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第 13 章

經文十三 1～35

背景
彌賽亞降臨，神國展開的關鍵時刻已經來到。所以主耶穌一出來傳道，就急迫地呼
籲猶太人把握時機悔改。「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悔改是預備進天國的必要條
件，是踏進天國必走的門。在從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耶穌用比喻宣揚悔改的真
意，強調生命成長的重要性，和講述神國的奧秘，並且第一次為不肯悔改的耶路撒冷哀
哭。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在你生活有些什麼規矩是你習慣性遵守的？是什麼原因遵守它？
分段
一、悔改或滅亡（十三 1 ～ 十三 9）
二、在安息日醫治駝背的女人（十三 10～17）
三、神的國的比喻（十三 18～30）
四、耶穌歎息耶路撒冷（十三 31～35）
一、 悔改或滅亡（十三

1 ～ 十三 9）

觀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如何?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耶穌，眾人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從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比利亞傳道期
耶穌用比喻教訓眾人悔改
神國的時機緊迫
耶穌用比喻強調悔改的重要性，要加緊時
機悔改，和什麼是真正的悔改
何果?
再次讓猶太人受警戒
解釋
「彼拉多」：於主後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
間任巡撫，管轄猶太、以土買、及撒瑪利
是什麼意思 亞。
What?
1. 有人告訴耶穌彼拉多的暴行與加利利 1. 十三章 1～5 節有人告訴耶穌：羅馬巡
人的遭遇是因為那時有一些熱心的加
撫彼拉多作了什麼事？耶穌以此指出
為什麼這樣
利利人違反了羅馬的律法，彼拉多聽
眾人什麼錯誤的觀念？將十二章 57～
Why?
見這事，就差遣一隊征討軍前去。兵
59 節及十三章 1～5 節連在一起，你
丁到達的時候，那些加利利人正在獻
認為比喻的重點是什麼？
有什麼影響
祭、敬拜，他們就殺了加利利人，將
Wherefore?
他們的血攙雜在祭物中。有人認為這
些加利利人是罪人，所以罪有應得，
字詞原義、
顯示他們認為人慘死，必因未罪比較
說明背景、
大。
上下文思
「正當那時」：顯示下面的記錄與前
路、因果關
面的講論密切相關。很可能是因為耶
係、模擬和
穌前面的講論有「審判」的觀念，引
對比。
起一些人把當時有些人遭到「惡報」
的消息告訴耶穌。當時猶太人的觀念
認為人遭遇橫禍或疾病，一定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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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緣故，所以被上帝懲罰。耶穌
一方面指出這觀念的錯誤（沒有遭遇
苦難的人可能自以為比在苦難中的人
道德高尚），一方面也呼籲眾人悔
改。
2. 耶穌用無花果樹的比喻來顯示，上帝 2. 十三章 6～9 節耶穌又講了一個比喻，
一方面是寬容的，願意給人再一次的
根據上文，這比喻是在諷刺誰？什麼
機會，卻也是嚴厲的，充分的賜予恩
狀況？
典後如果仍然不悔改，結局是可怕
的。前一個比喻強調悔改的重要性，
這個比喻警告猶太人結果的重要，但
也強調機會不會持續到永遠。
歸納綜合
耶穌在這一段中兩次清清楚楚地講：“你
對神、對
們若不悔改，必要如此滅亡！”（13：
己、
3，5）
對人、對事
人以為遭遇災難的人必是因為罪惡比別人
物
深重──神看人人都有罪，若不悔改，都
要如此滅亡，涵括了所有人，沒有一個人
可以自命清高、置身事外，這個也正是保
羅在羅馬書中所說的“世人都犯了罪，虧
缺了神的榮耀”。
應用
『果子』在聖經裏至少有下列數種：(1) 你的生命有沒有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
悔改的果子，就是因悔改的心而有的行為 相稱？你能指出一些來嗎？
改變(參路三 8)；(2)美德的果子，就是因
省察我們是否像這些以色列人一樣，只有
聖靈之裏面作工運行而自然流露的屬靈美
敬虔的外貌，卻沒有敬虔的實際(提後三
德(參加五 22~23)；(3)生命的果子，就是
5)我們若只是注重道理字句，而忽略了靈
因生命長大成熟而有的表現(參約十五
命的實際，恐怕在主的眼中，只有葉子而
1~8)；(4)見證的果子，就是為主作工而
沒有果子的基督徒。
產 生的結 果 ( 參羅一 13)； (5) 嘴唇的 果
子，就是將感謝、讚美、榮耀歸給神(參
來十三 15)。

