、
對人、對
事物
應用

討論題目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OCM-OCA 2008-2009
備註/參考
此處聖經同時
提到聖父，聖
子，聖靈（三
而一的神）

1. 21 節 約翰傳的是悔改的洗，主耶穌 參 太 3:13-17
並沒有犯罪，祂為什麽要受洗？
參 可 1:9-11
參 約 1:29-34

2. 耶穌受洗時發生了哪些事？在還未開
始傳道之前，聖靈降臨，天父的保
證，對耶穌有什麽重要的意義？

今天我們洗禮對自己的意義是什麼？

在基督裏的生命，對你有什麼是一個新的
開始？新的轉變？

三、耶穌的家譜（三 23～38）
觀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如何?
何果?
解釋

帶領前的預備
耶穌

討論題目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備註/參考

施洗約翰傳道的末期
耶穌的家譜
耶穌的傳道將要開始

1. 馬太和路加的家譜都不完全！馬太福 1. 比較路加福音記述的家譜與馬太福音 參 太 1:1-17
音用“生”來表示後代。馬太福音記
第一章的家譜，多記載了亞伯拉罕到
是什麼意
載的族譜透過約瑟，給耶穌合法正統
亞當這一段，且稱亞當為神的兒子，
思 What?
的血統。馬太的族譜由亞伯拉罕開
這些不同，具有怎樣的意義？
始，因為馬太福音是寫給猶太人的，
為什麼這
耶穌是他們祖宗亞伯拉罕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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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Why?
有什麼影
響
Wherefor
e?

馬太福音用“的兒子”來表示後代。
路加福音記載的族譜透過馬利亞，希
裏是約瑟的岳父。路加的族譜回溯至
亞當，因為路加寫作的物件是外邦
人，強調耶穌指出祂不僅是以色列人
的王，更是全人類的主。回溯到神，
將祂連於創造宇宙的主宰，指出祂乃
神的兒子。

字詞原
義、說明
背景、上 2. 家譜在受洗與受試探之間，指出耶穌 2. 在三章 21、22 節耶穌受洗和四章 1～
下文思
乃真實的人，不是像希臘羅馬神話故
13 節受試探之間，夾放著家譜，你認
路、因果
事中的半神半人。
為路加可能的目的為何？(太，可 耶
關係、模
穌受洗之後緊接著耶穌受試探)
擬和對
3.
3. 在耶穌的家譜中，哪些人聖經中有較
比。
多的記載？你對他們的認識有多少？
他們在耶穌的家譜中，帶有什麼意
義？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應用
我們的生命在神國度中的地位是什么？我
们是不是在神國的家譜上？
總結經訓
1. 我的生命有沒有結出與悔改的心相稱的果子來？有那些地方要繼續努力的？
2. 我應如何才能知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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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 3 章

經文三 1～38

*詩歌：
*禱告
*讀經：路加福音第三章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第三章開始，路加就要記載耶穌傳道生涯的預備工作，這時耶穌大約三十歲，青少年期的耶穌略過不
提，最有可能就是：主耶穌過著平凡的日子，盡長子的責任，直到弟妹們長大，祂才開始出來傳道。古
代帝王出巡，一定先命臣子作開路先鋒，將路上的凹凸不平處填平，約翰就是耶穌的開路先鋒，填平人
心中的凹凸不平。
*引題：你的家族有沒有家譜？若是在家譜上有名望顯赫的人，你的感受如何？

*討論題目：
一． 施洗約翰在曠野傳道（三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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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節

路加詳細地記載當時的政治權勢，你想他可能的目的是什麽？

3. 3～6 節

約翰如何執行開路先鋒的任務？這裏為何要提及以賽亞的預言？施洗約翰是如何應驗這個

預言的？
4. 7～14 節 當時的人犯了哪些罪？就本質上，他們有什麽共同之處？你認為悔改的真義是什麽？
5. 約翰悔改的資訊中，要求人至少有三種回應？（11～14 節）
6. 15～20 節 這一段記載關於約翰的哪兩件事？從這兩件事，看出約翰是一個怎樣的先知？
7. 約翰的水洗與耶穌的聖靈的洗有什麼不同？
歸納
悔改的真意是要結出與悔改的心相稱的果子來。
應用
1. 我們生命中的施洗約翰是誰？指引我們到認識耶穌的路，鼓勵及督促我們。
2. 我能成為他人的施洗約翰嗎？
3. 我有沒有結出與悔改的心相稱的果子來？
二． 耶穌受洗（三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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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傳的是悔改的洗，主耶穌並沒有犯罪，祂為什麽要受洗？
3. 耶穌受洗時發生了哪些事？在還未開始傳道之前，聖靈降臨，天父的保證，對耶穌有什麽重要的意
義？
歸納
今天我們洗禮對自己的意義是什麼？

Luke Chp03_revised

路加福音
OCM-OCA 2008-2009
應用
在基督裏的生命，對你有什麼是一個新的開始？新的轉變？
三． 耶穌的家譜（三 23～38）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比較路加福音記述的家譜與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譜，多記載了亞伯拉罕到亞當這一段，且稱亞當為
神的兒子，這些不同，具有怎樣的意義？
3. 在三章 21、22 節耶穌受洗和四章 1～13 節受試探之間，夾放著家譜，你認為路加可能的目的為
何？(太，可 耶穌受洗之後緊接著耶穌受試探)
4. 在耶穌的家譜中，有那些人聖經中有較多的記載？你對他們的認識有多少？他們在耶穌的家譜中，
帶有什麼意義？
應用
我們的生命在神國度中的地位？是不是在神國的家譜上？

*總結經訓
1. 我的生命有沒有結出與悔改的心相稱的果子來？有那些地方要繼續努力的？
2. 我應如何才能知足呢？

*結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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