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第 5 章

經文五 1～39

背景
耶穌非常清楚知道祂來到世上的使命，耶穌的每項事工都是應驗了舊約中的預言，證
明瞭祂是從上而來的，有權柄，有能力。雖然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周圍地方，許多有需
要的人湧到祂的面前，病得醫治，鬼被趕出。在這個同時反對祂的勢力也漸漸的形
成。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現在，你的財富一夜間縮水成一半，你的感受如何？有什麼人，
事，物可以讓你撇下所有？為什麼？
分段
一、門徒將得人如得漁（五 1～11）
二、耶穌潔淨長大麻瘋，治癒癱子 （五 12～26）
三、乎召利未（馬太），論禁食（五 27～39）
一．

門徒將得人如得漁（五 1～11）

觀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如何?
何果?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耶穌，眾人，西門彼得，雅各，約翰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革尼撒勒”湖邊
加利利傳道期
耶穌乎召首批門徒
耶穌乎召門徒來跟從祂
門訓是耶穌事工的第一優先
西門彼得，雅各，約翰就撇下所有的，跟
從了耶穌
解釋
五章 1 節提的「革尼撒勒湖」就是“加利
利海”，又名“提比哩亞海”，它其實是
是什麼意思 一個很大的湖。位在猶大地的北方，約旦
What?
河的上游。

備註/參考

為什麼這樣 1.
Why?
2.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打魚的人，在沒有打到魚的情形下洗 1. 請首先想像這個故事的圖畫，有哪些
網
人，他們都在作些什麼？
控制船、打魚是我的專業，講道是祂 2. 3～5 節耶穌提出兩個要求，西門爽快
的專業，我控船讓祂講道，這很好，
地答應了第一個，第二個卻有些遲
但請不要侵犯我的專業，打魚我可是
疑，為什麼？
專家。我姑且證明給你看，打不到魚
字詞原義、
的。
說明背景、 3. 彼得屈膝主前，並向耶穌認罪。他認 3. 6～11 節經歷這事後，彼得有哪些反
上下文思
出這是個神跡，耶穌是從神那裏來
應？為什麼？他對耶穌、自己有什麼
路、因果關
的。人在神的光照之下，就看見自己
新的認識？耶穌如何回應西門？為什
係、模擬和
的罪污和不配(參賽六 5)。人若看見
麼他因此撇下一切跟隨耶穌？
對比。
基督的豐滿，就必認識自己的敗壞；
我們越認識主，也必越覺得自己的敗
壞。所以要脫離罪惡，並不在消極的
對付自己，乃在積極的看見基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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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非但沒有責備，且賦予他生命新的
意義，他們因此撇下他們打魚生涯最
大的魚獲跟隨耶穌，因為相較於耶
穌，這一切已經無關緊要了。
歸納綜合 經歷了神奇妙的作為，答應主的乎召，作 當神的帶領與我們的專業或經歷有衝突的
對神、對 得人漁夫
時候？我們的反應是如何？
己、
耶穌對門徒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
對人、對事
要得人了”
物
應用
1. 你有沒有與西門彼得相似的經歷？
（在自己專業的領域裏，經歷了神的
介入）
2. 什麼是“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
魚”？這對你有什麼意義呢？
3. 神與我們專業之間的關係？

二．

耶穌潔淨長大麻瘋，治癒癱子（五 12～26）

觀察
何人?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耶穌，長了大麻瘋的人，極多聽道的人，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法利賽人，教法師，癱子，眾人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加利利
何時?
加利利傳道期
何事?
潔淨大麻瘋，治好癱子
何因?
長大麻瘋的人求耶穌潔淨；癱子被朋友抬
到耶穌面前求醫治
如何?
耶穌潔淨大麻瘋，醫治癱子
何果?
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許多人聚集來
聽道，指望醫治。
眾人驚奇，歸榮耀與神，存敬畏的心。
解釋
五章 12 節 大痳瘋是一種皮膚潰爛的疾
病，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
是什麼意思 要知道當時麻瘋病人的處境是十分可憐
What?
的﹔得了麻瘋病不只意味著身體的折磨，
更殘酷的是被社會、人群的棄絕。
為什麼這樣
Why?
五章 17 節「法利賽人」──「法利賽」
是「隔開、分別」的的意思，他們認為以
有什麼影響 色列人應與外邦人分別，嚴謹的遵守誡命
Wherefore? 律法，可惜落入只重外表忽略真義的教條
主義。他們是猶太教的一個教派，人數未
字詞原義、 超過六千人，但影響力很大。
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五章 17 節中的「文士」、「教法師」是
路、因果關 同一類人，專門教導律法、抄寫聖經的專
係、模擬和 家，大部分屬法利賽人。
對比。

