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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4 章                經文四 1～44  

背景 

我們看見耶穌雖有一位先鋒（施洗約翰），勇敢地指出人的自我中心、背離神，呼召

人悔改歸向神，甚至敢於揭發君王的罪。然而他卻也因此鋃鐺入獄，這似乎也顯明基

督來，並不是耀武揚威、頤指氣使的暴君，而是公義、慈愛，向人認同的主。我們看

見成為真實人的神，代表人受洗、受試探，藉此指出人真正的問題：離棄神，人就迷

失自我，喪失神兒子的身分，只能膜拜情欲、魔鬼。  

路加從四章 14節開始描述耶穌的工作，第一件就是在自己家鄉的會堂中宣告祂就是神

的受膏者，向所有被罪惡捆綁、心靈瞎盲的人，宣告神救恩的福音。主耶穌在拿撒勒

的講道，作為祂傳道的開始，一方面宣告祂的身分和使命，另一方面也從主耶穌的遭

厭棄，表明福音要傳向外邦人。接著主耶穌就開始醫病、趕鬼，以其能力彰顯神國的

臨到，目的在使人認識祂、體會祂的愛，而不是只要祂的能力。同時祂的能力、愛，

也向當時的宗教領袖及制度提出嚴厲的挑戰。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當你被受歡迎時，感覺如何？ 當你被反對時，感覺又是如何？當你面對著極大壓力

時，你會到哪裏去？或是你會做些什麼來減壓？ 

分段 

一、耶穌受試探（四 1～13） 

二、耶穌來到加利利，在拿撒勒傳道（ 四 14～30 ）  

三、耶穌在迦百農教訓人，醫治人（四 31～44）  

一． 耶穌受試探（四 1～13）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曠野 

何時? 耶穌受洗之後 

何事? 耶穌受試探 

何因? 聖靈將耶穌引到曠野受魔鬼試探 

如何? 耶穌靠著經上的話勝過試探 

何果? 耶穌勝過了試探，魔鬼暫時離開耶穌 

解釋 

 

是什麼意

思 What? 

為什麼這

樣 Why? 

有什麼影

響

Wherefor

1. 是被聖靈引到曠野，這表達是神主

動，是在神計畫之中，在傳道的一開

始，耶穌要正視祂究竟要成為哪一種

彌賽亞。耶穌到世上來，就是要打敗

消滅撒旦。在耶穌傳道事工開始前，

他就要與撒旦交戰，並勝過撒旦。為

我們樹立了榜樣。他勝過了撒旦，同

樣在基督裏的人，也必勝過撒旦。 

2. 剛剛經歷了屬靈的高潮（受洗）之

後，身體軟弱時 （饑餓）。 

3. 第一項試探的重點不是石頭變麵包，

而在於「若是神的兒子」。就在 3:22

1. 1節 耶穌受試探是誰採取主動？為

什麽？ 為什麼耶穌要經歷試探？為什

麼神允許耶穌受試探？ 

 

 

 

 

 

2. 耶穌是在什麼狀況下受試探的？我們

是否也是如此被受試探？ 

3. 2～4節 魔鬼的第一項試探是什麽？

耶穌本就有能力、權柄，將石頭變麵

參 太 4:1-11 

參 可 1:12-13 

 

 

 

 

 

 

 

 

參 申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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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字詞原

義、說明

背景、上

下文思

路、因果

關係、模

擬和對

比。 

 

天父才從天上讚許祂是愛子，這時耶

穌若將石頭變麵包，就等於懷疑天

父，對自己的身分沒信心 (耶穌引用

申 8:3) 。 

4. 因為這原是交付我的。不是說，神將

這些交付魔鬼，而是人自己願意降服

給魔鬼的，這種狀況是暫時的。 

魔鬼應許萬國的權柄、榮華。魔鬼所

能給人的，只不過是暫時的，他沒有

權利給人永恆的東西。這似乎就是耶

穌來的目的：建立一個屬神的國度。

但這樣的方式，也意味著妥協，靠鬼

王趕鬼，意味著背離祂的呼召去敬拜

魔鬼。耶穌拒絕了。(耶穌引用申

6:13) 

