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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6 章 

背景 

主耶稣在传道、医病、赶鬼时，宣告神国的临到，宣扬神国的福音，宣告祂就是「基督」。选立神

国的使徒，并要教导他们福音的信息，论到贫穷、饥饿、哀哭、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与马太的登

山宝训很相似，但在不同场合。 

【本课内容丰富，若时间不允许查考讨论所有的讨论问题，请务必讨论《重要讨论题》】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请举例你常常做的事，只因为人家都说要这样做，而自己并不明白为什么。这是否

就是所谓的墨守陈规？请举例分享。 

分段 

一． 安息日的主 （六 1～11） 

二． 新时代的开始-耶稣拣选十二门徒 （六 12～16） 

三． 新时代的方向及原则- 论福，论祸 （六 17～36）  

四． 关于论断人，眼中的墚木 （六 37～42）  

五． 两种果树，两种根基 （六 43～49） 

读经 

默读整章，以取得整体概念（3 分钟） 

一． 安息日的主 （六 1～11） 

读经（默读 1 分钟）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著吃。 2 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甚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

事呢？」 3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 4 他怎么进了 神

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 5 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6 又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 7 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

得把柄去告他。 8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著。 9 耶稣对

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10 他就周围看著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

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11 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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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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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一个安息日，门徒作了什么法利赛人不同意的事？(6:1~2)  

耶稣回复法利赛人的话是什么典故？(6:3~4)  

 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摘了麦穗来吃，法利赛人质疑门徒犯安息日做工的条例。 6:1-2  

o 「掐麦穗」：这件事本是被许可的（ 申 23:25 ），但在法利赛人眼中，掐小麦麦穗

等於「收割」，即犯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条例（ 出 34:21 ）。 

你进了邻舍站著的禾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稼。(申 23:25) 

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出 34:21) 

o 「用手搓著」：门徒这样的举动，按照拉比的观念，这样的举动包括了收割、打

谷、筛谷、预备食物等项工作。 

 典故：撒上 21:1~6 记述了大卫与他同行的人，在逃亡时在圣殿里吃陈设饼一事。耶稣引用

这例子表在安息日不能不顾及人的基本需要，况且犹太传统也是允许在安息日面临危机，也

就可以做工。 

o 圣所金桌上的陈设饼，每安息日要换上新的，撤下旧的饼给祭司做食物。大卫及随

从违例吃陈设饼一事（ 撒上 21:1-6 ），表明照顾人的需要比墨守陈规更重要。 

o 显然耶稣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律法虽然很重要，但是在人紧急的需要下，可以作适当

的调整来满足律法的真正精神。拯救饥饿者的生命特殊情况，比一般情形下表达对

上帝尊重的陈设饼规定还重要。 

 

2. 耶稣又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什么意思？(6:5)  《重要讨论题》 

 「人子」：耶稣最常用在自己身上的名称，除耶稣外，没有人用过这名称。旧约圣经中 但 

7:13-14 中所描绘的人子，是一位属天的人物，在末世时上帝要托付他权柄、荣耀和统治

权。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著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

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

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 7:13-14) 

 「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神创造万物后在第七天安息。耶稣不但有诠释律法的的权

柄，更是指向神创造所彰显的权能，耶稣表明祂有这尊崇的地位。 

o 关于安息日的诫命： 

 一个是出 20:11「...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

日」，强调了创造的权威。 

 另一处是申 5:15「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 神用大

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 神吩咐

你守安息日。」强调了神对祂的子民所施行的拯救。 

 安息日的设立，既然是要纪念创造与出埃及，也就是纪念神的能力与拯

救。 

o 关于安息日的权柄： 

 路加将焦点由大卫的记述转接至耶稣的权柄。当耶稣用「人子」的称呼，

表达祂有赦罪的权柄。 



查经材料 路加福音第六章 

[3] 

 

 见下段 6~11 节，耶稣医治的工作，是运用祂身为「安息日的主」的权柄。 

 

3. 另一个安息日，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6:6~7) 

 窥探耶稣在安息日的行为，看祂治病不治病，想要告耶稣。 

 在文士心中，此处病人显然无生命危险，耶稣若在当天医治他，便算干犯安息日。 

 

4. 耶稣医治了枯干手的人后，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了什么？ 这话跟墨守陈规有什

么相关的？(6:8~9)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6:9) 

 耶稣以安息日行善和行恶哪一样是可以的，来暗示法利赛人和文士安息日的真正意义。 

 

5. 耶稣要手枯干的人伸出手来，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有什么特别意义？(6:10~11) 