備註/參考

1. 猶太人視大麻瘋為不潔淨，一定是得 1. 請查考背景資料，瞭解當時社會對大 參 太 8:1-4
罪神才染病，病人常被趕到山區，與
痳瘋患者的看法，揣想這個人的痛
可 1:40-45
人隔離。
苦。
2. 耶穌伸手摸他，是要同時醫治他的心 2. 13 節耶穌可以用言語醫治他，但祂為
靈，已經許久沒有人敢碰觸他了，耶
什麼要伸手摸他？
穌這樣作，顯出他對人的愛。
3. 全人醫治：身體，靈性 （摩西律法： 3. 14 節為什麼耶穌要他切不可告訴人，
利 14：1-20）
而要去見祭司，獻禮物，做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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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極多的人聚集來聽主耶穌的道，並盼
望從祂得醫治。但主卻退到曠野去禱
告。這說出主的生活何等平衡均勻。
我們的生活也該一面學習關顧別人，
服事別人；另一面更要常常禱告，和
主交通。
5. 法利賽人和教法師在一旁窺探，要找
耶穌的把柄。
6. 癱子的朋友們拆了屋頂，把他垂到耶
穌面前。他們這麼作可能要招致眾人
的抗議，屋主的索賠，耶穌的斥責
等。但耶穌贊許他們的信心，並且親
切地醫治癱子的心靈與身體。
他們的禱告是『病得醫治』，但主的
答應是『罪得赦免』，附帶『病得醫
治』(參 25 節)。我們尋求病得醫治，
必先對付我們的罪(參雅五 16)。人的
肉身舒服了，靈卻還不甦醒，不能恢
復屬靈的交通，這仍然沒有解決根本
問題。靈的恢復比肉身的舒服重要得
多了。
7. 他們議論耶穌僭妄。 「除了神以外，
誰能赦罪？」他們說對了，但是他們
沒有繼續虛心地探究：耶穌和神真正
的關係是什麼。法利賽人可能想：空
口說白話，誰都會。但耶穌可能是
指：說赦罪遠比醫治困難，因為祂作
的，遠超一般醫生所能作的。
8. 那人立刻好了，眾人驚奇、懼怕，因
他們看見、聽見一件「不可思議」的
事，耶穌真的有赦罪的權柄，而這只
有神才能作，祂到底是誰？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應用

三．

參 太 9:1-8
可 2:1-12
5. 17 節發生這件事時，有誰在旁觀？你
想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6. 18～20 節癱子的朋友們如何幫助他？
這可能要面臨哪些麻煩？耶穌如何回
應他們？為什麼先赦罪，而不是醫
病？

7. 21～24 節文士、法利賽人議論什麼？
他們的議論有對有錯，他們說對了什
麼？錯在哪？耶穌如何回答他們？到
底哪樣容易？

8. 25～26 節這事結果如何？眾人的反應
有哪些？為什麼會懼怕？

赦罪，醫治是耶穌來到世上使命。我們是
否經歷了神的赦罪和醫治？要經歷赦罪及
醫治的先決條件是什麼？

1. 我們生命中有沒有讓我們與他人隔絕
的地方，需要神來潔淨？
2. 我們生命中有沒有什麼癱瘓的地方，
需要神的赦免及醫治？怎樣拿起褥子
回家？
3. 我們得了神的赦罪和醫治，有沒有將
榮耀歸與神？存敬畏的心？如何表明
將榮耀歸與神？怎樣能顯明有敬畏神
的心？

乎召利未（馬太），論禁食（五 27～39）

觀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4. 15～16 節這事帶來什麼結果？耶穌為
什麼卻退到曠野去禱告？

帶領前的預備
耶穌，利未，法利賽人，文士，許多稅
吏，耶穌的門徒
加利利
加利利傳道期
乎召利未，三個比喻論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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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因?
如何?
何果?

解釋

耶穌乎召了稅吏利未，並與許多稅吏一同
坐席，但這舉動引起了門徒的怨言
耶穌藉著選門徒再次闡明祂來是為了召罪
人悔改
利未撇下所有的，起來，跟從了耶穌。耶
穌用比喻教導門徒祂的來到而帶來的新生
命和建立宗教的新次序
根據猶太律法，一年只需在贖罪日禁食一
次（利 23：27-29）

是什麼意思
What?
1. 耶穌召稅吏利未作門徒，文士、法利
賽人發怨言，他們自認是義人，常常
為什麼這樣
禁食，為的是在人眼中看為義。他們
Why?
只從外表認定人，看人遵守律法教條
過於內在真實的生命。
有什麼影響 2. 法利賽人看到耶穌和門徒吃宴席，又
Wherefore?
埋怨他們不虔誠禁食。耶穌以婚宴時
新郎在，客人怎能禁食、新衣服上的
字詞原義、
布不能補在舊衣上、新酒不能裝在舊
說明背景、
皮袋，三個比喻都在說不能用舊思維
上下文思
看耶穌所帶來的新的階段，新的生
路、因果關
命。舊的雖然是好，一旦進入（經
係、模擬和
歷）了新的，就不會再回頭要舊的
對比。
了。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應用

1. 27～32 節耶穌召了誰作祂門徒？他是 參 太 9:9-13
作什麼的？為什麼文士、法利賽人不
可 2:13-17
高興？耶穌如何回答他們？這反映出
法利賽人對人是怎樣的看法？
2. 33～39 節 文士、法利賽人又提出
參 太 9:14-17
“約翰的門徒和法利塞人的門徒禁
可 2:18-22
食，你的門徒捯不禁食，這是為什麼
呢？”--企圖責備耶穌和門徒不守猶
太人的習俗。這是什麼意思？耶穌用
哪三個比喻回答他們？祂要說明什
麼？