5. 魔鬼要耶穌從殿頂上跳下去，這顯然

是一種譁眾取寵，也是試探祂，想迫

祂懷疑自己身分，而且利用神之名來

使出詭計。(耶穌引用申 6:16；魔鬼

引用詩 91:11-12但省略了“在你行的

一切道路上”)  

6. 魔鬼試探人的本質，都是要疏離人與

神的關係，而牠總是利用物質、權

力、虛榮等來誘惑人，挑動人肉體、

眼目的情欲，及今生的驕傲，千百年

來都如出一轍。  

7. 其實耶穌勝過試探，並沒有其他資

源，也沒有運用超能力，祂只用聖

經。祂贏得勝利，熟悉並正確瞭解聖

經是首要的，因為魔鬼也熟悉聖經，

只是扭曲聖經來誘惑人。 

8. 馬太福音主要强调耶穌是被膏君王的

身份，人們用來建立世界的三種基

礎：食物的基礎，顧念肉身；宗教的

基礎，強調奇跡；以及妥協的基礎。 

路加福音主要强调耶穌作为人的身

份，個人方面；在社會的次序上；在

屬靈的層面。 

包，為什麽這是一個試探？如果耶穌

真的作，祂會犯什麽罪？（與 3:22天

父的保證有無關係？） 

  

4. 5～8節 第二個試探，魔鬼應許什

麽？魔鬼為什麽以此試探耶穌？  

 

 

 

 

 

 

 

 

 

5. 9～12節 第三次的試探，魔鬼如何

試探耶穌？為什麽這樣作是試探神？ 

 

 

 

  

6. 1～12節 根據全文，魔鬼試探人的

目的是什麽？牠誘惑人的手段是什麽

（3、7、9節）？與耶穌受的試探相

比較，現代人所受的試探有何異同？ 

 

7. 面對三次的試探，主耶穌都如何勝

過？這如何應用在我們身上？三次試

探間有什麼相同處？不同處？ 

 

 

8. 為什麼路加福音與馬太福音記載了同

樣的試探，但次序不一樣？ 

 

 

 

 

參 申 6:13 

 

 

 

 

 

 

 

 

 

參 申 6:16 

 

  

 

 

 

 

 

 

 

 

 

 

 

 

 

 

參 林前 10:13 

 希 2:18 

 希 4:14-16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靠神能勝過試探。耶穌熟悉並正確瞭解聖

經，祂勝過了撒旦，同樣在基督裏的人，

也必勝過撒旦。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

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

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來 4:15） 

 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

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

來的 (約壹 2:16) 

當我們回想耶穌所受到試探時，就不難發

現這不正是我們日常生活所遭遇到的試探

的寫照嗎？我們的掙紮不也多半是在「肯

不肯遵行神的話」、「會不會忘記神才是

那供給者」及「神是否與我同在」的裏面

嗎？耶穌得勝的榜樣不正是那敬畏神、徹

底的順服在祂的旨意的心志嗎？ 

 

應用 我們因此可以相信：我們也是天父的愛

子，不是因工作的成敗，而是因「信」，

我們就有這樣的身分，而聖靈也必同在、

引導我們，就是在試煉中祂也在那，我們

當學習按著聖經、依靠聖靈、順服神。 

主耶穌成為“人”，經過受洗、受試探，

過程中有聖靈的同在、引導和天父的保

證，對我們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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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耶穌來到加利利，在拿撒勒傳道（四 14～30）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眾人，會堂裏的人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加利利-拿撒勒 

何時? 耶穌受試探之後 

何事? 耶穌宣告禧年，拿撒勒人厭棄耶穌 

何因? 耶穌開始祂的事工 

如何? 耶穌宣告祂來的目的 

何果? 拿撒勒人卻厭棄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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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堂」在猶太人被擄期間，聖殿被毀，

