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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一章 

背景 

在耶稣降生之前，已经有四百年，神对犹太人沉默不语，那是一段黑暗的时期，犹太人成为亡国之

奴，忍受著异族的统治。当时，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罗马政府将她交给希律王统治，他

是一个残暴的王，犹太人一直引颈以待预言中的弥赛亚降临。神没有忘记祂的应许，世人的救主──

耶稣，就要降生在世间。 

耶稣与施洗约翰的诞生及其他相关的记述都是相互对照的。例如天使向撒加利亚预言施洗约翰的诞

生（一章 8-23 节），是与天使向马利亚预言耶稣降生相对照的（一章 26-38 节）；他们两人的名字

也在他们未出生之前已由天使宣告（一章 13、31）。路加将施洗约翰和耶稣都列在先知的行列中，

约翰「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一章 17 节）；他的身份很超然，但约翰毕竟是先

锋，是「至高者的先知」（一章 76 节），而耶稣则是「至高者的儿子」（一章 32 节）。耶稣有具

备「以利亚心志能力」的施洗约翰作先锋，也有在社会中不为人所重视的牧羊人宣告其降生(二章 17

节)。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你的名字是谁取的？有什么意义吗？ 

分段 

 引言（一 1～4）  

 预言施洗约翰诞生（一 5～25）  

 天使传报耶稣降生，马利亚与以利沙伯的相会（一 26～56）  

 施洗约翰诞生和成长（一 57～80）  

读经（3 分钟，请组员『默读』整章以取得“整体概念”） 

 

引言（一 1～4）  

读经（再请组员『默读』以下经文   1 分钟） 

1-2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

见又传给我们的。 3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写给你， 4 使你知道所学

之道都是确实的。 

观察： （1 分钟） 

1.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2.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书的资料来源? 写作方法? 写作的目的? 

 提阿非罗大人，传道的人，写书的作者 (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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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以外之地写书。描述中犹太地发生的事 (何地) 

 耶稣升天之后 (何时) 

 作者记录当时（在我们当中）发生的事 (何事) 

 知道所学的都是确实的 (何因) 

 详细考察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如何) 

 路加福音一书给提阿非罗大人 (何果) 

解释： （7 分钟） 

1. 在序言中，你看得出收信人是什么样的人吗？  

「大人」指有名望的官员。一章 4 节，提阿非罗似乎也很渴慕真道，而且很认真。(1:1) 

（使徒行传 1:1;所指的前书就是路加福音） 

2.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写的是什么？ 

路加「从起头都详细考察」，表示他小心谨慎地追踪考究，务必使信息准确、完整。其目的是为了

传准确的福音给提阿非罗。(1:3) 

3. 路加用怎样的态度写这封信？他写信的目的是什麽？ 

为了传福音，他费了极大的功夫研究、考察，不仅「定意」─下定决心，且真的完成篇幅最长的福

音书。 「按著次序」─有系统、有条不紊地陈明信仰。使“知道”意思是知识加上知识，指不是表

面的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所受教的福音，真道，道理是真实的，可靠的。 

归纳与应用： （1 分钟） 

 服事神的态度与行动上，路加给我们的榜样？ 

 

二.预言施洗约翰诞生（一 5～25） 

读经（默读 3 分钟） 

5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雅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迦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利

莎白。 6 他们二人在 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 7 只是没有孩

子；因为伊利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8 撒迦利亚按班次在 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 9 

照祭司的规矩掣签，得进主殿烧香。 10 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11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

的右边，向他显现。 12 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13 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

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利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14 你必欢

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15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

圣灵充满了。 16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於主―他们的 神。 17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18 

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著甚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19 天使

回答说：「我是站在 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20 到了时候，这

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21 百姓等候撒迦利亚，

诧异他许久在殿里。 22 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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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手式，竟成了哑巴。 23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 24 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利

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 25 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

掉。」   

观察： （2 分钟） 

1.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2. 本段主要人物有哪些？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撒迦利亚，主殿外面的众百姓，主的使者（加百列），以利沙伯 

 圣殿(1:9 进主殿烧香)，在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天使预报施洗约翰的诞生 

解释： （15 分钟） 

1. 撒迦利亚及以利沙伯是怎样的人？在当时环境，社会对老而无子的看法是什么？

(5～10) 

