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卷名稱 主題 基督的形象 寫作目的

《馬可福音》 福音 上帝的兒子 為記寫傳承

《馬太福音》 訓言 應許的基督 給猶太教徒

《路加-行傳》 救恩 救恩的體現 給基督信徒

《約翰福音》 永生 父親密愛子 為補充以上



福音史家《路加-行傳》
Luke-Acts, the Evangelist.

Rogier van der Weyden, Saint Luke Drawing the Virgin.



福音史家《路加-行傳》

•重述並詮釋猶太教 (選民) 與基督教 (教會)
之間的關係，辯證其關鍵中心在於由基督
所成就的上帝救恩。

•提出教會於終末時間軸中被賦予的任務並
行動方針，闡述其關鍵在於上帝的聖靈。

•藉希臘通俗史學的格局和方法，並希伯來
先知文學的觀點和選材，梳理詮釋以上。
(無論是直接引用的舊約經文，或藉勢闡述的神學觀點，
均出自敍事人物的口中，或傳述或宣講，使讀者共感。)



福音史家《路加-行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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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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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你知道所學之
道都是確實的。



關於「次序」

•不宜理解為史實(?)的發生時序。
not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historical events.

•於文學形式中，展現與《馬太福音》不同
的「從應許到成就」的神學觀點。
the literary pattern of prophecy and fulfillment.

•無論福禍，均按「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
人……並一切的人」(羅1--2) 的次序。

•耶路撒冷之於耶穌，並使徒的事奉的次序。

•當上帝的國度行在地上時的翻轉與逆道。



《路加福音》

1:1-4            序言

1:5-9:50     從耶路撒冷至加利利
1:5-2:52 約翰與耶穌的兒時敘事
3:1-4:13  預備耶穌的事工
4:14-9:50 耶穌在加利利

9:51-19:44  從加利利至耶路撒冷 (旅途敘事)

19:45-24:53 從耶路撒冷至萬邦
受死、復活、升天



約翰與耶穌的敘事

約翰

1:5-25 天使應許約翰出生

1:57-66 約翰出生

1:67-80 約翰出生的讚歌

3:1-20 約翰開始服事

耶穌

1:26-38 天使應許耶穌出生

2:1-24 耶穌出生

2:14,25-38 耶穌出生的讚歌

2:41-52 耶穌在耶路撒冷

3:23-4:14 耶穌開始服事

1:39-56 回應應許的讚歌



約翰與耶穌的敘事

•喚起對撒上1--3的記憶、理解，與反思。

•喚起對賽40, 61的記憶、理解，與反思。

•地上權柄狹隘的尊貴與
天上權柄廣闊的卑微的對比。

•救恩的應許與
悔改的行為的對比。



《路加福音》

1:1-4            序言

1:5-9:50     從耶路撒冷至加利利
1:5-2:52 約翰與耶穌的兒時敘事
3:1-4:13  預備耶穌的事工
4:14-9:50 耶穌在加利利

9:51-19:44  從加利利至耶路撒冷 (旅途敘事)

19:45-24:53 從耶路撒冷至萬邦
受死、復活、升天



《路加福音》

4:14-9:50 耶穌在加利利
宣講、呼召、醫治、差派

9:51-12:34 旅途敘事一
宣講 (比喻、上帝國度的來臨)

12:35-15:32 旅途敘事二
宣講 (比喻、上帝國度的彰顯)

16:1-19:44 旅途敘事三
宣講 (比喻、預備進上帝的國)



太5--7 vs. 路6

山上寶訓

• 共111節

• 八福

• 「他們」現在……

• 猶太律法 vs. 耶穌教導
針對會堂中的律法爭論

平原寶訓

• 共33節

• 四福 + 四禍

• 「你們」將要……

• 富足人 vs. 貧窮人
直視人世間的階級現實

結論：
仁慈：願意人怎樣待你們，就怎樣待人。
智慧：認我為主、聆聽我言、遵我言行。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9:51-12:34 旅途敘事一
宣講 (上帝國度的來臨：分辨)

12:35-15:32 旅途敘事二
宣講 (上帝國度的彰顯：計算)

