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 

Luke Chp10_revised                                                  1 of 7 

路加福音 第 10章       經文十 1～42 

背景 

耶穌揀選了十二個門徒(第六章)，借著不同的機會教導他們、裝備他們，差遣(第九章）他們

出去實習、操練。現在又設立(揀選)七十個門徒，差遣他們每兩個人一組，到耶穌將要去的

地方，做預備人心的工作。。。。地區上，十二個門徒之前奉差遣是到加利利的北面，而這

裏的七十人是到南方，沿著耶穌要到耶路撒冷的路徑。祂當時的旅程是從北面的該撒利亞腓

立比開始，經過加利利和撒瑪利亞，渡過約但河，南經比利亞，然後折返，又渡過約但河往

耶路撒冷去。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歷史上，從君王至百姓，都在尋求永生：或想長生不老，或欲名垂千史，甚至才子佳人之

間，雖明知人人都有一死，卻把彼此間的愛情比作海枯石爛，「永遠」不變。人在世上只有

一段有限的時間，為什麼卻對「永恆」這樣執著？這樣盼望？ 

 

一、 耶穌差遣七十人福音隊（十 1～24）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七十個門 徒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耶穌在差遣七十個門徒出去之前，有

什麼託付? (參 2-16節，請用自己的

話作答) 

4. 為甚麼耶穌會興起這樣的計畫和行

動？他看見甚麼，使他決定揀選七十

個人，兩個兩個的差遣他們出去？ 

 

何地? (根據摩根)耶穌可能正準備進入比利亞地

區，就是「約但河那邊」- 一個受猶太人

忽視的地區 

何時? 在加利利傳道期之後，也是耶穌在世最後

六個月之內 

何事? 耶穌差遣七十個門徒出去傳「神的國近

了」，並醫治病人 

何因? 從前章的十二個，現在擴大到七十個門 

徒，耶穌差他們出去實習傳道，先到自己

將要去的地方，預備道路和人心。另外，

耶穌也看見在那裏「要收的莊稼多，作工

的人少。」 

如何? 耶穌設定一些傳道的原則，藉著實地操練

來教導門徒，並使他們明白救恩的寶貴，

及得勝權柄的來源 

何果? 預備了在所到之地的民心，來接受主的福

音，並使門徒因這樣的操練，更深切認識

主耶穌 

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Why?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差遣七十門徒一事，在四福音中唯有

路加福音記載: 

1. 耶穌對他們的差遣，是一項有計劃的

行動。我們看他頭三年的事工，似乎

缺乏我們所謂的「組織」。這裏正好

相反，說明瞭他如何詳細組織他的工

作: 他「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

個兩個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

各城各地方去」。 

2. 門徒們被差往充滿敵意的環境（3

節）。外表上，他們像毫無防禦能力

 

 

1. 耶穌差遣七十個門徒去，並將花時間

在受猶太人忽視的地區(比利亞)，對

猶太人有什麼意義？對外邦人或非猶

太人有什麼意義？ 

 

 

 

2. 七十個門徒所傳主要的資訊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資訊的重要性大過醫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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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原義、

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的羊羔進入狼群；不但不能期望世界

給予盛情的款待，還可能會遭到逼

迫，甚至殺害。但當這些門徒經歷到

主的保守及能力，得勝歸來，就將榮

耀歸給主的名（17節）。 

3. 傳道時不顧慮個人的舒適（4 節上）: 

錢囊指金錢的儲備；口袋指食物的儲

備；鞋可能指額外一雙，或提供額外

舒適的鞋襪。缺乏這三樣代表著某種

程度的貧窮，雖然有時一無所有，卻

是樣樣都有，並叫許多人富足。耶穌

囑咐門徒不要在冗長、儀式化的問候

上浪費時間（4 節下），這種問候在

東方當時很流行。他們固然應當斯文

有禮，卻必須把時間用在宣告榮耀的

福音上，他們沒有時間做這樣的拖

延。 

4. 耶穌在加利利傳道期間, 曾親自在哥

拉汛及伯賽大，作過許多教導，行過

許多神跡，然而城裏的居民仍然心

硬，拒絕悔改。如果耶穌(神的兒子)

將這樣的教導與神跡行在推羅、西頓

(邪惡的外邦城市的代表)，他們老早

悔改。因此，這些猶太居民因棄絕福

音，將來要受的刑罰，會比外邦的城

市更甚。 

5. 自耶穌離開拿撒勒後，迦百農便成為

祂的家鄉。這城所得的優待是如同升

到天上，但它藐視最尊貴的市民，失

去大好機會，所以它在審判時會被推

下陰間。 

趕鬼? 