撒迦利亚是一个祭司
1
，也是一个义人─完全遵守诫命。老而无子。 在当时的环境中尤其对以利沙伯

是一种耻辱，甚至被认为是由神而来的一种惩罚(25)。 

 

2. 撒迦利亚和伊利莎白二人在 神面前都是义人，这 “义人”是什么意思？(6) 

“义人”是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人。 

 

3. 神所应许的孩子─约翰，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使命是什麽？(14～17) 

 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於主―他们的 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1 备注： 

 「亚比雅班」：大卫时代起，祭司分 24 班，亚比雅班为第八班。按规例，每班祭司服事时间是八天，

从这安息日至下一个安息日，每年轮值两次。当时每班祭司约有一千人。 

 「进殿烧香」：祭司职分中最尊贵的一项，故必须『掣籤』。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可以得到籤进入圣

殿，在金香坛上烧香。（一个祭司可能一生都没有抽到籤） 

 「拿细耳人」淡酒，浓酒都不可喝，就是归主的意思 

 名字的意思：「撒加利亞」是：耶和華記念。「以利沙伯」是：神的誓約。「约翰」是：主的恩惠；

神满有恩典、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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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撒迦利亚对天使的显现和应许，他的反应是什麽？为什麽？天使如何处罚他的不

信？为什麽？(18～25)  (重要讨论题) 

撒迦利亚不信老了还能生子，“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18) 

撒迦利亚要求印证，“我凭著甚么可知道这事呢？”(18) 

“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20) 

他向天使“要凭据”，因为这实在超过他的经验。天使给了他一个“凭据”──哑巴，可能因他正

是用言语表达他的不信。 

归纳： （2 分钟） 

1.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 1-2 个重点？ 

2. 引导组员归纳的讨论，着重到神用什么的人做祂的事工？ 

a. 神的工作是透过祂可以用的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义人,是─完全遵守诫命的人 

 是“不存怀疑的心”，不需要“求印证”凭据 

应用： （3 分钟） 

1. 你曾经怀疑过神，要求印证凭据吗？是什么事情你怀疑？ 

2. 你生命中是否有什麽看似不可能的情形、需要、危機、關係、態度、問題、罪

等等，你需要交托給神？ 

 

 

三.天使传报耶稣降生，马利亚与以利沙伯的相会（一 26～56）  

读经（默读 3 分钟） 

26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 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27 到一个

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马利亚； 28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29 马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覆思想这样问安是

甚么意思。 30 天使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怕！你在 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31 你要怀孕生子，可

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32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33 他要作

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34 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

呢？」 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 

神的儿子（或译：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 神的儿子）。 36 况且你的亲戚伊利莎白，在年老的

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37 因为，出於 神的话，没有一

句不带能力的。」 38 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

了。 39 那时候，马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40 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伊

利莎白安。 41 伊利莎白一听马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利莎白且被圣灵充满， 42 高

声喊著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43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

得的呢？ 44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45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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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46 马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47 我灵以 神我的救主为乐； 48 因

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49 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

圣。 50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51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

赶散了。 52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 53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54 他

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55 为要记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

所说的话。 56 马利亚和伊利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观察： （4 分钟） 

1.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因?如何?) 

 以利沙伯怀孕后的第六个月，天使预报施洗约翰的诞生，马利亚探望以利沙伯 

 天使向撒迦利亚显现，告诉他，他的妻子将怀孕生子 

 马利亚不明白天使的问安，感到惊慌，反复思想；当天使预报她要怀孕生子，并告诉她以利

沙伯怀孕的事；这事坚固了马利亚，让她愿意接受，愿意顺服。之后，她急忙去探望以利沙

伯，更证实了是神的作为，马利亚唱出了“尊主颂” 

解释： （15 分钟） 

1. 马利亚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26～29) 

 马利亚
2
住在拿撒勒，这时已经订婚、待嫁的童女， 

 「反覆思想这样问安是什麽意思」表达她的谦逊，不知天使何以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  

 拿撒勒是當時十分腐化的城。拿但业称“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并不是地方小而是腐

败。 

 

2. 天使如何预言她所要怀的孩子？ (30～35)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

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32～33)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35) 