二、

在安息日醫治駝背的女人（十三 10～17）

觀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如何?
何果?
解釋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耶穌，駝背女人，眾人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從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猶太會堂
比利亞傳道期，一個安息日
耶穌醫治一個駝背女人並教訓反對他的人
管會堂的人反對耶穌在安息日治病
耶穌責備管會堂的人
受責的人慚愧，眾人因耶穌所行的都歡喜
1. 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一個腰彎得直不起 1. 10～13 節耶穌在什麼時候醫治一個怎
來、被鬼附病了十八年的女人。
樣的女人？你可以想像這女人的痛苦
是什麼意思
嗎？
What?
2. 管會堂的很生氣，認為耶穌可以在其 2. 14 節管會堂的看見女人痊癒，他的反
他日子醫病，表示他認為守安息日比
應如何？這代表怎樣的觀念？
為什麼這樣
人更重要。
Why?
3. 耶穌責備他們的教條主義，表面上很 3. 15～17 節耶穌如何反駁？祂行這神跡
虔誠，卻塞住憐憫的心。
的目的是什麼？敵人和眾人的反應如
有什麼影響
何？
Wherefore? 4. 耶穌以此實例，指出以色列人白占地 4. 你認為路加將這醫病的神跡，記載在
土不結果。
6～9 節的比喻之後，他的目的是什
字詞原義、
麼？
說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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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應用

三、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 路 4 章
設立的。」耶穌乃是將安息日置於應有的 路 6 章
地位上。安息日是為了增進人的福祉而設
立的。在猶太人中，這是個老問題：耶穌
根據律法的原則來作事，沒有抵觸律法，
並將律法的實意活了出來。人注意傳統，
條文，不注意神的心意。結果是抵擋了
主，也阻擋了到神面前的悔改，被傳統和
條文捆綁了。
林後 3:6 下 “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 我們的生活中有哪些地方應該學習活出聖
意是叫人活。”
經的精義而非字義或傳統來作決定？

神的國的比喻（十三 18～30）

觀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如何?
何果?

帶領前的預備

耶穌，眾人
從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比利亞傳道期
耶穌講述神國的比喻
耶穌要把神國的觀念教導猶太人
把神國比喻成芥菜種，酵和窄門
猶太人得到警戒，他們（在前的）雖是神
的選民，若是不悔改，他們反落在外邦人
（在後的）之後。
解釋
巴勒斯坦的芥菜可以長到三公尺高
1. 耶穌用此來比喻神國的運作現象：芥
是什麼意思
菜種和麵酵是小的、不起眼的；然而
What?
將來卻變成大的大樹與發起的三鬥
麵。 它帶出來一個神國動態的形式，
為什麼這樣
它的能力：看來是小的，但實際上卻
Why?
是大的；
2. 有人要和耶穌討論得救的人數多寡的
有什麼影響
問題，耶穌不回答這問題，卻要人注
Wherefore?
意自己是否名列其中。 我們不能自
救，沒有任何方法能夠叫我們可以靠
字詞原義、
自己取得神喜悅。「努力進窄門」是
說明背景、
要不惜任何代價，努力立志認識神，
上下文思
認真致力與祂建立關係。「努力」是
路、因果關
指全心全意的態度，而不是指可以靠
係、模擬和
自己的力量得救。
對比。
3. 耶穌預言將有些猶太人不會得救，不
是靠著血統就可以得救，許多外邦人
將會在神的國度中。
歸納綜合
對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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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參考

1. 18～21 節主耶穌用哪兩個比喻來說明 太 13:31-33
神的國的發展？
可 4:30-32

2. 22～27 節有一個人想跟耶穌討論什麼 太 7：13-14、
神學問題？耶穌要他關心什麼問題？
7：21-23

3. 28～30 節耶穌說了一個怎樣的預言？
指出猶太人怎樣的錯誤？

悔改不好受也不容易，人之所以不悔改，
因為人看不見不悔改是走向滅亡的道路；
所以就得過且過，等將來再說；然而耶穌
卻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祂是宣告這是嚴重的，是刻不容緩的，因
為神國是隨時會來的。若是等到家主起來
關了門，再來悔改，為時已晚了！
耶穌要猶太人從自以為義、白占地土不結 綜觀此段落，耶穌要求猶太人從怎樣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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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教條主義、靠血統得救的錯誤觀念中 念中悔改？這是否也常是我們的問題？
悔改，我們當謹慎，常保赤子心。

