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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中的禱告、比喻路加福音中的禱告、比喻
路加福音有十段經文記載耶穌的禱告，

其中八段，是路加福音特有的記載 (章節標為紅色)

三21-22 眾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

天就開了，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彿鴿子；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五15-16 耶穌進到曠野禱告 ─ 耶穌名聲愈發傳揚…選擇退到曠野禱告

六12 耶穌為著揀選使徒禱告

九18 耶穌獨自禱告後，向門徒預言自己將受苦、被釘、復活

九29 耶穌在變像山上禱告

十21 被聖靈充滿的耶穌，在歡樂中禱告

十一1 耶穌禱告完之後，門徒請求耶穌教導如何禱告 ─ 用主禱文禱告

廿二41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因著懼怕、即將承擔世人的罪債，

天父差遣天使來添加力量。教導門徒要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廿三34 祈求天父赦免無知兵丁 ─ 釘耶穌、拈鬮分他的衣服 ─ 的禱告

廿三46 即將斷氣，耶穌禱告求主收納祂的靈魂、交在父的手裡

主教導門徒的禱告

六28 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

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

十2 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廿一36 你們要時時警醒，常常祈求，

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這樣很重要的途徑、屬靈操練，就是透過禱告 ─

耶穌 經常退到曠野、揀選門徒、面對挑戰、被釘十字架…
用禱告來預備自己的心，迎向挑戰

透過禱告經歷爭戰、勝過爭戰

廿二46 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十一1-13 當門徒看到耶穌禱告之後，請求耶穌教他們禱告，

耶穌就教導他們 ─ 用主禱文禱告。

其他關於禱告的記載

一46-55 馬利亞頌歌 ─ 讚美式的禱告，

不只是祈求式的禱告，

讚美也是對上帝的禱告

一67-79 撒迦利亞頌 ─ 預言式的禱告，

當聖靈充滿他的時候，

所作出的祈求，當中包含了預言

二37 在聖殿裡禁食禱告、仰望上帝恩典的亞拿

五33 施洗約翰的門徒常常禁食禱告

三個禱告的比喻…



路加福音中的比喻

路加福音記載耶穌的比喻數量居福音書之冠，

蒐羅了三十幾種比喻，十九種是其他福音書沒有記載的 ─

馬太：四分之三在天國的比喻，四分之一談末世的比喻

路加：神國、末世、恩典、禱告、其他主題的比喻

神國的比喻 ─ 有些在馬太福音出現過

大筵席 (路加獨有)十四16-24 

窄門十三23-27

麵酵十三20-21

芥菜種的比喻十三18-19

捆綁壯士十一14-23

撒種的比喻八4-18

兩種根基六46-49

新郎的朋友、新舊衣服、新酒與舊皮袋五33-39

比喻的內容經 文

神國的比喻

五36-36 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塊來補在舊衣服上；

若是這樣，就把新的撕破了，

並且所撕下來的那塊新的和舊的也不相稱。

舊衣服已經縮過水、新衣服還沒有；泡水之後，很容易扯破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

若是這樣，新酒必將皮袋裂開，酒便漏出來，

皮袋也就壞了。但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裡。

新酒沒有發酵完全，裝在沒有彈性的舊皮袋，會膨脹而撐破

耶穌所帶來的啟示，雖跟舊約沒有衝突，但更指向人的內心，

跟傳統儀式主義、外在形式化宗教完全相反

像兩刃的劍，將文士、法利賽人的心剖開，挑戰窠臼…

五39 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

對習慣活在舊傳統的人，絕對會抗拒耶穌基督的教導

末世的比喻

無花果樹廿一29-33 夜間的賊十二39-40

善僕與惡僕的比喻十二41-48儆醒的僕人十二35-38

比喻的內容經文比喻的內容經文

十二35-38 你們腰裡要束上帶，燈也要點著，
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姻的筵席上回來。

他來到，叩門，就立刻給他開門。

主人來了，看見僕人警醒，那僕人就有福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必叫他們坐席，

自己束上帶，進前伺候他們。

或是二更天來，或是三更天來，

看見僕人這樣，那僕人就有福了。

束上腰帶 ─ 在戒備、警醒的狀態

耶穌提醒 ─ 在末後的世代，

神的子民也要這般的警醒

恩典的比喻

十五1-10 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
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

