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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10 章 

背景 

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第六章)，借着不同的机会教导他们、装备他们，差遣(第九章）他们出去实

习、操练。现在又设立(拣选)七十个门徒，差遣他们每两个人一组，到耶稣将要去的地方，做预备人

心的工作。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你有没有为工作出差的经验？责任重大，有时还附有相当的权柄。你对这样的权柄

与责任的感觉如何？ 

分段 

一、 耶稣差遣七十二人 （十 1～12） 

二、 责备不肯悔改的城 （十 13～16） 

三、 七十个人的见证 （十 17～20） 

四、 耶稣赞美天父 （十 21～24） 

五、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十 25～37） 重点 

六、  马大与马利亚 （十 38～42） 重点 

读经（默读 整章 以取得整体概念，3 分钟） 

一、 耶稣差遣七十个人、责备不肯悔改的城 （十 1～16） 

读经（再次默读本段经文， 1 分钟）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2 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

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3 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4 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5 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 6 那里若

有当得平安的人（当得平安的人：原文是平安之子），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与你们了。 7 你们要住在

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8 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

甚么，你们就吃甚么。 9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10 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就到街上去， 11 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黏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著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 神的国临

近了。』 12 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13 哥拉汛哪，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

上悔改了。 14 当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15 迦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或译：你将要升到

天上吗），将来必推下阴间。」 16 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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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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出去，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

少」。「庄稼」是什么？做工的人指谁？(10:2)  
 庄稼 

o 收割 (过程) 
o 收成 

 要赢取的灵魂 
 要来的审判 ( 启 14:15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著

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
熟透了。」) 

 需要更多的人，参与传福音传道的工作，将福音传出去，赢取灵魂。 

 

2. 主耶稣说了庄稼的情形之后，紧接的吩咐做二件什么事？ (10:2b~3)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 

 祷告求更多的工人。 

 去！ 

 

3. 嘱咐他们：不要带钱囊、口袋、和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是否不太讲道

理，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呢？ (10:4) 

 强调使命的迫切性。 

 履行任务须赶快， 应火速去办理神的事，不要花时间整理携带行囊，不要在路上暂停问安

闲谈，不要浪费时间在累赘的客套和寒暄上。 

 

4. 若有当得平安的人，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谁是「当得平安的人」？如果

没有人得平安，平安就「归与」传福音的人？ (10:5~6) (重要讨论题) 

 『当得平安的人』，就是甘愿接受「平安」之道的人。 

o 在路加著作中，人若要成为「平安之子」，就要接受耶稣所传那末世复合的福音。 

o 『愿这一家平安。』新译本为『愿平安归与这家！』(10:5) 

o 所以，这句的含义是：『愿神末世救赎的福音临到这家。』(10:5) 

 『不然，就归于你们』，新汉语译本『不然,那祝福就会无效』。重点不在传道人因人

的不信，而自己得祝福。是不接待传道人，必不能得到福音所带来的平安。 

o 也含有审判甚至咒诅的意思，包含着下文擦去黏在脚上的尘土(10:11)。 

 

5.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给你们摆上甚么，你们就吃甚么。」是接受人的款待和

供养吗？(10:7~8)如果没有受到款待就离开，但是怎么跟审判的日子有关呢？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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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o 在保罗的书信中，解释了传道者在信徒群体中，应得到供养。(提前 5:18) 

o 路加指出传道者要住在一家中接受人的款待和供养。 

 「接待」(10:8,10)代表人对耶稣和祂的福音的回应。 

 当人抗拒福音时，神国的「临近」(10:9,11)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个咒诅。 

 

6. 为什么说哥拉汛、伯赛大有祸了，以及迦百农将来必推下阴间？跟差遣门徒 什

么关系？  (10:13~16) 

 耶稣提到哥拉汛、伯赛大及迦百农，以这些城镇代表神的子民。 

o 迦百农的人，心中骄傲不肖归于耶和华(结 28:2)。 

o 泰尔(旧约中译为推罗)、西顿因敬拜外邦的神祗，而被先知咒诅。 

 当神的子民心中的骄傲，比古时推罗和西顿的骄傲更甚。 

o 神已经在祂的子民中行异能神迹，若是在推罗和西顿中行，人已经坐在麻布上和灰

烬中，在神面前懊悔了。 

 「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不接受神所立的基督和祂「所差派的」，耶稣告诉他们拒绝福