四、

耶穌歎息耶路撒冷（十三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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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賽人
從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比利亞傳道期
耶穌為耶路撒冷悲哀
希律要殺耶穌
法利賽人叫耶穌離開，因為希律要殺他
耶穌拒絕離開並為耶路撒冷歎息
1. 法利賽人警告耶穌，希律王要殺祂，
不友善的法利賽人可能是要趕耶穌到
是什麼意思
猶大省，在那他們的勢力較大。
What?
2. 耶穌一點也不膽怯，甚至帶著鄙視的
口氣說希律是狐狸，而且宣稱絕不會
為什麼這樣
停止祂的工作。
Why?
3. 耶穌歎息耶路撒冷常殺害先知，又拒
絕耶穌。將來必成為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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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綜合
對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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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參考

1. 31 節法利賽人告訴耶穌什麼消息？

太 23:37-39

2. 32～33 節你如果知道有人要謀殺你，
你會有什麼反應？耶穌的反應如何？
3. 34～35 節耶穌為耶路撒冷歎息什麼？
發出什麼預言？

為了建立神的國度，耶穌在受到威脅的時
候，毫無動搖。關心的不是自己，而全是
神國的事情。

當我們為了神國的利益，自身利益受到威
脅的時候，我們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和選
擇？

總結經訓
若不悔改，都要滅亡！不結果子的樹要被砍掉！這些警告擲地有聲。重生的基督徒一定是真
正悔改的基督徒。真正的悔改一定會帶出生命的改變和成長， 因為只要是有生命的就一定會
成長。聖經在許多地方，尤其這一章，教導我們明白生命成長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急迫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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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 13 章

經文十三 1～35

*詩歌：
*禱告
*讀經：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彌賽亞降臨，神國展開的關鍵時刻已經來到。所以主耶穌一出來傳道，就急迫
地呼籲猶太人把握時機悔改。「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悔改是預備進天
國的必要條件，是踏進天國必走的門。在從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耶穌用
比喻宣揚悔改的真意，強調生命成長的重要性，和講述神國的奧秘 ，並且第一
次為不肯悔改的耶路撒冷哀哭。
*引題：在你生活有些什麼規矩是你習慣性遵守的？是什麼原因遵守它？
*討論題目：
一、 悔改或滅亡（十三 1 ～ 十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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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章 1～5 節有人告訴耶穌：羅馬巡撫彼拉多作了什麼事？耶穌以此指出眾人什麼錯誤的觀念？
將十二章 57～59 節及十三章 1～5 節連在一起，你認為比喻的重點是什麼？
4. 十三章 6～9 節耶穌又講了一個比喻，根據上文，這比喻是在諷刺誰？什麼狀況？
歸納
耶穌在這一段中兩次清清楚楚地講：“你們若不悔改，必要如此滅亡！”（13：3，5）
人以為遭遇災難的人必是因為罪惡比別人深重──神看人人都有罪，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涵括了
所有人，沒有一個人可以自命清高、置身事外，這個也正是保羅在羅馬書中所說的“世人都犯了罪，虧
缺了神的榮耀”。
應用
你的生命有沒有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你能指出一些來嗎？
省察我們是否像這些以色列人一樣，只有敬虔的外貌，卻沒有敬虔的實際(提後三 5)我們若只是注重道
理字句，而忽略了靈命的實際，恐怕在主的眼中，只有葉子而沒有果子的基督徒。

二、 在安息日醫治駝背的女人（十三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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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節耶穌在什麼時候醫治一個怎樣的女人？你可以想像這女人的痛苦嗎？
3. 14 節管會堂的看見女人痊癒，他的反應如何？這代表怎樣的觀念？
4. 15～17 節耶穌如何反駁？祂行這神跡的目的是什麼？敵人和眾人的反應如何？
5. 你認為路加將這醫病的神跡，記載在 6～9 節的比喻之後，他的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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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耶穌乃是將安息日置於應有的地位上。安息日是為
了增進人的福祉而設立的。在猶太人中，這是個老問題：耶穌根據律法的原則來作事，沒有抵觸律法，
並將律法的實意活了出來。人注意傳統，條文，不注意神的心意。結果是抵擋了主，也阻擋了到神面前
的悔改，被傳統和條文捆綁了。
應用
我們的生活中有哪些地方應該學習活出聖經的精義而非字義或傳統來作決定？

三、 神的國的比喻（十三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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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 節主耶穌用哪兩個比喻來說明神的國的發展？
3. 22～27 節有一個人想跟耶穌討論什麼神學問題？耶穌要他關心什麼問題？
4. 28～30 節耶穌說了一個怎樣的預言？指出猶太人怎樣的錯誤？
歸納
悔改不好受也不容易，人之所以不悔改，因為人看不見不悔改是走向滅亡的道路；所以就得過且過，等
將來再說；然而耶穌卻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祂是宣告這是嚴重的，是刻不容緩的，因
為神國是隨時會來的。若是等到家主起來關了門，再來悔改，為時已晚了！
應用
綜觀此段落，耶穌要求猶太人從怎樣的觀念中悔改？這是否也常是我們的問題？