16:1-19:44 旅途敘事三
宣講 (預備進上帝的國：選擇)



9:51-12:56 上帝國度的來臨：分辨

7:31-35

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的人呢？他們好像甚麼呢？好
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說：我們向你們吹笛，
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啼哭。施洗
的約翰來，不吃餅，不喝酒，你們說他是被鬼附著
的。人子來，也吃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
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

12:54-56

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一陣雨；果然
就有。起了南風，就說：將要燥熱；也就有了。假
冒為善的人哪，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麼不
知道分辨這時候呢？



路7:36-50 有個女人，是個罪人

太26:3-16、可14:1-11、
約11:55~12:11

時間：逾越節近了
(可能是在前六天)

背景：猶太領袖想捉拿耶穌

地點：伯大尼西門或拉撒路家

事件：女人 (可能是馬利亞) 
拿香膏澆耶穌的頭，
門徒們認為太過浪費。

評論：你們不常有我。她這是
為了我的安葬，是美事，
你們要述說。

路7:36-50

地點：某位法利賽人的家

事件：女人哭濕了耶穌的腳，
拿香膏和頭髮擦。法利
賽人心裡說，她是罪人。

評論：因為她表達的愛多，
證明她的罪蒙赦了。

主題：那能夠分辨出赦罪之恩
的智慧罪人。
(更大脈絡：7:18-50)



路10:25-42 那「承受永生」的

路10:25-37

律法：愛、憐憫、善行

焦點：撒馬利亞人
分辨出律法中的憐憫

反襯：祭司、利未人

路10:38-41

律法：愛、憐憫、善行

焦點：馬利亞
分辨出帶來律法的耶穌

反襯：馬大

主題：
那承受了永生的，是能分辨並行出律法精神的人……
卻貌似是那不在律法的圈中，竟為了行出律法精神，
付出了一切的人。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9:51-12:34 旅途敘事一
宣講 (上帝國度的來臨：分辨)

12:35-15:32 旅途敘事二
宣講 (上帝國度的彰顯：計算)

16:1-19:44 旅途敘事三
宣講 (預備進上帝的國：選擇)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9:51-12:34
旅途敘事一

9:51-10:42
踏上征途

11:1-36
上帝國度的彰顯

11:37-12:34
指斥與教導

12:35-15:32
旅途敘事二

12:35-59
警醒、等候

13:1-35
認識上帝的國度

14:1-15:32
上帝國度的筵席

孫寶玲，《路加福音析讀》，2005。

16:1-19:44
旅途敘事三

16:1-31
預備未來

17:1-18:8
上帝之子的講論和
訓誨

18:9-19:10
誰在上帝的國度裡？

19:11-44
進入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9:51-62 被拒絕的經歷

10:1-24 72人的迫切事工

10:25-42 好撒馬利亞人和
上好的馬利亞

11:1-13 禱告的生命

11:14-54  衝突和譴責一

12:1-13:9 衝突和譴責二

13:10-21 衝突和譴責三

13:22-35 多少人會得救？

14:1-24 彌賽亞的筵席

14:25-17:10 門徒關係和職責

17:11-19 醫治的信心

17:20-18:14 闡明終末國度

18:15-19:28 終末的委身

19:29-44 凱旋進城

曾思瀚，《天國演說家》，2018。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9:51-56 耶路撒冷：終末性的事件

9:57-10:12 跟從我

10:25-42 我該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11:1-13 禱告

11:14-32 神蹟與現時的國度

11:37-12:34 和法利賽人的衝突：金錢

12:35-59 天國的已然和未然

13:1-9 天國對以色列的呼籲

13:10-20 天國的本質

13:22-35 耶路撒冷：終末性的事件

19:10, 28-48 耶路撒冷：終末性的事件

18:35-19:9 跟從我

18:18-30 我該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18:1-14 禱告

17:11-37 神蹟與將臨的國度

16:9-31 和法利賽人的衝突：金錢

16:1-8,16 天國的已然和未然

14:12-15:32 天國對以色列以及對

社會邊緣人的呼籲

14:1-11 天國的本質

Bailey adapted from Goulder’s “The Chiastic Structure of the Lucan Journey”, 1983.