他們不能在聖殿敬拜神，於是建立了會

堂，以便在安息日敬拜神，平時則作為教

導男孩的學校。聖殿重建後，這些會堂仍

然被保留。任何市鎮，只要有十個猶太人

家庭，就可以建立一所會堂。 

 

1. 耶穌開始傳道，名聲傳遍四方，講道

很受喜愛。  

2. 耶穌讀的是以賽亞書 61:1-2；58:6，

這些話是預言彌賽亞要來服事困窘之

人，耶穌說「這經今天應驗」，祂把

這些話應用在自己身上，且宣告神的

救恩工作已經開始，且正在進行。 

3. 祂的鄉民「希奇」祂的講道，卻仍看

輕祂的身分，只是希望祂行神跡。耶

穌拒絕了。  

4. 耶穌以“以利亞”，“以利沙”兩位

先知的事蹟，指出本族人反而不尊重

先知，就像現在他們對祂的態度，這

些話惹惱了他們。 

 

 

 

 

 

 

 

1. 14～15節耶穌在加利利工作的果效如

何？  

2. 在 16～22節中耶穌所讀的經文，和之

後所說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3. 22節下～24節雖然他們希奇祂所說的

話，卻又如何看待祂的身分？從耶穌

說出他們心裏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們

對耶穌的期待是什麼？  

4. 25～30節耶穌如何回應他們的期待？

為什麼？比較 22、28、29節，拿撒勒

人聽講道，為什麼會有截然不同的反

應？這反應是怎樣的心態？ 

 

 

 

 

 

 

 

參 太 4:12-17 

    可 1:14-15 

    約 4:1-3 

 

 

 

 

 

 

「以利亞」參

王上 17-19

章。 

 

「以利沙」參

王下 5:1-14。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耶穌事工的五項使命 

1.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2. 被擄的得釋放 

3. 瞎眼到得看見（醫治疾病） 

4. 受壓制的得自由 

5.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人子親自宣告祂到世上的目的（好消息真

正的落實），自己家鄉的人並沒有接納

祂，更是怒氣滿胸，攆祂出城。 

 

應用  1. 今天教會如何繼續耶穌在世上事工的

五項目標？ 

2. 熟識你的人，對你的信仰和基督徒生

活不表認同或不接受，你應如何面

對？ 

 

三． 耶穌在迦百農教訓人，醫治人（四 31～44）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眾人，被鬼附的人，西門的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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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百農 

何時? 加利利傳道期 

何事? 耶穌趕出污鬼，治好許多病人，在加利利

各會堂傳道 

何因? 耶穌行祂來到世上所要行的事 

如何? 吩咐汙污鬼，鬼就出來。斥責熱病，熱就

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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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果? 祂的名聲傳遍了周圍地方，許多人到耶穌

那裏。耶穌沒有留在迦百農，繼續在加利

利的各會堂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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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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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趕鬼又醫治彼得的岳母，人們感

到驚奇。  

2. 污鬼知道耶穌是彌賽亞，但耶穌不會

接受鬼魔的見證，故不許他們作聲。

神有其他更好的器皿來宣佈耶穌是彌

賽亞這個事實。 

3. 耶穌的能力傳遍那地，所有的病人、

被鬼附的都被帶來見祂，希望得醫

治。  

4.  43～44節 

a. 馬可福音告訴我們，祂到曠野禱

告，這時祂在一種試探中：以神跡

建立一個國度。祂需要禱告，抵擋

這樣的試探。  

b. 迦百農人希冀耶穌的神跡異能，耶

穌拒絕，到別地傳道。祂不要人只

要祂的能力，而不要祂自己。 

5. 主耶穌到曠野地方是為著禱告(參可一

35)；祂作為一個『人』，需要藉著常

常禱告，和父神保持交通連結，並從

父神汲取能力。 

 

 

 

 

 

 

 

 