四、 耶穌歎息耶路撒冷（十三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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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節法利賽人告訴耶穌什麼消息？
3. 32～33 節你如果知道有人要謀殺你，你會有什麼反應？耶穌的反應如何？
4. 34～35 節耶穌為耶路撒冷歎息什麼？發出什麼預言？
歸納
為了建立神的國度，耶穌在受到威脅的時候，毫無動搖。關心的不是自己，而全是神國的事情。
應用
當我們為了神國的利益，自身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我們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和選擇？

*總結經訓
若不悔改，都要滅亡！不結果子的樹要被砍掉！這些警告擲地有聲。重生的基督徒一定是真正悔改的基
督徒。真正的悔改一定會帶出生命的改變和成長， 因為只要是有生命的就一定會成長。聖經在許多地
方，尤其這一章，教導我們明白生命成長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急迫性。

*結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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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14 章

經文十四 1～ 35

背景
從這幾章的研討，我們可以感受到緊張的氣氛逐漸升高，主耶穌毫不畏懼地指出人
的罪，審判宗教領袖的自義。當然，仍然常看見主耶穌對弱勢者的關顧。同時，也很清
楚地看到耶穌對自己的使命、生死，神國的未來等，都有確切的把握，祂堅定地呼召人
進神的國，撇下一切作主門徒。
在十四章，主耶穌講了一個大筵席的比喻，主人邀請的人都推辭不來赴筵，他就去
邀請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這比喻是在責備那些猶太宗教領袖。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有沒有經歷到當有人邀請你赴宴席，由於不想去，你會以藉口回絕對方的邀請，而
不是說出真正的理由。那麼真正的理由又可能是什麼呢？感到不需要？不想浪費時間？
與邀請的人關係並不親密？
曾經經歷過邀請朋友來吃飯，到了時間朋友沒有出現，你在失望中生氣麼？你如何
處理所預備的食物？
分段
一、

安息日治病（十四 1～6）

二、

大筵席的比喻（十四 7～24）

三、作主門徒的條件（十四 25～35）
一.

安息日治病（十四 1～6）

觀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帶領前的預備
耶穌，法利賽人，律法師，患水臌的人
法利賽人家裏
比利亞傳道期，安息日
耶穌去法利賽人家吃飯
法利賽人窺探耶穌，耶穌再次闡明安息日
的真意
如何?
耶穌問法利賽人“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
何果?
耶穌以行動來回答祂自己的問題，治好患
水臌的人
解釋
1. 耶穌毫不懼怕法利賽人的挑戰，相信
祂也希望挽回他們，改變他們許多錯
是什麼意思
誤的觀念。
What?
2. 耶穌針對的是法利賽人假冒偽善的問
題、是沒有嗎愛心的問題。許多教條
為什麼這樣
已經成為他們根深蒂固的傳統，耶穌
Why?
要一次次地衝擊、改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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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參考

1. 1 節耶穌知道法利賽人不安好心，為
什麼還去吃飯？

路加福音記載
中，這是在第
四次耶穌在安
2. 2～6 節耶穌又在安息日治病，祂為什 息日治病
麼要故意常常牴觸猶太人的教條？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
說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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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應用

二.

耶穌在安息日醫治病人，用行動和詢問回
答法利賽人的挑戰。指出法利賽人對受苦
的病人缺乏憐憫是因為那人對他們沒價
值。律法成了法利賽人硬心的藉口。
在生活中有哪些藉口妨礙了我們看到別人
的價值和抹殺了我們對人應有的同情心？
我們的愛心是限於特定的物件嗎？是只愛
那可愛的人或是與自身有關的人嗎？

