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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主題，襯托出路加福音所講述的福音信息福音信息，，

就是延續舊約聖經所傳遞上帝的應許 ─

在耶穌基督裡面完全被應驗了。

舊約所應許的這一位，在聖殿中被認出來

律法所預言的這一位，耶穌走進人類歷史的世界當中

路加福音耶路撒冷的聖殿非常的重要，

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是在聖殿供職的祭司祭司

主耶穌基督被送到聖殿，第八天行割禮，

被西面認出來祂是彌賽亞

耶穌在聖殿當中問、學，路加福音講到耶穌的童年

後書 ─ 使徒行傳，開始也是在聖殿，

在聖殿敬拜神的當中，被聖靈感動、福音往外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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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次路加獨家報導，講述耶穌的禱告。

1. 耶穌在約但河受施洗約翰的洗的時候，

其他福音書也有講，可是只有路加福音 ─

三21-22a 耶穌也受了洗，

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聖靈降臨在他身上…

五15-16 但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

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道，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病。

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

在許多忙碌的步調中，

耶穌從來不會應觀眾要求去做些什麼，

祂的第一個優先次序 ─ 是去禱告。

2.

3. 耶穌要選召門徒

六12-13 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

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

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

耶穌要做重大的決定、生命中重要關口，祂都是禱告。

4. 在五餅二魚的神蹟之後

九18 耶穌自己禱告的時候，門徒也同他在那裡。

耶穌問他們說：「眾人說我是誰？」

那時，門徒認出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禱告的時候，發生一些事情

耶穌正在禱告，門徒跟祂之間互動、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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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耶穌基督登山變相

十一1 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

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主禱文)

什麼時候耶穌教門徒禱告？耶穌自己在禱告的時侯。

二二40b 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二二46b 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7. 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準備迎接十字架的挑戰

6.

九28-29 耶穌帶著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

正禱告的時候，他的面貌就改變了…
一個模式 ─ 耶穌去禱告，正禱告的時候…

七次經文只在路加福音出現，

記載耶穌生平重要轉捩點，耶穌都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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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彼得禱告

廿二31-32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

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我們研究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十架七言」，

四卷福音書合參起來，耶穌在十字架上一共說了七句話；

這樣閱讀四福音的方法，是「橫向閱讀」。

每卷福音書用不同角度講述耶穌的生平、描述耶穌的畫像

合參 並不是要拼湊出更完整的事實

突顯出每一卷福音書各自所要陳述的事實

耶穌為仇敵禱告 ─ 在十字架上禱告說

廿三34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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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閱讀後，再做縱向閱讀─ 還原個別的福音書，

看它在上下文的文脈中，所強調突顯出的信息。

當讀到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祂的仇敵禱告」，

路加福音特別記下這個部分

其實整個路加都非常強調「主耶穌基督對禱告的看重」

路加裡有非常多耶穌對禱告的教導 ─ 都是比喻的，

十一5-8 ─ 禱告要情詞迫切的直求，

像一個「半夜來的朋友」

十八1-8 ─ 要常常禱告總不灰心，

比喻是「一個不義的官」

十八9-14 ─ 把「法利賽人跟稅吏的禱告」作對比，

教導門徒應當要有的禱告，不恰當的禱告是什麼樣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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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8a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

彼得也曾經描述

徒十38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

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

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神與他同在。

路加福音 ─ 耶穌出來傳道，受膏者受聖靈的膏抹

使徒行傳 ─ 主耶穌基督在聖靈的能力當中來服事

使徒們的服事、福音的進展，都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的工作不是在五旬節才開始，

在路加筆下描述了非常多聖靈在整個福音進展進展當中，當中，

聖靈的角色、聖靈的工作。

主耶穌預備出來傳道，主耶穌自己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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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路加福音當中，聖靈的角色濃密度非常的高，

一15 預言施洗約翰降生 ─

約翰從母腹裡就要被聖靈充滿

以利沙伯和撒迦利亞，也都被聖靈充滿

二25-26 聖靈引導老西面進入聖殿，

聖靈啟示在他離世之前，

就能夠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

西面蒙聖靈引導進入聖殿，認出才八天的耶穌就是彌賽亞

耶穌的降生 ─ 馬利亞童女懷孕生子…
一35 聖靈要臨到馬利亞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她

耶穌基督從童女懷孕生子，也是由聖靈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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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是這麼的有特色，

不只在述說一個歷史的故事

其實是講述耶穌基督如何成就了救贖，

祂所完成救贖的恩典 ─

成為我們生命的滋潤

在祂的當代，許許多多的人來見證了

當主耶穌從聖靈成孕懷胎、一直到出來服事，

很明顯的是聖靈一路的引導、印證，

當主耶穌受了施洗約翰的洗，祂禱告的時候，

聖靈就降臨在祂身上、形狀彷彿鴿子

祂後來的服事也是滿有聖靈的能力

當門徒們要接續耶穌在世上的使命的時刻，

要等在耶路撒冷，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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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耶穌基督降生當中，