音的下场。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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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七十个人的见证、耶稣赞美天父 （十 17～24） 

读经（默读 1 分钟） 

17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18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

坠落，像闪电一样。 19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甚么能害你们。 20 然而，不

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21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

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22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

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23 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24 我告诉

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观察： （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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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5 分钟） 

1. 怎么因为「耶稣的名」，鬼也服了传福音的人？ (10:17) 

 门徒传福音，治病赶鬼能力的源头是耶稣，只要提了祂的名，就能够经历神大能的彰显，因

为耶稣是神的救赎计划的中心。 

 当时人常错误的追随甚至景仰门徒，今天信徒也同样的崇拜名传道人，耶稣才是神的救赎计

划的中心。 

 

2. 耶稣提到「撒但从天上坠落」(10:18)，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0:18~19) 

 耶稣告诉信徒撒旦的下场，代表着耶稣在这场争战中的胜利，强调信徒承受的使命与权能。 

o 所有的信徒不只是神国成全的旁观者或见证人而已，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每一个人都

有重要的角色。 

 耶稣将祂的「权柄」赐给祂所差遣的门徒： 

o 他们很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4:32) 

o 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

就出来。(4:36) 

 

3. 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似乎与世上的智慧相反。是什

么意思呢 ？ (10:21~24) 

 神的作为远超过聪明通达人的思想，反而被人视 无知的「婴孩」，神的工作却是显明的。 

 路加用了许多对比，是指向逆转的主题：自以为尊贵的人必被降卑，卑微的人却要升高。 

 这主题更进一步指向外邦的救赎，预告 下文的爱邻舍。 

 

五、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十 25～37） 

读经（默读 1 分钟） 

25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甚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26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甚么？你念的是怎样呢？」 27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

的 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28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29 那人

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30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

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31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

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32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

了。 33 惟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35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

『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36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

呢？」 37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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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5 分钟） 

* 以下三个重要讨论题，是连续并且相关的 

1. 律法师问耶稣怎么得到永生？耶稣如何反问？耶稣肯定了律法师的回答吗？ 

(10:25~28)  (重要讨论题) 

 做甚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o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 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前半句出自申 6:5，原没有「尽意」，是强调了句首的「尽心」。 

o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神。 

 下半句出自利 19:18： 

o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

己」。我是耶和华。(利 19:18) 

o 不可报复，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却要「爱你的邻舍」

好像爱自己；我是耶和华。(利 19:18，新译本) 

o 「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2. 耶稣比喻故事解释，后来这比喻成为世界有名“好撒马利亚人”故事。这比喻的

重点是什么？ (10:29~36)  (重要讨论题) 

 让组员先讨论这比喻是说些什么？ 

o 然后才总结重点，在 10:36 所问的：「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而落在强盗手中的，并没有选择他的邻舍的能力。重点要努力成为别人的邻舍。 

 

3. 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是「行什么」呢？ (10:37)  (重要讨论题) 

 「你去照样行」是呼应了 10:28「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而「这样行」(10:28)，是行前面的一句「爱邻舍如同自己」(10:27) 

o 包括在整句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 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

己」，就必『得永生』。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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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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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马大与马利亚 （十 38～42） 

读经（默读 1 分钟） 

38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 39 她有一个

妹子，名叫马利亚，在耶稣脚前坐著听他的道。 40 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

「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41 耶稣回答说：「马

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4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

不能夺去的。」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5 分钟） 

1. 马大「接」耶稣到自己家来，与前面所提到的「得平安」(10:6)，可以算有关系

吗？(10:38)  

 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就是「接待」耶稣。 

 与 10:6 的「当得平安」，以及 10:8,10 所提到的「接待」的含义同样。 

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

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甚么，你们就吃甚么。 

 

2. 耶稣对马大所说的「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是什么意思？ (10:41)  

 (重要讨论题) 

 许多的事，指被其他的事，思虑烦扰的事，扰乱了敬拜神、扰乱专一寻求神的国的心。 

 马大虽然挺身接待耶稣，却没有以单一的心接待。 

 

3. 马利亚的选择，有什么不一样？ (10:42)  (重要讨论题) 

 问组员：42 节「只有一件事」，与上一节的什么是强烈的对比？ 

o 「许多的事」，是明显的对比。 

 「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马利亚选择专一的心，去领受神的道。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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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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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这星期的代祷事项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