大筵席的比喻（十四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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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家裏
比利亞傳道期，安息日
耶穌教訓客人和主人
主人和客人在請客和做客時的失誤
耶穌用筵席的比喻講述神國的道理
說明神國的邀請是神的恩典
1. 耶穌以比喻指出驕傲的人必降為卑，
謙卑的人必升高。
是什麼意思 2. 宴客應當請那些無力回報的人，才是
What?
真正的慷慨。有人聽到復活，不由自
主地發出讚歎，在神國吃飯的人有福
為什麼這樣
了，顯然他認為自己一定可以在那吃
Why?
飯。
3. 耶穌幽默地提到，有人因買地，有人
有什麼影響
因買牛、有人才娶妻，推辭赴宴。耶
Wherefore?
穌以此回答那人，神的確是慷慨的，
但那些自以為體面的人，拒絕神的邀
字詞原義、
請，無法進神的國。
說明背景、 4. 主人要僕人去邀請城內的殘障者及城
上下文思
外的流浪漢，這是指猶太人及外邦中
路、因果關
那些願意接受神的人。這比喻表示：
係、模擬和
神是恩慈的，願意接納所有就近祂的
對比。
人，但人卻不可輕忽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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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耶穌看到法利賽人在宴席過程中表現出來
的種種問題，用比喻教訓他們：
1. 自卑的將會升高,自高的將會降卑。
2.不期望別人的回報才是真正的善行。而
最大的賞賜在神那裏。
3.天國的邀請是神的恩典。受邀請而不接
受的將失去這一恩典。
謙卑是基督的本性。我們有沒有效法耶穌
基督的謙卑？有沒有因一些善行而期待人
的回報？有沒有有意無意地回絕了神恩典
的邀請？

應用

Luke Chp13-15_revised

備註/參考

1. 7～11 節耶穌所說「如何作客」的比
喻，其重點為何？
2. 12～15 節耶穌教訓這位主人，怎樣才
是真正的慷慨？有人對耶穌的這番
話，發出怎樣的讚歎？

3. 16～20 節耶穌很幽默地提到哪幾種推 太 22:1-10
辭的人，來回答那人的讚歎？這是什
麼意思？

4. 21～24 節體面的人都推辭。主人又要
僕人去邀請哪些人？這比喻的重點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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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主門徒的條件（十四 25～35）

觀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如何?
何果?

帶領前的預備
耶穌，眾人
從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比利亞傳道期
耶穌講述作門徒的代價
極多人跟隨耶穌
用各種比喻說明作門徒的代價很大
作門徒的必須願意捨棄一切，讓耶穌居首
位
解釋
1. 耶穌要求跟從祂的人要愛祂超過至
親，也要背起十架。耶穌要求人要將
是什麼意思
祂擺在生命中的第一位，因為祂是什
What?
至超過自己的生命。這並非要人不愛
父母、生命，而是說神定要擺在第一
為什麼這樣
位。 (參路 9:23-24) 跟隨耶穌的意
Why?
思是完全的服從祂，就是死，也要服
從。
有什麼影響 2. 耶穌說了兩個比喻：施工的要計算花
Wherefore?
費，免得蓋不起來。王打仗要計算兵
力，能否打勝仗。比喻的重點是要門
字詞原義、
徒計算清楚，跟隨耶穌是要撇下一
說明背景、
切，祂不要考慮不周、懦弱的跟隨。
上下文思
有價值的事物，代價一定是高的，只
路、因果關
有全心的跟隨，才能經歷作門徒的真
係、模擬和
喜樂。
對比。
3. 鹽的功能是防腐與調味。這個比喻重
點在指出門徒的生命素質何等重要，
其要求是嚴謹的。
歸納綜合
對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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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參考

1. 25～27 節耶穌對要跟隨祂、作祂門徒
的人，提出什麼要求？這要求是什麼
意思？合理嗎？

2. 28～33 節耶穌說了哪兩個比喻？比喻
的重點是什麼？

3. 34～35 節鹽的功能為何？鹽的比喻，
其重點為何？

跟隨耶穌的代價是要計算之後的決定
三種狀況“不能做主的門徒”
26 節 若不愛我勝過愛…
27 節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神的
33 節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前半段，主耶穌指出法利賽人幾個錯誤？
在追求信仰上，我們是否也有盲點或停滯
不前之處？作主門徒，代價極高。有價值
的東西，代價一定很高，你是在計算代價
之後決定跟隨主嗎？什麼是阻擋你全心全
意的跟隨耶穌的呢？

總結經訓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主的門徒。耶穌所要的是全部。基督的呼召是一個遠比我們
最高的屬私己的愛更高的呼召。我們願不願付上這樣的代價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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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 14 章

經文十四 1～35

*詩歌：
*禱告
*讀經：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從這幾章的研討，我們可以感受到緊張的氣氛逐漸升高，主耶穌毫不畏懼地指出人的
罪，審判宗教領袖的自義。當然，仍然常看見主耶穌對弱勢者的關顧。同時，也很清
楚地看到耶穌對自己的使命、生死，神國的未來等，都有確切的把握，祂堅定地呼召
人進神的國，撇下一切作主門徒。
在十四章，主耶穌講了一個大筵席的比喻，主人邀請的人都推辭不來赴筵，他
就去邀請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這比喻是在責備那些猶太宗教領
袖。
*引題：
有沒有經歷到當有人邀請你赴宴席，由於不想去，你會以藉口回絕對方的邀請，而不
是說出真正的理由。那麼真正的理由又可能是什麼呢？感到不需要？不想浪費時間？
與邀請的人關係並不親密？
曾經經歷過邀請朋友來吃飯，到了時間朋友沒有出現，你在失望中生氣麼？你如何處
理所預備的食物？
*討論題目：
一、 安息日治病（十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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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耶穌知道法利賽人不安好心，為什麼還去吃飯？
3. 2～6 節耶穌又在安息日治病，祂為什麼要故意常常牴觸猶太人的教條？
歸納
耶穌在安息日醫治病人，用行動和詢問回答法利賽人的挑戰。指出法利賽人對受苦的病人缺乏憐憫是因
為那人對他們沒價值。律法成了法利賽人硬心的藉口。