當一個有需要的人，來到我們面前，我們
是看重他靈裏的需要甚於實質問題上的解
決嗎？
耶穌來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
改。
1. 自從接受耶穌成為我們的救主之後，
我們怎樣改變我們的思維來看耶穌帶
給我們的新生命？
2. 信徒在什麼情況下應考慮禁食？

（太 4：2；6：
16-18；
17:21；可
9:29；路
2:37；徒 13：
2-3，14：23）

總結經訓
我們如何清楚知道神在我們的身上使命，不論我們是被歡迎，還是遭受反對，仍然可以繼續不斷朝向我
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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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 五 章

經文 五 1～39

*詩歌： 得人漁夫
*禱告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耶穌非常清楚知道祂來到世上的使命，耶穌的每項事工都是應驗了舊約中的預言，證明瞭祂是從上而來
的，有權柄，有能力。雖然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周圍地方，許多有需要的人湧到祂的面前，病得醫治，鬼
被趕出。在這個同時反對祂的勢力也漸漸的形成。

*引題：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現在，你的財富可能是一夜間縮水成一半，你的感受如何？有什麼人，事，物可以讓
你撇下所有？為什麼？

*討論題目：
一、

門徒將得人如得漁（五 1～11）

讀經：
觀察/解釋
1. 請首先想像這個故事的圖畫，有哪些人，他們都在作些什麼？
2. 3～5 節耶穌提出兩個要求，西門爽快地答應了第一個，第二個卻有些遲疑，為什麼？
3. 6～11 節經歷這事後，彼得有哪些反應？為什麼？他對耶穌、自己有什麼新的認識？耶穌如何回應
西門？為什麼他因此撇下一切跟隨耶穌？
4. 耶穌呼召門徒目的是什麼？「得人如得魚」是什麼意思？門徒回應他呼召的行動有何含義？
歸納
當神的帶領與我們的專業或經歷有衝突的時候？我們的反應是如何？
耶穌對門徒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應用
1. 你有沒有與西門彼得相似的經歷？（在自己專業的領域裏，經歷了神的介入）
2. 什麼是“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這對你有什麼意義呢？
3. 神與我們專業之間的關係？

二、

耶穌潔淨長大麻瘋，治癒癱子 （五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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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查考背景資料，瞭解當時社會對大痳瘋患者的看法，揣想這個人的痛苦。
3. 13 節耶穌可以用言語醫治他，但祂為什麼要伸手摸他？
4. 14 節為什麼耶穌要他切不可告訴人，而要去見祭司，獻禮物，做見證？
5. 15～16 節這事帶來什麼結果？耶穌為什麼卻退到曠野去禱告？17 節發生這件事時，有誰在旁觀？
你想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6. 18～20 節癱子的朋友們如何幫助他？這可能要面臨哪些麻煩？耶穌如何回應他們？為什麼先赦罪，
而不是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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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1～24 節文士、法利賽人議論什麼？他們的議論有對有錯，他們說對了什麼？錯在哪？耶穌如何回
答他們？到底哪樣容易？
8. 25～26 節這事結果如何？眾人的反應有哪些？為什麼會懼怕？
歸納
赦罪，醫治是耶穌來到世上使命。我們是否經歷了神的赦罪和醫治？要經歷赦罪及醫治的先決條件是什
麼？
應用
1. 我們生命中有沒有讓我們與他人隔絕的地方，需要神來潔淨？
2. 我們生命中有沒有什麼癱瘓的地方，需要神的赦免及醫治？怎樣拿起褥子回家？
3. 我們得了神的赦罪和醫治，有沒有將榮耀歸與神？存敬畏的心？如何表明將榮耀歸與神？怎樣能顯
明有敬畏神的心？

三、

乎召利未（馬太），論禁食（五 27～39）

讀經：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27～32 節耶穌召了誰作祂門徒？他是作什麼的？為什麼文士、法利賽人不高興？耶穌如何回答他
們？這反映出法利賽人對人是怎樣的看法？

3. 33～39 節 文士、法利賽人又提出“約翰的門徒和法利塞人的門徒禁食，你的門徒捯不禁食，這是
為什麼呢？”--企圖責備耶穌和門徒不守猶太人的習俗。這是什麼意思？耶穌用哪三個比喻回答他
們？祂要說明什麼？
歸納
當一個有需要的人，來到我們面前，我們是看重他靈裏的需要甚於實質問題上的解決嗎？
耶穌來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應用
1. 自從接受耶穌成為我們的救主之後，我們怎樣改變我們的思維來看耶穌帶給我們的新生命？
2. 信徒在什麼情況下應考慮禁食？
（太 4：2；6：16-18；17:21；可 9:29；路 2:37；徒 13：2-3，14：23）

*總結經訓
我們如何清楚知道神在我們的身上使命，不論我們是被歡迎，還是遭受反對，仍然可以繼續不斷朝向我
們的使命？

*結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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