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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2 章 

背景 

路加以三个平凡的人被神拣选，开始述说救恩的故事，圣诞节的故事。我们看见人性的真实，他们

会怀疑、不信，我们也看见因著他们的顺服，神的旨意得以施行，他们的（人的）生命也被提升。

影响人类最重要的两位婴孩诞生了。神開始施行救恩，主基督耶稣的降生。我們也看到，主在童年

時對父母的順從。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你这一生得到最意外最好的好消息是什么？你先告诉了谁？ 

分段 

一． 耶稣降生 （二 1～7） 

二． 天使报喜信，牧人朝拜圣婴耶稣 （二 8～20） 

三． 孩童耶稣 （二 21～52）  

读经（请组员『默读整章』以取得整体概念，3 分钟） 

一．引言（一 1～7）  

读经（请组员『默读』 1 分钟） 

1 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2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

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3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4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

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5 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一同报名

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6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 7 就生了头胎的儿

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观察： （1 分钟） 

1.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2. 在什么地方发生这些事？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解释： （5 分钟） 

1. 在 1~4 节如何形容耶稣降生时的历史背景？ (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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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撒奥古斯都下令全国人口普查1，当时居里扭在叙利亚是巡抚。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2. 耶稣降生在哪个城？那是在什么地方？(4～6) 

 约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归纳： （2 分钟） 

1.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有什么重点吗？ 

 

应用： （3 分钟） 

1.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跟我们大家有什么关系？ 

（若是这段没有找到应用的重点，继续查考下一段） 

 

二． 天使报喜信，牧人朝拜圣婴耶稣（二 8～20）   

读经（请组员『默读』 1 分钟） 

8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9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

面照著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10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

乎万民的； 11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12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

著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13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 神说： 14 在至高之

处荣耀归与 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有古卷：喜悦归与人）！  

15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

示我们的。」 16 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马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17 既然看见，就

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18 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19 马利亚却把这一

切的事存在心里，反覆思想。 20 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

的，就归荣耀与 神，赞美他。 

观察： （1 分钟） 

1.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10 分钟） 

1. 耶稣降生时有谁来祝贺？是谁告诉他们的？  

                                                                 

1凯撒奥古士督，是当时的罗马皇帝。报名上册就是报户口，目的是为了徵税，一定要回本籍申报，这就应验了

旧约预言：耶稣一定要生在伯利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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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羊人到伯利恒来祝贺耶稣的诞生。 

 是天使天兵报的喜信。 

 

2. 天使天兵如何歌颂这位婴孩 (2:14)？ (重要讨论题) 

在『至高之处』以及在『地上』，分别不同的赞美，有什么独特意义？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与 

神！ 

在地上 

平安归与 

他所喜悦的人！ 

 至高之处：这婴孩虽然降生在卑微的地方，但是祂的荣耀是归到最高之处的神那里。 

 地上：这婴孩把属天的平安，带到世上给祂所喜悦的人。 

 

3. 牧羊人听了天兵和天使对他们说的话之后，做了些什么事 (2:15-17,20)？结果是

什么 (2:18)？ 

 牧羊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马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

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 

神，赞美他。 

 结果： 

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归纳： （2 分钟） 

1.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些重点？ 

应用： （3 分钟） 

1. 我们过圣诞节所庆祝的内容，与原来耶稣降生的意义相关吗？ 

 

三． 孩童耶稣（二 21～52） 

读经（请组员『默读』 2 分钟） 

21 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22 按摩

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与主， 23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

「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 24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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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

在他身上。 26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27 他受了圣灵的感

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著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28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

称颂 神说： 29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30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

恩― 31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32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33 孩子的父

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希奇。 34-35 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马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

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

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故事先发生在什么地方？后来转到什么地方？ 

 这段经文叙述耶稣成长过程的什么些大事？ 

解释： （15 分钟） 

1. 约瑟和马利亚带著婴孩耶稣到圣殿献祭，遇见哪个人？西面是什么样的人 (25-

27)？ 

 西面 

o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o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o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著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

