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加

福音書導讀

名字被保羅書信三次提及 ─ 西四14，門24，提後四11
 福音書與使徒行傳，顯性與隱性的提到他自己 ─


第十三課 路加福音概論

提阿非羅大人哪，
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
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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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概論



路加開頭沒有提到他是誰，但從使徒行傳看到 ─
路加是保羅的同工、自己也是宣教士…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
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
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
「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
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裡的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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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加 ─ 經文的內證

作者：路加 ─ 歷史的外證

z 路加應是希臘人，引用舊約經文時，

z 初代教父愛任紐 Irenaeus ─ 路加是保羅的同伴，

常引用希臘文版本的聖經 ─ 七十士譯本
z 可能來自敘利亞的安提阿，
徒十一19-30 對安提阿教會的誕生與成長，
掌握相當資訊，也是路加的母會

把保羅所傳講的福音寫成一本書
z 《穆拉托利殘卷》新約聖經書目，列出路加福音，
第一卷1-4 第三部福音書是路加所寫的；
 路加這位著名的醫生根據當時普遍的信仰，
在基督升天後，以他自己的名義寫下了這部書
 保羅認為他是一個熱心求證的人
z 初代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 Eusebius ─ 路加出生在安提阿

聖經中曾提到兩個安提阿…
z 敘利亞的安提阿，
 曾差派保羅、巴拿巴成為宣教士
 徒十一26b 信耶穌的人被稱做基督徒，
從此處開始
z 土耳其版圖 ─ 彼西底的安提阿，
徒十三14 他們離了別加往前行，
來到彼西底的安提阿

z 教父耶柔米 Jerome ─ 第三部福音書是路加所寫，

他是位醫生，是敘利亞安提阿的本地人
z 近代聖經學者 ─ 新約聖經作者中最有才華的人。
嚴謹的史學家，用優美希臘文，詞藻、文筆，
在希臘文聖經當中，被喻為優美的文學作品

成書時間：公元 60 - 70 年之間。
寫作對象：
z 外邦人，特別是希臘人，

所以對猶太地理、節期，會稍加解釋、補充講解 ─
四四31 迦百農，加利利的一座城
四八26 有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對面
廿三51 亞利馬太，猶太人的一座城
廿四13 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廿五里
廿二10 除酵節，又名逾越節

文學特徵：
路加是一位醫生，用字遣詞特別用心專業，
路加福音、使徒行傳中，八百個字是其他新約沒出現的 ─
z 太十九24、可十25 有錢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
 都是用
縫針這個字的希臘文
 路十八25 用
醫療專業手術縫針
z 特別描述耶穌所接觸病人的病徵或病況，

記載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病況嚴重到 ─
在醫生手裡花了她一切養生的，卻沒有一人能醫好她

 八43

z 路加提到對象是提阿非羅 ─
Theo 希臘文上帝，philus 愛，

一個得水臌的人，
是新約唯一一處記載這種疾病的名詞
z 記載六個耶穌所行的神蹟中，五個跟醫治有關 ─
 十四2

Theophilus 愛上帝的人。



可能寫給就叫提阿非羅的人
可能泛指希臘世界中 歸信耶穌、渴慕真理的基督徒

文學特徵：

七11-15，十三11-13，十四2-4，十七12-14，廿二51

文學特徵：
擅用外邦辭彙取代猶太用法 ─ 要跟外邦人傳福音…

z 對希臘文的掌握程度僅次於希伯來書的作者，

用高雅古典的希臘文寫路加福音
 採希伯來語式的希臘文，記述耶穌的出生與童年
z 是位史學家，以敘述史、按次序、嚴謹考證來寫作，
用考察一字，證實他曾周遊列國來查證基督的生平
z 使徒行傳中，提到我們的部份 we-sections，
分別出現在 徒十六10-18，廿5-廿一18，廿七1-廿八16，
表明他實際參與了保羅的宣教旅程

猶太辭彙



z 因為寫給外邦人，所以耶穌的家譜追溯到亞當時期
z 以羅馬帝王執政期來標示…

凱撒奧古斯都有旨意下來 ─ 耶穌降生的時間
三1a 凱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 ─ 施洗約翰傳道的時間
二1a

z 很少引述舊約談到預言應驗 ─ 寫作對象針對外邦人

稱老師為拉比
解析、抄寫律法為文士
 阿門
 加利利海
 各各他
鬼

外邦辭彙
先生、夫子
律法師
 實實在在的
 革尼撒勒湖
 骷髏地
 不潔淨的，邪惡的
外邦人相信有好鬼，需要區分









其他福音書中會出現的希伯來文或亞蘭文的辭彙，
並未在路加福音中出現 ─
阿爸、半尼其、厄巴大、希伯來、以馬內利、以法大、
各耳板、彌賽亞、和散那、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