路14-15「算計」花費

路14:7-24

路14:7-11 給客人的教訓

路14:12-14 給主人的教訓

路14:15-24 大筵席的比喻

路15:1-32

路15:1-7 迷羊的比喻

路15:8-10 失錢的比喻

路15:11-31 浪子的比喻

這怎麼「算」？
路14:25-35 我的門徒，愛我勝過一切/撇下一切 (作鹽)。
路15:31 常和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因為，路13:30 在後的，將要在前，有在前的，將要在後；

路14:11 自高的，必降為卑，那自卑的，必升為高。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9:51-12:34 旅途敘事一
宣講 (上帝國度的來臨：分辨)

12:35-15:32 旅途敘事二
宣講 (上帝國度的彰顯：計算)

16:1-19:44 旅途敘事三
宣講 (預備進上帝的國：選擇)



路16:1-8a 為未來預備的管家

15:11-32
浪子的比喻

起因：錯認身分
後果：失去身分
過程：自言自語

付諸行動
結果：得回身分

16:1-8a
不義的管家

起因：錯認職權
後果：失去職權
過程：自言自語

付諸行動
結果：得到誇獎

審度時勢
籌劃對策
付諸行動
被誇聰明

16:19-31
財主和拉撒路

不辨時勢
不改奢華
無視貧病
被拒請求



Theologia parabolica non est theologia
argumentative.

No doctrine could be based on any parable.
With the allegorical method anyone could 
read almost anything into most any parable.

不能把教義建基在任何比喻上。藉著寓意法，
差不多可以把任何事物都讀進比喻中。



作為「對比」的比喻

11:5-13
怕羞的朋友

比喻：11:5-8

詮釋：11:9-13

16:1-13
不義的管家

比喻：16:1-8a

詮釋：16:8b-13

18:1-8
怕煩的法官

比喻：18:1-5

詮釋：18:6-8

路18:8 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路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路18-19 「選擇」永存的帳幕

路18:18-25

身分：猶太官長，義人

生活：從小恪遵律法

求問：承受永生

選擇：憂憂愁愁

因為/證明：富足

路19:1-10

身分：猶太財主，罪人

生活：素來訛詐窮乏

求見：看看耶穌

選擇：歡歡喜喜

因為/證明：亞伯拉罕的子孫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cus_sycomorus#/media/File:Sycomore_in_Ethiopia.jpg



《路加福音》

1:1-4            序言

1:5-9:50     從耶路撒冷至加利利
1:5-2:52 約翰與耶穌的兒時敘事
3:1-4:13  預備耶穌的事工
4:14-9:50 耶穌在加利利

9:51-19:44  從加利利至耶路撒冷 (旅途敘事)

19:45-24:53 從耶路撒冷至萬邦
受死、復活、升天



眷顧

路24:13-35

Jan van Eyck, The Annunciation.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福音史家《路加-行傳》 Luke-Acts, the Evangelist.
	投影片 3: 福音史家《路加-行傳》
	投影片 4: 福音史家《路加-行傳》
	投影片 5: 關於「次序」
	投影片 6: 《路加福音》
	投影片 7: 約翰與耶穌的敘事
	投影片 8: 約翰與耶穌的敘事
	投影片 9: 《路加福音》
	投影片 10: 《路加福音》
	投影片 11: 太5--7 vs. 路6
	投影片 12: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投影片 13: 9:51-12:56 上帝國度的來臨：分辨
	投影片 14: 路7:36-50 有個女人，是個罪人
	投影片 15: 路10:25-42 那「承受永生」的
	投影片 16: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投影片 17: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投影片 18: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投影片 19: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投影片 20: 路14-15「算計」花費
	投影片 21: 《路加福音》中的旅途敘事
	投影片 22: 路16:1-8a 為未來預備的管家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作為「對比」的比喻
	投影片 25: 路18-19 「選擇」永存的帳幕
	投影片 26: 《路加福音》
	投影片 27: 眷顧 路24:1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