 

 

 

 

3. 為什麼當人棄絕門徒所傳的福音，就

等於是棄絕主耶穌(16節)？  

 

 

 

 

 

 

 

 

 

 

 

 

 

 

 

4. 為什麼耶穌告訴門徒不要因個人的成

功(20節)而沾沾自喜，而要為更大的

事喜樂？  

 

 

 

 

 

 

 

 

 

 

 

 

 

 

 

參林後 6:10 

 

 

 

 

 

 

 

 

參太 11:20-24 

 

 

 

 

 

推羅、西頓因

深陷罪惡而受

咒詛，參摩

1:9,10；賽 23

章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我們作基督的門徒，若遵守主的命令，依

靠主的大能傳道，就會有得勝的經歷。但

不要因個人的成功沾沾自喜，乃要以自己

是屬神的子民，名字列在生命冊上(蒙恩得

救)為我們最大的喜樂。 

 

應用  我們是否也有主的差遣，在祂預備做工之

地，先傳揚祂的福音? 

參太 28:18 - 

20 

 

二、  最大的誡命，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十 25～37）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律法師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另一次類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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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 猶太地 2. 本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請一位組員用自己的話來敍述好撒瑪

利亞人的比喻。 

 

不同的記錄：

參太 22:35 - 

40 

何時? 耶穌傳道的最後六個月之中 

何事? 一位元律法師與耶穌之間的對話， 

何因? 律法師想以問題來試探耶穌 

如何? 耶穌以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來指點這位

律法師 

何果? 耶穌指出如何真正得到永生，而律法師是

否能得到這永生，在乎他是否選擇憐憫他

的耶穌，及不分種族的愛人 

解釋 

 

是什麼意思

What? 

為什麼這樣

Why? 

有什麼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

說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關

係、模擬和

對比。 

1. 這個律法師必定自認為熟悉律法誡

命，想要考問主耶穌，藉此顯明主耶

穌的聖經知識不足，讓祂在群眾面前

出糗。他稱呼耶穌為「夫子」是一個

極不妥當的稱呼，表示他不看待耶穌

是『救主』，只是教導人的一個『師

傅』。 

2.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他可能因為

主耶穌『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28

節)的話暗示他並沒有這樣行，所以想

要尋找藉口，為他自己『知而未行』

有所辯護。 

3. 主耶穌沒有直接回答律法師關於鄰舍

的問題，反而改變了那人問題的重

心。那人沒有得永生的把握, 心虛地

辨解，按著律法我是應當愛鄰舍，但

誰是我的鄰舍？耶穌的回答中有兩個

重點，(1)問題不在於誰是你的鄰舍，

而是你是否是一個鄰舍？你若真正愛

神，你就會在那些凡有需要你的人中

找到鄰舍。(2) 那個自義的律法師，

以為他能愛他的鄰舍，卻不知他自己

就是那「落在強盜手中」的人(30

節)；而他的「鄰舍」，既不是『祭

司』也不是『利未人』(31~32節)，

竟是他所看不起的撒瑪利亞人(33~35

節)──這個名號有時被用來稱呼異端

份子，或是破壞宗教儀文的人。當時

猶太人稱耶穌為撒瑪利亞人(約

8:48)，因為在一般正統人士的眼中，

耶穌是受鄙視的。 

1. 25節中所用的「試探」，是一個非常

強烈的動詞，可翻譯作「有一個律法

師起來，要徹底的試驗耶穌。」為什

麼這個律法師要這樣做? 

 

 

 

2. 請兩三位弟兄姊妹簡短地解釋一下當

時社會中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之間的

關係，祭司和利未人的地位與職責。

(還記得祭司在獻祭之前要自潔，不可

摸不潔的東西嗎?) 

3. 根據本段經文，什麼是神所賜給律法

的總綱?  

4. 主耶穌為什麼沒有直接回答律法師關

於鄰舍的問題?  祂的回答中有那兩個

重點? 

5. 誰才是真正憐憫這律法師的人，是他

應該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所愛的

(意即以整個人，全生命的貫注去愛)?  

 

 

 

 

 

 

 

 

 

 

參申 6:4-5，

利 9:18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一位律法師為徹底試驗耶穌，故意詢問有

關得永生的問題，以永生和行律法來貭問

耶穌，耶穌卻提醒他誰真正愛他，他如何

找到真正需要被關懷的人。誰是那真正憐

憫我們的? 我們應如何來回應祂的愛? 