文學特徵： 新約聖經中的詩篇

文學特徵： 充滿許多對比性

福音書作者中，唯獨路加記載許多早期教會的詩歌：
一28-31〈有福的馬利亞
一46-55〈聖母頌

z 人物之間的正對比 ─

Ave Maria〉

Magnificat〉

一68-79〈撒瑪利亞的頌歌
二14-00〈至高榮耀

Benedictus〉

Nunc Dimittis〉

都源自於基督的降生，
聖靈感動人在過程中，唱出讚美與感恩的詩歌。
也常提到 ─
 榮耀歸與神 Glorifying God ─ 二20，五25b…
 讚美神 Praising God ─ 二13、20，十九37
 稱頌神 Blessing God ─ 一64，二28，廿四53

文學特徵：

創世記

路加福音

亞伯拉罕和撒拉年紀老邁，
撒拉月經斷絕，沒有生育能力

十八11

你不要怕
十二2 應許亞伯拉罕成為大國，

賜福給他、
叫他的名為大

z 人物之間的反對比 ─

忙亂的馬大與安靜的馬利亞
十六1-13 生前揮霍、沒有同情心的財主，
生前苦難、死後安息在亞伯拉罕懷裡的拉撒路
正、反對比，交織出豐盛的文學色彩
十38-42

文學特徵： 以語言風格詮釋神學

模仿七十士譯本五經的版本，以語言風格詮釋神學 ─
 猶太人把聖典內容的權威與價值，投射在文筆本身
本身
 路加借用七十士譯本希伯來式希臘文學筆觸…
取用希伯來式的表達法，用的是希臘的語言，
讓耶穌生平的描述，突顯猶太法典 ─ 五經的風格…

十五1 上帝顯現，告訴亞伯拉罕

童貞女馬利亞與祭司撒迦利亞的頌歌，
心被恩感，向上帝發出讚美的聲音
二8-14 伯利恒野地的牧人與天上的天使，
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天地和鳴
二25-38 公義虔誠的男長者西面與老寡婦女先知亞拿，
單純的信心、對上帝恩典的仰望
一46-79

Gloria in Excelsis〉

二29-32〈西面的頌歌

z 針對富足人與窮人的經文對比，就出現好幾處

─

撒迦利亞、以利沙伯年紀老邁，
以利沙伯不能生育
一13、31 神的使者向撒迦利亞、
馬利亞顯現 ─ 不要怕
一15 天使對撒迦利亞 ─
他的孩子在主面前成為大，
就是施洗約翰
一32 天使對馬利亞 ─ 祂要為大，
並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一7

創世記
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
要生一個兒子 ─ 應許之子以撒

十七19

路加福音
一31 告訴馬利亞：你要懷孕生子，

起名叫耶穌，就是救贖主

十八14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

一37 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

十二7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

一55 神的恩待賜下救贖主，

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十三15 凡你所見的，

我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直到永遠。

為要記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
正如從前對列祖所說的話。
一73 就是他對祖宗曾經起的誓 ─
大國、大福、名為大

廿一4 以撒生下來第八日，就行割禮

二21 嬰孩耶穌滿了八天，就行割禮

廿一8 孩子漸漸長大

二40 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

希伯來式希臘文學筆觸，
學者對照創世記、路加福音，所發現的平行對應。

神學主題： 聖靈論

神學主題： 弱勢族群

z 凡是跟耶穌有關的人物身上，賜下聖靈的作為 ─

z 記載耶穌對窮人、受歧視者的憐憫，被稱窮人的福音書 ─

聖靈在耶穌還在母腹裡就充滿祂
一41 聖靈與以利沙伯，一67 聖靈與撒迦利亞
四1、14、18 聖靈與耶穌
z 路加是一個重視聖靈的人 ─
 談到聖靈跟福音，多達五十九次
 使徒行傳又被稱作聖靈行傳

