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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一共二十七卷聖經中，

前面四卷都是福音書 ─

以福音書作者為它的名稱。

路加是福音書的作者之一，

他的名字是一個希臘人的名字，

是一個外邦人作為聖經的作者

他寫了路加福音、使徒行傳

在新約聖經當中篇幅是最多的

蔡筱楓 ─

華神道學碩士、神學碩士，

現為石牌信友堂師母。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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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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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是保羅的一位同工，

使徒行傳保羅出去傳福音的時候，一起向外邦宣教

保羅寫信給其他教會同工

腓利門書 ─ 路加是保羅親愛的同工，

一起來寫信問候其他的教會

歌羅西書 ─ 路加是保羅所親愛的醫生，

他是一位行醫的弟兄

最後保羅要殉道之前，提摩太後書 ─

保羅提到，只有路加在我這裡

他是聖經所有的作者裡唯一一位非猶太人，

是一位外邦人的醫生。

寫作對象 一1a 提阿非羅大人哪…

用語、修辭、傳講福音的方式，都有特定的模式；

每一個人彼此談話，會用熟悉的詞句、習慣的表達方式

提阿非羅 ─ 聖經只有在這有提到他，

是一個希臘人的名字，希臘人都稱作希利尼人

意思是愛神者，或是被神愛的人

路加寫作路加福音、使徒行傳，

都是寫給以提阿非羅為代表的外邦人

這個福音書卷中會盡量少用
外邦人不容易瞭解的猶太術語，

─ 拉比、和撒那…這些名詞，

主要受書人、寫作對象，是外邦人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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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寫作這個福音書，大概在主後六十年左右，

保羅正在旅行佈道中，路加隨侍在側

主後第一世紀福音開始向外邦廣傳的時候，

最初是口傳，久而久之就開始行諸於文字

一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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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當路加寫作的時候，

當時第一代 ─ 耶穌基督福音的目擊者，

都還在世，在用口傳說、提筆寫作。

路加按著次序把耶穌的生平寫下來，

還提醒當時羅馬哪一個皇帝、哪一個巡撫，

在那個時候發生了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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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 4 ─前言
講述他提筆著書是在什麼時候、

為什麼要寫、寫給誰。

一5 - 四13 ─ 耶穌基督如何降生
是路加非常獨特的報導，包含

施洗約翰的降生，有天使來預告

馬利亞童女懷孕生子，天使的啟示

結尾講到耶穌預備好出來傳道

這一段時間都是在耶穌的家鄉，

大概是三十年這麼長的時間
一1-4

前言
一5-四13

預備時期

一1-4

前言
一5-四13

預備時期
四14-九50

神蹟、身分
九51-十九28

教導、比喻

四14 - 九50 ─ 耶穌出來服事共一年半的時間，

耶穌三十歲之後出來傳道，這一大段記錄 ─

講述非常多耶穌所做的神蹟，

藉著耶穌所行的神蹟、表明了耶穌的身分，

主耶穌基督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廿四19)

耶穌都是待在加利利 ─ 巴勒斯坦北方耶穌家鄉附近

九51 - 十九28 ─ 耶穌離開加利利，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寫作期間大概六個月，記錄耶穌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情，

路加很獨特的寫了非常多耶穌的教導，

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教導許多天國的真理

真的看見 ─ 主耶穌說話有能力、有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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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4

前言
一5-四13

預備時期
四14-九50

神蹟、身分
九51-十九27

教導、比喻
十九28-廿四53

捨身流血

十九28-廿四53 ─耶穌到耶路撒冷了，

從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一共只有八天，可是篇幅非常的多，

四福音都是集中在最後耶穌進耶路撒冷

準備受難釘十字架的這一段的路程。

這一段記錄了耶穌捨身流血、完成上帝的救贖

路加福音還記載耶穌復活之後五十天，

跟門徒之間的談論

耶穌每年逾越節都會到耶路撒冷去守節，

只是在路加福音寫作的次序，

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舖排，

讓我們對耶穌的生平、所完成的救贖，有一個整全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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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加是早期教會的歷史家和神學家

除了路加福音，他還寫作了後書 ─ 使徒行傳，

非常完整的把初代教會的歷史記錄下來，做了整全的交代，

從主耶穌的生平年代、被接升天之後，

教會如何延續耶穌所完成的救贖、世界上教會的進展

福音如何從耶路撒冷傳向外邦

不是上帝一個奧祕的計畫而已，

耶穌的事蹟，是在羅馬帝國真正發生的事情情

這個救恩是上帝在舊約當中就已經計畫好了，

終於在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

完整展現在世人的眼前

隨著耶穌升天，這個救恩的計畫延續著，

在主後第一個世紀的教會當中，從耶路撒冷傳向了外邦

2. 路加強調福音的普世性
福音來自猶太人，是耶穌被釘十字架，說「成了」。

路加福音常常會提到「萬民」這個普世性的字眼 ─

主耶穌降生聖誕夜晚上，天使就說：

二10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民的。的。

施洗約翰出來傳福音的時候，說：

三6 凡有血氣的，都要看見神的救恩。

主耶穌完成了服事、被接升天的時候，囑咐門徒說：

廿四47 人要奉耶穌的名來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到萬邦。

不只是對著以色列人，而且是按照上帝的應許、

計畫的次序，從耶路撒冷逐步的要傳向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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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的福音普世性，強調「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耶穌剛出來傳福音就說：