 

3. 马利亚的反应如何？与撒迦利亚有什么异同？她顺服的结果可能要付出哪些代

价？(36～45) 

 她不明白,“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34) 

 但是她愿意顺服，“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38) 

 她是犹太妇人，若未婚怀孕，可能被约瑟休掉，被人用石头打死。 

                                                                 

2 备注： 

 天使加百列不單向撒加利亚，马利亚显现，也曾在五百多年前向先知但以理显现（但 8:15-17; 

9:21）。每次加百列出現，必然从神那里带来重要的信息。 

 拿撒勒人，女人，贫穷人都是当时不被看重的人，神仍然使用。 

 「耶稣」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的救恩。希腊文是「耶稣」，希伯来文是「约书亚」。 



查经材料 路加福音第一章 

[6] 

 

 

3. 马利亚如何回应神的旨意？她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 

讚美神的什么些属性？(46～56)  (重要讨论题) 

 马利亚尊主为大，愿意完全顺服神。 

 马利亚的神是：救主、权能者、圣洁的主、怜悯的神、大能者、信实的神。 

 马利亚乐意将自己生命配合神在民族、历史中的计画。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为要记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 

 

5. 试比较撒迦利亚和马利亚，他们的身分、地位、工作，对神的态度等，有什麽

不同的地方？这显出怎样的意义？ (重要讨论题) 

 撒迦利亚 馬利亞 

身分 祭司 平民  

工作 献祭 家庭主妇 

地位 宗教领袖 中下阶层 

态度 不信 顺服 

 

归纳： （2 分钟） 

1.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 1-2 个重点？ 

2. 引导组员归纳的讨论，从顺服神的角度，综合出这段经文的重点。 

 

应用： （3 分钟） 

1. 撒加利亚和马利亚这两个人物给我们怎样的提醒？ 

2. 从马利亚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麽榜样？我的回应是什么？ (重要讨论题) 

 按当时文化，马利亚可能才十五岁左右，但她勇敢、谦逊、顺服、信靠神，将个人生命、前

途全交託神 

 只要愿意尊主为大，顺服神的旨意，都能事奉神，被神使用，与身分、地位、能力并无直接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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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洗约翰诞生和成长（一 57～80）  

读经（默读 3 分钟） 

57 伊利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 58 邻里亲族听见主向她大施怜悯，就和她一同欢乐。 

59 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迦利亚。 60 他母亲说：「不

可！要叫他约翰。」 61 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 62 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式，问他

要叫这孩子甚么名字。 63 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希

奇。 64 撒迦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 神。 65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

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 66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

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67 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 68 主―以色列的 神

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 69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

角， 70 正如主藉著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71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

手， 72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念他的圣约― 73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74 叫我们既

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75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76 孩子啊！你

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 77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

恩。 78 因我们 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

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80 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

人面前的日子。 

观察： （2 分钟） 

1.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施洗约翰诞生 

 撒迦利亚的赞歌 

解释： （15 分钟） 

1. 约翰被取名字的情形和当时的习惯有何不同？这代表什麽意义？(57～66) 

 当时希伯来人的惯例是在男孩出生后八天给孩子行割礼，同时也为他命名，并以父母的名字

取名， 

 撒迦利亚夫妇的坚持，看出他们已全然顺服。 

 

2. 一般人若老来得子，会如何感恩？ 

撒迦利亚如何讚美神，有哪些重点？(67～80) (重要讨论题) 

 撒迦利亚一能说话，马上讚美神，这一定是长期默想神的结果， 

 当他认识且顺服神的旨意，明白儿子是神赐的产业，就不像一般人以儿子为歌颂的主角，而

以神为对象，他的儿子因此要带给更多人祝福。 

 

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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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角， 

正如主藉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归纳： （2 分钟） 

1.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 1-2 个重点？ 

2. 引导组员归纳的讨论，看撒迦利亚何时开始赞美，及赞美的重点。 

 

应用： （3 分钟） 

1. 经历过神信实的人，由心中赞美神。你有类似的经验吗？ 

2. 愈经历神，愈认识神的大能和自己的卑微。是否就愈知道面对神？面对自己？

面对别人？ 

 

分享这星期的代祷事项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