應用
在生活中有哪些藉口妨礙了我們看到別人的價值和抹殺了我們對人應有的同情心？我們的愛心是限於特
定的物件嗎？是只愛那可愛的人或是與自身有關的人嗎？

二、 大筵席的比喻（十四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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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節耶穌所說「如何作客」的比喻，其重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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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15 節耶穌教訓這位主人，怎樣才是真正的慷慨？有人對耶穌的這番話，發出怎樣的讚歎？
4. 16～20 節耶穌很幽默地提到哪幾種推辭的人，來回答那人的讚歎？這是什麼意思？
5. 21～24 節體面的人都推辭。主人又要僕人去邀請哪些人？這比喻的重點是什麼？
歸納
耶穌看到法利賽人在宴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種種問題，用比喻教訓他們：
1. 自卑的將會升高,自高的將會降卑。
2.不期望別人的回報才是真正的善行。而最大的賞賜在神那裏。
3.天國的邀請是神的恩典。受邀請而不接受的將失去這一恩典。
應用
謙卑是基督的本性。我們有沒有效法耶穌基督的謙卑？有沒有因一些善行而期待人的回報？有沒有有意
無意地回絕了神恩典的邀請？

三、

作主門徒的條件（十四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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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 節耶穌對要跟隨祂、作祂門徒的人，提出什麼要求？這要求是什麼意思？合理嗎？
3. 28～33 節耶穌說了哪兩個比喻？比喻的重點是什麼？
4. 34～35 節鹽的功能為何？鹽的比喻，其重點為何？
歸納
跟隨耶穌的代價是要計算之後的決定
三種狀況“不能做主的門徒”
26 節 若不愛我勝過愛…
27 節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神的
33 節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應用
前半段，主耶穌指出法利賽人幾個錯誤？在追求信仰上，我們是否也有盲點或停滯不前之處？作主門
徒，代價極高。有價值的東西，代價一定很高，你是在計算代價之後決定跟隨主嗎？什麼是阻擋你全心
全意的跟隨耶穌的呢？

*總結經訓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主的門徒。耶穌所要的是全部。基督的呼召是一個遠比我們最高的屬私
己的愛更高的呼召。我們願不願付上這樣的代價跟隨主？

*結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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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15 章

經文十五 1～ 32

背景
在十五章，我們將看見一個真正的事件，這比喻真的發生。耶穌在往耶路撒冷的路
上，花許多時間教訓門徒，也有好多次與法利賽人發生衝突，主耶穌是要借這些過程
教導門徒正確的信仰，就好像十五章的三個比喻，描述神是一位疼惜且主動尋找罪人
的神，而不是高高在上，只愛好人的神。這一段仍然交織著主對門徒的教導，及與法
利賽人的衝突，特別是在錢財的事上。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你曾經離家出走過麼？你去了哪里？結果呢？
你在“失物招領”的物件中，找到過失去的東西麼？你記得在找到時的心境麼？
分段
一、一支迷路羊和失去一塊錢的比喻 （十五 1～10）
二、浪子回家的比喻（十五 11～32）
一、

一支迷路羊和失去一塊錢的比喻 （十五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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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稅吏和罪人，文士和法利賽人
從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比利亞傳道期
耶穌教訓文士和法利賽人
文士和法利賽人批評耶穌接待罪人
用迷路羊和失去一塊錢作比喻
說明神尋找失喪的人並喜悅罪人得救
1 節「稅吏」替羅馬人向同胞猶太人徵
稅，被視為民族罪人。
是什麼意思 2 節猶太人認為和罪人一起吃飯，會沾染
What?
污穢。
1. 耶穌讓眾稅吏和罪人挨近祂，聽祂講
為什麼這樣
道。法利賽人和文士一向認為這些人
Why?
是不潔淨的，無藥可救的，一個聖潔
的教師是不會接觸他們的。
有什麼影響 2. 耶穌以迷失的一隻羊比喻這些罪人，
Wherefore?
上帝的心意願意為一個罪人暫時拋下
義人，並且為罪人的悔改而歡樂。因
字詞原義、
此耶穌要接近罪人。
說明背景、 3. 「一塊錢」是一個工人一天的工資。
上下文思
當時的地面應該是泥土地，所以要找
路、因果關
硬幣就必須打掃地板。失落的罪人悔
係、模擬和
改，上帝和天使也有如找回失落一塊
對比。
錢的婦人一樣快樂。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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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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參考


1.