 

應用  誰是我們的鄰舍? 我們如何來愛他們好像

愛我們自己一樣? 請舉幾個例子。 

 

三、 馬利亞與馬大：上好的福分（十 38～42）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馬大，馬利亞，(一些門徒和坐著

聽講道的人)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請一位組員試著揣摩馬大當時的心

境。 

 

 

 

 

何地? 伯大尼(在橄欖山東側，距耶路撒冷約三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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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 在耶穌後期的傳道時段中  

 

 

 

 

 

 

 

參約 12:2 

何事? 眾人在馬大、馬利亞家中聚會 

何因? 馬大因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就向耶穌

抱怨馬利亞不在幫忙 

如何? 耶穌溫和地責備了馬大的煩躁，他沒有說

馬大所操勞的那許多事不好，但他說，你

在這許多事上獨缺了一件不可少的事，就

是學作門徒，認識與我的關係。 

何果? (雖然在本段我們沒有看到馬大對耶穌所

說的，作出任何回應，但在約 11及 12章

裏,我們看到馬大後來的改變。) 

解釋 

 

是什麼意

思 What? 

為什麼這

樣 Why? 

有什麼影

響

Wherefor

e? 

字詞原

義、說明

背景、上

下文思

路、因果

關係、模

擬和對

比。 

 

 

1. 路加說，那個家是馬大的家(38節)。

顯然馬大是一家之主，負責接待客

人，而依照當時猶太人的習俗，家主

對猶太人的客旅，是非常竭誠招待

的，因為他們以為有接待客旅的、不

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乃是蒙神祝福

的。 

2. 39節原文直譯:「...她『也』坐下來

在耶穌腳前聽祂的話。」按原文，本

節有一個『也』(also)字，這個

『也』字相當重要，表示她不是無所

事事，光坐在那裏享受；而是在做完

了一些事之後，『也』坐下來聽主講

道。 

 

 

1. 馬大侍奉的態度和心理，有什麼是可

誇的? 有什麼是需要修正的? 請揣測

當時她對主的認識是怎樣的? 

2. 馬利亞侍奉的態度和心理是怎樣的? 

為什麼主誇她? 請揣測當時她對主的

認識是怎樣的? 

3. 耶穌在這裏真的只偏愛馬利亞嗎? 為

什麼? 

4. 什麼是那不可少的、上好的福份?  為

什麼這是不可少的(一切福氣的根本)? 

是與那些其他的福份來比較?  

 

 

參來 13:2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耶穌借著馬大在服侍上的抱怨，來闡明一

切福氣的根源，一件不可少的事，就是認

識與主的關係，學祂的道，來作祂的門

徒。 你我跟主的關係目前是建築在什麼

上面？你如何親近祂？ 

 

應用  從主口中知道了那上好的福份，你要如何

來調整你服侍主的心態和做法? 

 

總結經訓 

從本章經文，我們看到耶穌教導人如何得以承受永生，就是（１）接受並回應那憐憫、施慈

愛給我們的主耶穌；（２）盡心、盡性、盡力、盡意地去愛祂；（３）願意照著祂的命令去

愛我們周圍有需要的人；（４）順服祂，接受祂的差遣到人帬中宣揚主的福音、靠祂得勝；

（５）在神的家中無怨的服侍祂和祂所愛的人。但這樣的服侍與敬拜神的人生，完全定基在

我們每天坐在主的腳前，聆聽主的教誨，親近祂，從祂那裏支取力量、尋求祂的保守與權

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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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十章         經文  十 1 - 42 

*詩歌：   

*禱告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耶穌揀選了十二個門徒(第六章)，借著不同的機會教導他們、裝備他們，差遣(第九章）他們

出去實習、操練。現在又設立(揀選)七十個門徒，差遣他們每兩個人一組，到耶穌將要去的

地方，做預備人心的工作。。。。地區上，十二個門徒之前奉差遣是到加利利的北面，而這

裏的七十人是到南方，沿著耶穌要到耶路撒冷的路徑。祂當時的旅程是從北面的該撒利亞腓

立比開始，經過加利利和撒瑪利亞，渡過約但河，南經比利亞，然後折返，又渡過約但河往

耶路撒冷去。 

*引題：  

歷史上，從君王至百姓，都在尋求永生：或想長生不老，或欲名垂千史；甚至才子佳人之

間，雖明知人人都有一死，卻把彼此間的愛情比作海枯石爛，「永遠」不變。人在世上只有

一段有限的時間，為什麼卻對「永恆」這樣執著？這樣盼望？ 

*討論題目： 

一、 耶穌差遣七十人福音隊（十 1～24） 

讀經： 

觀察/解釋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耶穌在差遣七十個門徒出去之前，有什麼託付? (參 2-16節，請用自己的話作答) 