 当这个右手枯干的人相信耶稣的呼召，伸出手来时，他的手就好了。 

 我们是否肯伸出我们“心灵中枯干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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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3 分钟） 

1. 从大家一起综合出的重点，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例如： 

o 我每天固定时间，固定地方读经祷告，但是我实际的亲近神吗？ 

o 我明知我无能(像那手枯干的人)，神却要我回应祂，我会如何回应祂？ 

二． 新时代的开始-耶稣拣选十二门徒 （六 12～16）  

读经（默读 1 分钟） 

12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 神； 13 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

徒。 14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得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 15 马太和

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 16 雅各的儿子（或译：兄弟）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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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分钟） 

1. 耶稣为什么上山整夜祷告？ (6:12) 

 耶稣即将选召十二个门徒，是神的救恩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耶稣将这件事带到父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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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多次记载耶稣祷告，只有在这里记载整夜祷告。 

 

2. 耶稣称这十二个门徒为使徒，什么意思？ (13)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可 3:14) 

 「使徒」是泛指被差派出外传信息的人，可用来称呼耶稣所选召的十二个门徒、及后来的巴

拿巴、保罗，但於新约往往专指耶稣十二门徒。 

归纳&应用： （2 分钟） 

1.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2. 组员综合出的重点，有没有可以应用在生活中的？ 

 

三． 新时代的方向及原则- 论福，论祸 （六 17～36） 

读经（默读 1 分钟） 

17 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泰尔、西顿的海边

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18 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 19 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

发出来，医好了他们。 20 耶稣举目看著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 神的国是你们的。 21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

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22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

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 23 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

样。 24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25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

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 26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 27 「只

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28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

祷告！ 29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 30 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

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 31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32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可酬谢

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33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34 你们若

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 35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

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36 你们要慈悲，像你

们的父慈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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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分钟） 

1. 「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 神的国是你们的。难道是经济贫穷的人才能进神

的国吗？ (6:20)  《重要讨论题》 

 路加福音书里，强调贫穷与富足的对比 (1:48;4:18;7:22;14:13,21;16:20~22) 

 这段论福是取自以赛亚 61:1~2 的应许，当时以贫穷形容神的子民被掳在异地的苦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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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译：传福音给

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2 报告耶和华的恩

年，和我们 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赛 61:1~2) 

 贫穷的人有福了，与马太 5:3 意思相同 

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3 新译本) 

 如此，贫穷的人就是指等待神的救赎的人，因而就不能被形容为可以仿效的美德，也不是进

入神国的条件。 

 靠着神的恩典和祂的工作，被欺压的神的子民，和心灵贫乏的人，将能看见神的救恩。 

 

2. 「饥饿」的人有福了，要进神的国必须是饿肚子吗？ (6:21) 

 饥饿与饱足，是引自弥赛亚末世筵席的应许 

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

设摆筵席。(赛 25:6) 

 筵席上一个路加福音重要的主题，描述神给祂的子民所带来的满足(9:10~17, 11:37~54, 

14:8~24, 15:23~24, 22:7~30)。因此，饥饿的人的意思就不局限于肉身上贫乏的人。 

 饱足在原文中是被动语态，背后主词是神，基于神的恩典和祂的拯救。 

 

3. 「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哀哭的人有福了，难道喜笑的人就

没有福吗？ (6:21) 

 也是引自弥赛亚末世的应许，描述末世欢欣的情景： 

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

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赛 61:3) 

 

4. 为什么说信徒受到人的恨恶、拒绝、辱骂，怎么就有福了呢？ (6:22) 

 信徒因耶稣的名受害，就是要与那些贫穷、饥饿、和哀哭的人认同，以致他们也能在末世时

神的拯救中有分。 

 

5. 相对的也提到「富足」、「饱足」、「好的时候」就有「祸」了，这些是什么

意思呢？ (6:24~26) 

 警告在今世「富足」的人，却不能得蒙救赎。 

o 安慰一词的重点不在情绪上的慰藉，而在人所要得到的全人救赎。 

 由「饱足」至饥饿与 6:21 论福的句子相反。而下文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正说明了这节

的意思。 

 6:21 的「喜笑」一词有在救恩中喜乐的意思，但是在 6:25「喜笑的人」却有负面的含义，有

藐视卑微的人，也象征拒绝神的恩典。 

o 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箴 17:5) 

 「哀恸哭泣」不是形容人悔过的表现，而是指人被拒绝於神国以外，绝望的反应。 

 这段经文反映出以赛亚书中，神预告祂要选召祂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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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 