十五章主耶穌講了三個比喻，祂是在
怎樣的情況下講這三個比喻？法利賽
人和文士為什麼議論？

2.

1～7 節，第一個比喻的內容是什
麼？重點是什麼？

3.

8～10 節，第二個比喻的內容是什
麼？重點是什麼？

太 18:12-14

指控耶穌的法利賽人和文士，事實上他們
與稅吏和罪人一樣的失喪。這兩個比喻說
明耶穌正實踐祂來到世上的目的，祂接待
罪人與他們吃飯，因為神確實是尋找失喪
的人，法利賽人從來沒有想像過神會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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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的。
路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
的人”
我們是否是被耶穌尋到的罪人？我們是否
悔改歸向神，讓神和天使喜樂和滿足？

應用

二、

浪子回家的比喻（十五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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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稅吏和罪人，文士和法利賽人
從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比利亞傳道期
耶穌教訓文士和法利賽人
文士和法利賽人批評耶穌接待罪人
用浪子回家作比喻
說明神的慈愛本性
12 節「分產業」，當時的習俗，兒子是可
以在父親活著時要求分家產，免得以後分
是什麼意思不清，老大可得三分之二，小兒子可得三
What?
分之一，但是父親過世前只有擁有權，不
可變賣，小兒子分了就變賣，是不合當時
為什麼這樣習俗的。
Why?
19 節「雇工」：是僕人中地位最低的一
種，可以在一天之中隨時被免職，根本不
有什麼影響 算屬於這個家庭。而僕人多少還算是家庭
Wherefore? 中的一份子。
1. 小兒子
字詞原義、
a. 小兒子要求分家產，且不久就加
說明背景、
以變賣，故意離家很遠，很快花
上下文思
盡他所有財產。看起來他是一個
路、因果關
勇於冒險，熱愛自由，不喜歡受
係、模擬和
束縛的年輕人，將父親的愛視為
對比。
一種束縛，又還不能擔負責任。
b. 窮極潦倒、無路可走，才讓他醒
悟過去的錯誤，得罪了神、父
親，以為自由就是不要任何責
任。他想回去作雇工，代表他內
心的痛悔，認為自己已經不配作
兒子。
2. 父親
a. 是父親主動奔向小兒子，且擁抱
親吻他。表示父親一定每天企盼
等候著兒子歸家，而且樂意饒恕
他的過去。
b. 父親制止他，不讓他說出作雇工
的要求，讓僕人給他穿袍子、戴
戒指、宰牛只慶祝。這些都是兒
子身分的象徵，表達父親仍然認
他是兒子，不是雇工。而且對他
能悔改歸家，極度的歡喜快樂。
3. 大兒子
a. 大兒子生氣，不肯進去。
b. 他埋怨父親從不因他努力服事而
賞賜什麼，卻為浪蕩的弟弟宰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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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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參考