1. 31～39節耶穌在這個安息日作了哪些

事？眾人的反應如何？ 

2. 會堂的人沒有認出耶穌，邪靈認出耶

穌。 

鬼附者喊叫的話是什麼意思？耶穌趕

鬼顯明什麼資訊？為什麼耶穌責備鬼

“不要作聲”“不許說話”？（35，

41） 

3. 40～41節，白天所作的帶來怎樣的果

效？ 

4. 43～44節 

a. 前一天講道，人山人海，耶穌一定

工作到很晚，第二天清晨祂卻犧牲

睡眠，起來到哪？作什麼（參可一

35） ？為什麼？  

b. 迦百農人為什麼要留耶穌？耶穌為

什麼拒絕？這和祂清晨的禱告有關

係嗎？ 

5. 為什麼耶穌在受眾人歡迎的時刻，走

到曠野地方？（42） 

參 申 5:12-15 

 

 

 

 

 

 

 

參 太 4:18-23 

    可 1:16-39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

平靜安穩”(賽 30:15) 

服事本是神的事工，能力的來源也是神，

不論事工多麼的受歡迎或被肯定，仍要回

到神面前 

 

應用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話有其真實

性，在掌聲中要說「不」，需要極大的勇

氣與智慧，只有明白神的旨意，認定天地

間，我只有一位主，並隨時倚靠聖靈，才

能一生走得準確、正直。 

1. 當耶穌很受歡迎的時候，祂卻常常獨

排眾議，在禱告默想中，明白並遵從

主的旨意，不跟隨群眾的掌聲，堅持

走主的道路，這是否帶給你什麼啟

發？ 

2. 耶穌有清楚的使命。你對你在世上的

使命清楚嗎？ 

 

 

總結經訓  

1. 神在我們身上的計畫是什麼？我們會面對怎樣的試探？如何面對？ 

耶穌事奉前要經歷考驗，今天的信徒也必需要經得起考驗，但神已經賜下聖靈作為我們通

過考驗的保證。 

2.  你最不能抗拒的試探是什麼？食物，財物，名譽權力 

a.  比較我們所面對的試探和耶穌所面對的試探，有什麼同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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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面對試探，有失敗的經歷嗎？有勝過的經歷嗎？失敗或勝過你學習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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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四章         經文     1～44 

*詩歌：   

*禱告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我們看見耶穌雖有一位先鋒（施洗約翰），勇敢地指出人的自我中心、背離神，呼召人悔改歸向神，甚

至敢於揭發君王的罪。然而他卻也因此鋃鐺入獄，這似乎也顯明基督來，並不是耀武揚威、頤指氣使的

暴君，而是公義、慈愛，向人認同的主。我們看見成為真實人的神，代表人受洗、受試探，藉此指出人

真正的問題：離棄神，人就迷失自我，喪失神兒子的身分，只能膜拜情欲、魔鬼。  

路加從四章 14節開始描述耶穌的工作，第一件就是在自己家鄉的會堂中宣告祂就是神的受膏者，向所

有被罪惡捆綁、心靈瞎盲的人，宣告神救恩的福音。主耶穌在拿撒勒的講道，作為祂傳道的開始，一方

面宣告祂的身分和使命，另一方面也從主耶穌的遭厭棄，表明福音要傳向外邦人。接著主耶穌就開始醫

病、趕鬼，以其能力彰顯神國的臨到，目的在使人認識祂、體會祂的愛，而不是只要祂的能力。同時祂

的能力、愛，也向當時的宗教領袖及制度提出嚴厲的挑戰。 

*引題：  

當你被受歡迎時，感覺如何？ 當你被受反對時，感覺又是如何？當你面對著極大壓力時，你會到那裏

去？或是你會做些什麼來減壓？ 

 

*討論題目： 

一． 耶穌受試探（四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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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受試探是誰採取主動？為什麽？ 為什麼耶穌要經歷試探？為什麼神允許耶穌受試探？ 