有非常多的人物被上帝興起，成為「聖誕的器皿」，

這些器皿被上帝預備好，帶來了耶穌基督的降生

這許多器皿被預備，都不是偶然的

首先上場的人物 ─ 祭司、撒迦利亞

一8 撒迦利亞按著班次在聖殿當中來供職

從舊約律法所沿襲下來的一個舊約的體制

當耶穌基督要降生之前，

先鋒施洗約翰的降生 ─ 這是他的父親

施洗約翰的降生也是一個神蹟性的降生，

由天使來預告

‧聖殿 ‧禱告 ‧聖靈的工作‧聖誕的器皿

施洗約翰的降生 耶穌基督的降生

突顯出我們對一些事情的反應有時候超越理性的範圍，

上帝做事的原則是超越理性，

每一次在超越理性的時候，反而讓我們思考 ─

在生命當中的確有許多是我們不能的，

在不可能當中，其實是要來見證上帝凡事都能。

26-33 加百列向馬利亞宣告

還沒有嫁人、不可能懷孕生子

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妳

充滿了信心說：

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情願照主的話成就在身上

一一17 加百列向撒迦利亞宣告

非常有經驗的大祭司

那時沒有子嗣

充滿懷疑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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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約翰的降生 耶穌基督的降生

15 從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滿

59-63 起名叫約翰

35 從聖靈感孕而生

21 起名叫耶穌

64-66 眾人的反應 ─

要看看這孩子將來如何

出生之後第八天受割禮

名字都是上帝預先起好

依循著舊約聖經的體制，

舊約的律法在這個時代延續下來、被成全了，

預言著耶穌基督要來成全救贖

舊約以來一直的應許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8-20 天使傳報信息 ─

一群牧羊人去敬拜耶穌敬拜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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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提醒我們 ─ 上帝一直在做事，

上帝在耶穌那個年代進入人類歷史，

要開始成就祂所要完成的美意

在世界被造成、被創造，墮落、罪惡進入世界之後，

上帝一直沒有停歇過

在人類因為罪入了世界，許多災難接踵發生，

在無法挽回的情境中，上帝親自進入這個世界

施洗約翰降生之後，撒迦利亞有一段頌歌 ─ 撒迦利亞頌；

當馬利亞瞭解耶穌受聖靈感孕成胎，有一段尊主頌，

跟舊約聖經中哈拿之歌 ─ 撒母耳記上第二章撒母耳降生之前，

哈拿在上帝面前的禱告、還願、感恩的頌歌，非常類似。

讓我們看見上帝在歷史當中一直在做事，

穿越許多時空中的不可能，要成就祂救恩的計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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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的器皿，帶來了耶穌基督的降生。

上帝要來拯救我們，

不是把我們變得跟祂一樣好、一樣聖潔，才來救我們

當耶穌要降生，所有的預備 ─ 上帝是自己道成肉身

祂變得跟我們一樣軟弱、受限制、重進母腹出生

成為跟我們一樣是軟弱、有限的人，

目的是要來拯救我們

上帝所用的器皿，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限制、軟弱，不折不扣的血肉之體

可是每一個人願意被上帝使用，

以致於耶穌基督的降生，

就是透過這許許多多有限的、軟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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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所看到的 ─ 撒迦利亞、以利沙伯、馬利亞，

我們還看到 ─ 耶穌降生在猶太律法的社會當中，

耶穌走進了充滿了律法的世界，

祂被生在律法之下、祂也遵行律法。

路加舖排的場景，讓你一直想起來 ─

上帝在歷史中一直在做事，

從來沒有遺忘過祂的子民。

在那個黑暗、不方便的世代，耶穌走進這個世界，

祂道成肉身，成為嬰孩、逐漸成長，要來成就上帝的計畫；

這許多聖誕的器皿見證了上帝大能的作為、吸引你的安排。

求主耶穌恩待 ─ 讓我們的眼睛也常常被上帝開啟，

上帝現在仍然在做事、引導我們，

迎向祂在這個世代當中所要成就新的事情。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親愛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當我們求告你的時刻，心裡真的有這樣子的確據 ─

你是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我們的有限、軟弱、小信，都不足以攔阻你的作為你的作為。。

當我們來讀到這古老的聖誕的故事的時刻，

讓我們信心的眼目再一次被你擦亮、開啟 ─

聖誕的故事一樣不停發生在今天許多人的生命深處。

主啊！我們渴望迎接你，求你開啟我們的眼光，

讓我們也樂意成為一個一個聖誕的器皿，

迎接在這個世代當中，你要完成的美好的救恩計劃，

成就在我們國人同胞、成就在社會環節裏，

謝謝耶穌，你的真光已經照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