办理。  

o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 神 

3. 西面如何称颂耶稣 (29)？ 有些什么重点吗？ 

 29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30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31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32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4.你觉得为什么约瑟和马利亚会稀奇？(33) 

 听到西面所 的：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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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面给约瑟和马利亚祝福后，对马利亚说的：跌倒、兴起、被刀刺透，是什么意

义 (34-35)  (重要讨论题) 

 34-35 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马利亚说： 

 「这孩子被立， 

 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这段话出自于赛 8:14~15（见2注脚），是神的子民对福音二个不同的反应和后果。接受福音

的人必要「兴起」，但是厌弃神末世救恩的人必要「跌倒」。 

 被刀刺透：指马利亚因儿子耶稣的受难而伤痛。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从综合出的重点，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读经（请组员『默读』 2 分钟） 

36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力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作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

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 37 现在已经八十四岁（或译：就寡居了八十四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

求，昼夜事奉 神。 38 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 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

讲说。 

 39 约瑟和马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40 孩子渐渐

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 神的恩在他身上。  

41 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42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著节期的规矩上去。43 

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44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

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 45 既找不著，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46 过了

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 47 凡听见他的，都希奇他的聪明和他的

应对。 48 他父母看见就很希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甚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

我伤心来找你！」 49 耶稣说：「为甚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译：岂不知我

                                                                 

2 14 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作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 15 许多

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赛 8: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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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 50 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 51 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

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52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译：年纪），并 神和人

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i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15 分钟） 

1. 亚拿是什么样的人(36-37)？ 

 是女先知： 

o 是亚设支派法内力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作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

就寡居了，  

o 现在已经八十四岁（或译：就寡居了八十四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

事奉 神。  

 

2. 在 38 节，形容亚拿做了些什么事？ (38) 

 38 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 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o 称谢 神。 

o 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孩子的事。 

 

3. 在这一章，一共有些什么事，使马利亚都存在心里？（51、19） 

 存在心里的经文： 

o 第 51 节，耶稣的母亲马利亚「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o 第 19 节，「马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覆思想」 

 存在心里的事情： 

o 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2:17~18) 

o 西面的赞美(2:28~32)，接着西面对马利亚所说的话(2:34~35) 

o 亚拿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2:38) 

o 看见耶稣在圣殿里与教师的应对和他的聪明，就很希奇(2:47~48) 

o 以及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2:49) 

 

4. 如果你是马利亚，听到了西面的话:「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2:49)，你会懊

悔当初的赞美吗：『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 神我的救主为乐』？(1:46~47) 

 带领组员讨论问题 

 

5. 第 40 与 52 节经文，有什么相似处？跟随耶稣基督，就是学习愈来愈与耶稣基

督相似。在什么目标上，与主耶稣愈来愈相似？ (重要讨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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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 神的恩在他身上。(40)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译：年纪），并 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52) 

 

 长大、强健 ：身量年纪 

 智慧：充满神给的智慧。而不只是身量长，缺乏了神给的智慧。 

 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依靠神所赐的恩在我们身上，神和人喜爱我们的

『心』都一齐增长。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 2-3 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从综合出的重点，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尤其是第 40 和 52 节的三个点，如何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实现？ 

 

分享这星期的代祷事项 

結束禱告 

 

End Notes: 

i 2:22  满了洁淨的日子： 生男孩，家居 33 天；生女孩，家居 66 天 (参 利 12 章) 

割礼：每一个男婴都在出生后第八天接受割礼和命名，割礼象征着犹太人与外邦人不同，他们与神

有独特的关系 (参 路 1:59-60、創 17:9-11、利 12:3) 

2:41 提到「逾越节」，是犹太人为了记念神救他们出埃及的一个节日。 (参 出 12:2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