3. 耶穌是在什麼狀況下受試探的？我們是否也是如此被受試探？ 

4. 2～4節 魔鬼的第一項試探是什麽？耶穌本就有能力、權柄，將石頭變麵包，為什麽這是一個試

探？如果耶穌真的作，祂會犯什麽罪？（與 3:22天父的保證有無關係？）  

5. 5～8節 第二個試探，魔鬼應許什麽？魔鬼為什麽以此試探耶穌？  

6. 9～12節 第三次的試探，魔鬼如何試探耶穌？為什麽這樣作是試探神？  

7. 1～12節 根據全文，魔鬼試探人的目的是什麽？牠誘惑人的手段是什麽（3、7、9節）？與耶穌

受的試探相比較，現代人所受的試探有何異同？ 

8. 面對三次的試探，主耶穌都如何勝過？這如何應用在我們身上？三次試探間有什麼相同處？不同

處？ 

9. 為什麼路加福音與馬太福音記載了同樣的試探，但次序不一樣？ 

歸納 

當我們回想耶穌所受到試探時，就不難發現這不正是我們日常生活所遭遇到的試探的寫照嗎？我們的掙

紮不也多半是在「肯不肯遵行神的話」、「會不會忘記神才是那供給者」及「神是否與我同在」的裏面

嗎？耶穌得勝的榜樣不正是那敬畏神、徹底的順服在祂的旨意的心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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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主耶穌成為“人”，經過受洗、受試探，過程中有聖靈的同在、引導和天父的保證，對我們有何意義？ 

二． 耶穌來到加利利，在拿撒勒傳道（ 四 1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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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節耶穌在加利利工作的果效如何？  

3. 在 16～22節中耶穌所讀的經文，和之後所說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4. 22節下～24節雖然他們希奇祂所說的話，卻又如何看待祂的身分？從耶穌說出他們心裏的話中，

可以看出他們對耶穌的期待是什麼？  

5. 25～30節耶穌如何回應他們的期待？為什麼？比較 22、28、29節，拿撒勒人聽講道，為什麼會有

截然不同的反應？這反應是怎樣的心態？ 

歸納  

人子親自宣告祂到世上的目的（好消息真正的落實），自己家鄉的人並沒有接納祂，更是怒氣滿胸，攆

祂出城。 

應用 

1. 今天教會如何繼續耶穌在世上事工的五項目標？ 

2. 熟識你的人，對你的信仰和基督徒生活不表認同或不接受，你應如何面對？ 

三． 耶穌在迦百農教訓人，醫治人（四 31～44）  

讀經：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31～39節耶穌在這個安息日作了哪些事？眾人的反應如何？ 

3. 會堂的人沒有認出耶穌，邪靈認出耶穌。 

鬼附者喊叫的話是什麼意思？耶穌趕鬼顯明什麼資訊？為什麼耶穌責備鬼“不要作聲”“不許說

話”？（35，41） 

4. 40～41節，白天所作的帶來怎樣的果效？ 

5. 43～44節 

a. 前一天講道，人山人海，耶穌一定工作到很晚，第二天清晨祂卻犧牲睡眠，起來到哪？作什麼

（參可一 35） ？為什麼？  

b. 迦百農人為什麼要留耶穌？耶穌為什麼拒絕？這和祂清晨的禱告有關係嗎？ 

6. 為什麼耶穌在受眾人歡迎的時刻，走到曠野地方？（42） 

歸納 

服事本是神的事工，能力的來源也是神，不論事工多麼的受歡迎或被肯定，仍要回到神面前  

       應用 

1. 當耶穌很受歡迎的時候，祂卻常常獨排眾議，在禱告默想中，明白並遵從主的旨意，不跟隨群眾的

掌聲，堅持走主的道路，這是否帶給你什麼啟發？ 



路加福音 

Luke Chp04_revised   

2. 耶穌有清楚的使命。你對你在世上的使命清楚嗎？ 

 

*總結經訓   

1. 神在我們身上的計畫是什麼？我們會面對怎樣的試探？如何面對？ 

耶穌事奉前要經歷考驗，今天的信徒也必需要經得起考驗，但神已經賜下聖靈作為我們通

過考驗的保證。 

2.  你最不能抗拒的試探是什麼？食物，財物，名譽權力 

a.  比較我們所面對的試探和耶穌所面對的試探，有什麼同異處？ 

b.  面對試探，有失敗的經歷嗎？有勝過的經歷嗎？失敗或勝過你學習到什麼？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