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路六36 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
 太五30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路六20 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
z 六24-26 在八福後加上針對富有、飽足之人宣告的災禍 ─
很容易忽視上帝的恩典、賙濟貧窮人的需要

一35

神學主題： 弱勢族群
z 對猶太人所歧視、認為是雜種的撒瑪利亞人 ─

十個得醫治長大痲瘋的人，
只有一個回來獻上感恩，就是撒瑪利亞人
十25-37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九52-56 對撒瑪利亞人採取寬容的態度
十七11-19

神學主題： 耶穌與婦女
z

女人馬太福音出現三十次，馬可福音十九次，
約翰福音十九次，路加福音四十三次。

z 路加福音特別描述 耶穌看重婦女的事奉與需要 ─
一-二章

女人的子宮孕育上帝所要使用的器皿，

以利沙伯 ─ 施洗約翰，童貞女馬利亞 ─ 道成肉身的耶穌
二36-38 女先知亞拿為嬰孩耶穌祝福，七11-17 拿因城的寡婦，
七36-50 有罪的女人，八2-3 服事主的婦女，十38-42 馬大和馬利亞，
十三10-17 被鬼附十八年的女人，廿三27-31 痛哭的耶路撒冷女子。

耶穌對婦女的看法、敬重，婦女的事奉、需要…

 太五48

你擺設午飯或晚飯，不要請你的朋友、弟兄、
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怕他們也請你，你就得了報答。
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
你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
到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

十四12-14

路加重視耶穌基督怎樣對待這些人、祂的教導，
對基督徒關心公義、弱勢族群，是很好的提醒。

神學主題： 禱告
福音書有一些事件記錄重疊，路加在十一處加上禱告
耶穌禱告，聖靈臨到；五16 耶穌退到曠野禱告；
六12 耶穌挑十二門徒前，徹夜禱告；
九18 首度預言死與復活，獨自禱告；九28-29 登山變像禱告；
十一1 耶穌禱告，促使門徒要求耶穌教他們禱告；
廿二32 告訴彼得，祂已為彼得祈求；
廿二40 耶穌勉勵他們在客西馬尼園要禱告；
廿二44-45 耶穌禱告更加懇切；廿三34、46 耶穌在十架上禱告
禱告
三21

與對觀福音相似事件記述中，
補上耶穌教導禱告、耶穌禱告的內容。

z 所有福音書都不曾記載 耶穌傳道過程中，遇到婦女反對

z 馬可刻劃耶穌僕人的形像，教導我們效法祂成為主的門徒

z 路加福音重視婦女尤甚於其他卷書 ─

z 路加刻劃耶穌身為人的形像，

當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
路十一31 當審判的時候，南方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
太十二41

描述了祂關心社會公義，親近弱勢團體、被歧視的族群，
是人子也是神子，以禱告親近天父上帝、與聖靈同工

神學主題： 人論

神學主題： 順服

福音書中唯獨路加福音記載 耶穌像正常人一般的成長，
一 - 三章 耶穌的降生，
從母腹、孩童、少年到成人的歷程 ─
 跟隨父母回耶路撒冷守節
 分享律法當中，祂的領受、見解
透過比喻，現實觀察，形形色色的人出現、交織…
祭司撒迦利亞、稅吏撒該、
十個長大痲瘋的人、善良的撒瑪利亞人、
倚門等待浪子的父親、切求不義之官的寡婦、
在亞伯拉罕懷裡的拉撒路、在地獄裡的富人。
記載耶穌是人子，也看到多元豐富的人物及角色。

大綱架構：
一1 - 四13

人子耶穌的誕生與預備

四14 – 九50

九51 – 十九40

人子耶穌在加利利事奉

人子耶穌往耶路撒冷城

十九41 – 廿四53

人子耶穌在耶路撒冷城

路加福音或使徒行傳，都提到必須，
為要闡明神的僕人忠心執行上帝心意的順服。

神學主題： 喜樂
常出現喜樂、歡喜、快樂，次數比其他福音書還多 ─
你們哀哭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喜笑。
六23a 當那日你們要歡喜跳躍，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十21a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說：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
六21b

神學主題： 差遣
比起其他福音書，路加更頻繁以使徒來稱呼門徒，
 耶穌被釘十架後，廿四9-11、33 都以使徒
取代對門徒的稱呼，形成連貫到使徒行傳的風格
 路加在為使徒 ─ 奉差遣傳福音的宣教使命，作了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