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 

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  (赛 65:13) 

 

6. 对我们的仇人、伤害我们的人、甚至剥夺我们财产的，我们要对他们好，这是

否太没有做人的原则了？为什么？ (6:27~36) 《重要讨论题》 

 注意这段的结构与重点(31;36)： 《重点》 

27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28 咒诅你们的，要为

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29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里衣也由他拿去。 30 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  

31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32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33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

你们的人，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34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甚么可酬

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 35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

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36 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这段经文分为二小段(27-30;32-35)及二节重点(31;36)，让大家看看这二小段的内容。《重点》 

 耶稣要信徒爱仇敌，有时有跨越界限的必要性，去接纳群体以外的人。要有爱的行动，甚至

以祝福与祷告，参与神施恩的工作。对临到身上的侮辱和暴力，同样回应以爱仇敌的命令。 

 6:31 常被誉为金科玉律，是耶稣的伦理教导的精华。常被误解为互惠伦理。这节更重要的是

与 6:36 的呼应。爱仇敌的绝对性，只能建立在神绝对的爱的基础上，耶稣要门徒效仿神的

慈悲。 

 慈悲是常用以描述神与祂的子民在约的关系中的信实。如此，耶稣不只是给信徒在伦理上的

一个命令，更要我们回应对神的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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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3 分钟） 

1. 从大家一起综合出的重点，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例如：怎么运用 6:31 及 6:36 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如何面对过去战乱的仇恨？ 

 

四． 关于论断人，眼中的墚木 （六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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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默读 1 分钟） 

37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饶恕：原文是释放）； 

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

也必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 39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40 学生不能高

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41 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42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

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

你弟兄眼中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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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钟） 

1. 不要论断人，是否就不要分辨好坏？对人的恶行视若无睹？ (6:37~38) 

 《重要讨论题》 

 耶稣要纠正犹太人，以及要今天我们对圣经的全面了解。要人因着爱去接纳自己的敌人，纠

正人对律法的误解。更明确的的，要我们明白利未记这节经文的重点，在上半节：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著公义审判你

的邻舍。 (利 19:15) 

 不要定人的罪，是延伸了不要论断人的意思。只有神才有审判和定罪的权力： 

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雅 5:6) 

 不要论断人和不要定人的罪，背后的推动力，就是要「饶恕」人的命令。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神是真正的酬报者，神给人的赏赐超过人所当得的。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

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6:35) 

 

2. 谁都懂「瞎子领瞎子」道理的，这节经文里面有什么深的意义？跟后面一节的

「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有关系吗？ (6:39~40)  《重要讨论题》 

 人都应当知道自己的不足，明白和跟随耶稣的教导，耶稣才是真正的领导者。人若扮演神的

角色，比会遭到神的审判。 

 学生不能自认为老师，否则就是瞎子领瞎子走路，只有耶稣才是那满有权柄的老师。 

 在圣经恢复版，没有和合本的“不过”，在这节比较清晰表达：「学生不高过老师；凡装备完

的就如他的老师一样。」清楚的描述耶稣要祂的门徒学成耶稣的样式。 

o 效仿祂被辱时，不开口论断人 

o 学习祂背起十字架的样式 

 

3. 相似一个格言「眼中有刺」、「眼中有梁木」，跟前面的教导有什么相关？ 

(6:41~42) 

 是继续 6:37 论断人的教导，耶稣斥责假冒为善的人，表面行为纯正，内心却充满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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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冒为善的人，就是自以为义，论断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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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3 分钟） 

1. 从大家一起综合出的重点，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五． 两种果树，两种根基 （六 43～49）  

读经（默读 1 分钟） 

43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44 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

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 4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

就说出来。」 46 「你们为甚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47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

诉你们他像甚么人： 48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

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有古卷：因为盖造得好）。 49 惟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

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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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钟） 

1. 树与果子，连接到「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跟前面几节经文有什么

相关？ (6:43~4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原来的意思是善人从内心的「库房」(存) 的善。 

 一个人的言行，反应出他库房是什么样的根基。仍是继续论断人，及假冒为善的教导。 

 

2. 这几句结尾的话 6:46~49，有什么特别突出与前面强调「里外一致」的教导不

同的地方？ 

 强调了「行」：不遵守我的话行 (6:46)，不去行的 (6:49) 

 听了道不去行的结果，像是房子倒塌，而且： 

o 随即倒塌 

o 坏的很大 

归纳： （1 分钟） 

1.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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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3 分钟） 

1.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分享这星期的代祷事项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