「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

耶穌就用比喻說：「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

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

找著了，就歡歡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裡，就請朋友鄰舍來，

對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

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

失羊、失錢的比喻，不能用人的一般邏輯去思考…
比喻的重點不在枝微末節，比喻只是一個客體

主體在於闡述一個罪人的悔改，天上也要歡喜

透過浪子回頭的比喻，達到整個教導的高潮 ─

天父的恩典，不願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悔改、得救、明白真道。

─ 兩種欠債的人、失羊、失錢、浪子回頭



禱告的比喻 ─ 十一5-8 半夜求餅的朋友

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裡去，

說：「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

來到我這裡，我沒有甚麼給他擺上。」

那人在裡面回答說：「不要攪擾我，門已經關閉，

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給你。」

他們當時住家環境，不是有隔間的房子，

被請求的人一起身，全家都被驚動…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

但因他情詞迫切地直求，

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

十一9-10 我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

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禱告的比喻 ─ 十八1-8 不義的官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說：

某城裡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裡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裡，

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伸冤。」

他多日不准，後來心裡說：「我雖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冤吧，免得她常來纏磨我！」

主說：「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

給他們伸冤嗎？我告訴你們，要快快地給他們伸冤了。

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提醒基督徒等候基督的再來，過程中不管遇見什麼樣的事，

不要放棄在禱告中持續以仰望、信靠的心，來祈求神。

不義的官尚且因為寡婦的纏磨而為她伸冤

天父上帝是最公平、公義、公正的那位，

時候到了，一定會來幫助我們

禱告的比喻 ─ 十八9-14 法利賽人與稅吏的禱告

耶穌向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說：

有兩個人上殿裡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

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地禱告說：「神啊，我感謝你，

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

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

只捶著胸說：「神啊，開恩憐憫我這個罪人！」

我告訴你們，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自以為是的人，禱告只是在宣揚自己的功德，

在神看來是自言自語

稅吏 知道自己不配、是一個罪人，

在上帝看來倒是被算為義

作門徒之代價的比喻 ─ 路加福音特有

十四28-30 蓋樓的比喻

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

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

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

「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十四31-32 打仗的比喻

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

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

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

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

十四33 你們無論甚麼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忠心事奉的比喻

忠於所託，專一事奉十錠銀子與十個僕人十九11-27

服事應有的態度無用的僕人比喻十七7-10

忠於所託，忠心事奉不義的管家十六1-13

教 導比喻的內容經文

十六1-8 有一個財主的管家，
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裡說：「主人辭我，我將來做甚麼？

鋤地呢？無力；討飯呢？怕羞。我知道怎麼行，好叫人

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裡去。」

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叫了來 ─

欠一百簍油的，改成五十；

欠一百石麥子的，改成八十。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

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忠心事奉的比喻 ─ 不義的管家

如讀這比喻不仔細探討，會有誤解 ─

以為耶穌鼓勵我們做欺騙的事…

比喻只是一個客體，斟酌的不在於細微末節，

只是舉出不義的管家來提出 ─

不義的人尚且在今生的事上有機智、反應、聰明

相較於光明之子 ─ 屬上帝的人，

反而在屬靈的事上是遲鈍的、反應慢的、

沒有預備的心

香港聖經學者馮蔭坤 ─ 耶穌的弦外之音，

我的門徒在神國的事上，

如果有世間之子在應付世間事的機靈、能耐、決心，

那就好了！

其他的比喻

十25-37 好撒瑪利亞人 ─ 愛鄰舍的教導，

真正愛鄰舍的，

竟然是猶太人所鄙視的好撒瑪利亞人

諷刺、提醒、警告，

自以為是的法利賽人、文士

諷喻法利賽人貪財，不行公義，
並不是真正遵行律法

拉撒路與財主十六19-31

謙卑首位的比喻十四7-11

悔改不結果實的無花果樹十三6-9

除去貪心，謹慎自守無知的財主十二13-21 

類別比喻的內容經文

從比喻中，學習耶穌基督 豐豐富富、多元的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