4. 為甚麼耶穌會興起這樣的計畫和行動？他看見甚麼，使他決定揀選七十個人，兩個兩個的差遣他們     

出去？ 

5. 耶穌差遣七十個門徒去，並將花時間在受猶太人忽視的地區(比利亞)，對猶太人有什麼意義？對外

邦人或非猶太人有什麼意義？ 

6. 七十個門徒所傳主要的資訊是什麼？為什麼這個資訊的重要性大過醫病或趕鬼? 

7. 為什麼當人棄絕門徒所傳的福音，就等於是棄絕主耶穌(16節)？  

8. 為什麼耶穌告訴門徒不要因個人的成功(20節)而沾沾自喜，而要為更大的事喜樂？  

 

歸納  

我們作基督的門徒，若遵守主的命令，依靠主的大能傳道，就會有得勝經歷。但不要因個人的成功沾沾

自喜，乃要以自己是屬神的子民，名字列在生命冊上(蒙恩得救)為我們最大的喜樂。 

應用 

 我們是否也有主的差遣，在祂預備做工之地，先傳揚祂的福音? 

 

二、 最大的誡命，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十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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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觀察/解釋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那些？ 

2. 本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請一位組員用自己的話來敍述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4. 25節中所用的「試探」，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動詞，可翻譯作「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要徹底的試驗耶

穌。」為什麼這個律法師要這樣做? 

6. 請兩三位弟兄姊妹簡短地解釋一下當時社會中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之間的關係，祭司和利未人的地

位與職責。(還記得祭司在獻祭之前要自潔，不可摸不潔的東西嗎?) 

4. 根據本段經文，什麼是神所賜給律法的總綱?  

7. 主耶穌為什麼沒有直接回答律法師關於鄰舍的問題?  祂的回答中有那兩個重點? 

8. 誰才是真正憐憫這律法師的人，是他應該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所愛的(意即以整個人，全生命的

貫注去愛神)?  

 

歸納  

 一位律法師為徹底試驗耶穌，故意詢問有關得永生的問題，以永生和行律法來貭問耶穌，耶穌卻提醒他

 誰真正愛他，他如何找到真正需要被關懷的人。誰是那真正憐憫我們的? 我們應如何來回應祂的愛? 

 

應用 

誰是我們的鄰舍? 我們如何來愛他們好像愛我們自己一樣? 請舉幾個例子。 

 

三、 馬利亞與馬大：上好的福分（十 38～42） 

讀經： 

觀察/解釋 

1.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3. 請一位組員試著揣摩馬大當時的心境。 

4. 馬大侍奉的態度和心理，有什麼是可誇的? 有什麼是需要修正的? 請揣測當時她對主的認識是怎樣

的? 

5. 馬利亞侍奉的態度和心理是怎樣的? 為什麼主誇她? 請揣測當時她對主的認識是怎樣的? 

6. 耶穌在這裏真的只偏愛馬利亞嗎? 為什麼? 

7. 什麼是那不可少的、上好的福份?  為什麼這是不可少的(一切福氣的根本)? 是與那些其他的福份來

比較?  

 

歸納  

 耶穌借著馬大在服侍上的抱怨，來闡明一切福氣的根源，一件不可少的事，就是認識與主的關係，學祂

 的道，來作祂的門徒。 你我跟主的關係目前是建築在什麼上面？你如何親近祂？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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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口中知道了那上好的福份，你要如何來調整你服侍主的心態和做法? 

*總結經訓   

從本章經文，我們看到耶穌教導人如何得以承受永生，就是  

 (1)接受並回應那憐憫、施慈愛給我們的 __________； 

 (2)盡 ____、盡 ____、盡 ____、盡 ____地去愛祂； 

 (3) 願意照著祂的命令去愛我們周圍 ____________； 

 (4) 順服祂，接受祂的 _______ 到人帬中宣揚主的福音、靠祂得勝； 

 (5) 在神的家中無怨的 _______ 祂和祂所愛的人。 

但這樣的服侍與敬拜神的人生，完全定基在我們每天 _______在主的腳前(聆聽主的教誨，親近祂)，從

祂那裏支取力量、尋求祂的保守與權柄。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