「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路加福音中記錄了非常多社會的邊緣人、

被社會所排斥、忽略、失喪的人，

稅吏撒該，是被當時的人所排斥的、忽略的

貧窮、瘸腿、瞎眼的，好像沒有資格來到上帝面前敬拜，

可是福音也向著他們、救恩也是臨到這些人

撒馬利亞人對耶穌所傳的福音有正面的回應

主後第一世紀，婦女很容易被忽略，

路加福音記錄了有許多的婦女圍繞在耶穌的身邊，身邊，

被耶穌服事、也服事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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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把猶太教社會縱向的 ─ 貧窮、軟弱、被人忽略的，

沒有一個層面、層次的群體，是被上帝忽略的

使徒行傳從地理上 ─

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馬利亞直到地極，

橫向的傳向外邦、傳向萬民

路加福音讓我們看見 ─ 上帝所為人預備的救贖，

是人的眼未曾見過、耳朵未曾聽過、人心也沒有想過的…

路加常埋下伏筆，上帝的國度中，次序被顛倒、逆轉過來，

在前的要在後、在後的要在前

自卑的要升為高、為首的要成為末後的

讓我們思想 ─ 沒有一個人被上帝遺忘，因為太渺小；

也沒有一個人生命太完美，完美到不需要耶穌來拯救來拯救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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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面老先知看見耶穌的時候，有一段西面頌
二30-32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在神國度當中的次序，隨著耶穌救恩的來到，

已經不是用我們的眼光來認為 ─ 誰應該排在前面…

福音透過耶穌基督、施洗約翰的服事，

是那樣豐富的、遍及的，在以色列當中傳開了。

強調福音的普世性當中，次序是多麼的豐富！

四26-27 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她們一個人那裡去，
只奉差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裡去。

先知以利沙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痲瘋的，
但內中除了敘利亞國的乃縵，沒有一個得潔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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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許多多的人，在接受主耶穌的救恩當中，

他們充滿了歡喜、快樂。

有一些人被主耶穌醫治的時候，

歡喜快樂的表白、將榮耀歸給神、他很熱情

主耶穌基督曾經醫治拿因城寡婦的兒子，

本來是送殯的行列，當寡婦的兒子死裡復活之後，

拿因城合城的人都將榮耀歸給上帝 (七11-17) 

有四個朋友，抬著癱子來到耶穌面前，

當癱子得醫治的時候，也大聲的將榮耀歸給上帝 (五18-25)

有一個彎腰駝背十八年的女子，當被醫治的時候，

也是直起腰來、大聲的歸榮耀給神 (十三11-13)

從得醫治人的口中，流露出讚美、歸榮耀給上帝的喜樂之情。

路加福音一開始，用讚美開始，

加百列報好信息給馬利亞、撒迦利亞，

宣告耶穌要降生、宣告施洗約翰要降生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用讚美為結束，

門徒們在耶穌升天之後，

他們在聖殿中讚美上帝

一14 你必歡喜快樂；有許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樂。

當馬利亞去探望以利沙伯，以利沙伯說 ─

一44 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胎就歡喜跳動。

馬利亞的頌歌
一46b-47 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許多迎接耶穌要降生的人物，

都是充滿了歡喜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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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 一連串的耶穌所說的比喻，

人丟了一隻羊，找到那隻羊了 ─ 會歡喜快樂

掉了一塊錢，找到那一塊錢了 ─ 又歡喜快樂

小兒子離家出走、回家了，應當要歡喜快樂

當福音在主後第一世紀被宣揚的時候，

有一些困難跟逼迫；

從上帝而來的喜樂，

遠大過那許多的困難、患難、逼迫。

這許多歡喜快樂的字句，

描述福音的進展中，如何帶來許多喜樂之情。

這許多歡樂、喜樂之情，

在路加寫作這卷福音書的時候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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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雖是耶穌走向十字架、走向耶路撒冷，

在受苦、前面十字架陰影，等候耶穌生命的終了

可是讓我們看見，患難、十字架、耶穌的受苦，

是完成救贖非常重要的途徑

上帝的心意被成全了，耶穌就歡喜快樂！

讓我們隨著作者舖排的次序，歡喜快樂的情感、豐富的情緒，

一起來認識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耶穌自己也曾經被聖靈感動而歡喜起來，(十21)

祂的歡喜其實上下文來看 ─ 工作並不順利，

耶穌卻說：「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祂從心裡知道，上帝的計畫、心意，能被人認識，

上帝的救恩使有些人生命，被觸摸、被醫治，

耶穌就歡喜快樂；許多人成為福音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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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
愛我們天父，感謝你，

當我們屬於你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當中就充滿了希望。

不論任何一個世代，都有黑暗、患難、苦楚，

但感謝你，你從來不吝惜的將你的同在賜下；

主啊！有你的同在，

你使我們的生命黑暗轉向光明，

你使我們的生命不再是憂愁沮喪的。

謝謝耶穌引導我們，

在你自己降生的喜樂當中，讓我們每一天能夠傳揚，

而活出你所賜下屬天的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