申 21:17

1. 11～21 節小兒子
11～16 節小兒子作了哪些事？從這些
作為，你會如何評斷他的性格、人生
觀、人際關係等？他有哪些優、缺
點？

17～21 節什麼因素促使他醒悟？他省
悟了什麼？他認為可以回去作父親的
雇工，這代表一種怎樣的心態？

2. 20～24 節父親
20 節父親用哪些動作歡迎他？各有什
麼意義？

21～24 節父親如何回應小兒子的自
卑？這些行為代表什麼意義？

3. 25～32 節大兒子
25～28 節大兒子對弟弟回來的反應是
什麼？
29～30 節他如何埋怨父親？這代表怎
樣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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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服事」這字是由「奴僕」
變化而來，意思是表明大兒子認
為他在家中像奴隸一樣的工作。
大兒子卻是一個在家浪子。
c. 父親並沒有責備他，仍是好言相
31～32 節父親如何回應他？這是怎樣
勸，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不
的一位父親？
要把自己當雇工，也不要嫉妒你
弟弟，要接納且歡喜快樂。這位
父親是一位等待兒子回頭，樂意
饒恕、寬容、慈愛的父親。
4. 這個比喻是針對法利賽人和文士因對 4. 在 1、2 節的場景下，你認為浪子的比
罪人的偏見而起，小兒子比喻這些罪
喻中，小兒子、父親、大兒子在比喻
人，大兒子是法利賽人和文士，父親
誰？其重點為何？
代表天父。重點是要告訴這些宗教
家：天父樂意饒恕願意悔改的罪人，
你們雖看起來很殷勤，也很虔誠，但
是你們也是浪子，也需要悔改
歸納綜合
父親深為失去他的兒子而痛苦，當浪子回
對神、對
家時，父親的喜悅是難以言喻的。理解神
己、
的父性，可以幫助我們真正地回轉歸向
對人、對事
他。
物
應用
信主後我們有沒有更像大兒子，不體貼天
父的心情，對失喪的人漠不關心？從今天
開始，我們可以怎樣以神的心為心，殷勤
尋找，服侍和拯救使喪的人？

總結經訓
綜觀這三個比喻，它們共同的重點是什麼？這在對你自己、自己與神的關係、對恩典的
看法等，有新的體會嗎？
失羊、失錢和浪子的比喻都是為了回應第一、二節中自義的法利賽人對耶穌的質疑，說
明上帝對人的心意不是幸災樂禍，也不是樂意與罪人隔絕，而是有如失羊的牧人、失錢的婦
人以及失去兒子的慈父一樣，殷切的尋找，盼望失喪的人快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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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 15 章

經文十五 1～32

*詩歌：
*禱告
*讀經：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在十五章，我們將看見一個真正的事件，這比喻真的發生。耶穌在往耶路撒冷的路
上，花許多時間教訓門徒，也有好多次與法利賽人發生衝突，主耶穌是要借這些過程
教導門徒正確的信仰，就好像十五章的三個比喻，描述神是一位疼惜且主動尋找罪人
的神，而不是高高在上，只愛好人的神。這一段仍然交織著主對門徒的教導，及與法
利賽人的衝突，特別是在錢財的事上。
*引題：
你曾經離家出走過麼？你去了哪里？結果呢？
你在“失物招領”的物件中，找到過失去的東西麼？你記得在找到時的心境麼？
*討論題目：
一、 一支迷路羊和失去一塊錢的比喻 （十五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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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章主耶穌講了三個比喻，祂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講這三個比喻？法利賽人和文士為什麼議論？
3. 1～7 節，第一個比喻的內容是什麼？重點是什麼？
4. 8～10 節，第二個比喻的內容是什麼？重點是什麼？
歸納
指控耶穌的法利賽人和文士，事實上他們與稅吏和罪人一樣的失喪。這兩個比喻說明耶穌正實踐祂來到
世上的目的，祂接待罪人與他們吃飯，因為神確實是尋找失喪的人，法利賽人從來沒有想像過神會是這
樣子的。
路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應用
我們是否是被耶穌尋到的罪人？我們是否悔改歸向神，讓神和天使喜樂和滿足？

二、浪子回家的比喻（十五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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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節小兒子
11～16 節小兒子作了哪些事？從這些作為，你會如何評斷他的性格、人生觀、人際關係等？他有哪些
優、缺點？
17～21 節什麼因素促使他醒悟？他省悟了什麼？他認為可以回去作父親的雇工，這代表一種怎樣的心
態？
3. 20～24 節父親
20 節父親用哪些動作歡迎他？各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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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節父親如何回應小兒子的自卑？這些行為代表什麼意義？
4. 25～32 節大兒子
25～28 節大兒子對弟弟回來的反應是什麼？
29～30 節他如何埋怨父親？這代表怎樣的心態？
31～32 節父親如何回應他？這是怎樣的一位父親？
5. 在 1、2 節的場景下，你認為浪子的比喻中，小兒子、父親、大兒子在比喻誰？其重點為何？
歸納
父親深為失去他的兒子而痛苦，當浪子回家時，父親的喜悅是難以言喻的。理解神的父性，可以幫助我
們真正地回轉歸向他。
應用
信主後我們有沒有更像大兒子，不體貼天父的心情，對失喪的人漠不關心？從今天開始，我們可以怎樣
以神的心為心，殷勤尋找，服侍和拯救使喪的人？

*總結經訓
綜觀這三個比喻，它們共同的重點是什麼？這在對你自己、自己與神的關係、對恩典的看法等，有新的
體會嗎？
失羊、失錢和浪子的比喻都是為了回應第一、二節中自義的法利賽人對耶穌的質疑，說明上帝對人的心
意不是幸災樂禍，也不是樂意與罪人隔絕，而是有如失羊的牧人、失錢的婦人以及失去兒子的慈父一
樣，殷切的尋找，盼望失喪的人快回來。

*結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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