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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7 章        經文七 1～50  

背景 

第七章，路加記載了四個人，并說明了他們的信心與福氣。耶穌稱讚百夫長的信心，

使寡婦之子復活，稱讚施洗約翰，赦免有罪女人，同情但也責備西門。正如六章 20～ 

26節所說，貧窮、饑餓、哀哭的人有福了。富足的人有禍了。自滿的人，再也得不著

什麽，戒之、慎之。  

引題 (引發思考本課主題)  

你有沒有欠過他人錢？為了還債你做出了什麼樣的努力？ 

分段 

一、 迦百農有信心的百夫長（七 1～10）  

二、 拿因寡婦的兒子復活（七 11～17）  

三、 信心動搖的施洗約翰（七 18～35）  

四、 婦人與香膏（七 36～50） 

一、 迦百農有信心的百夫長（七 1～10）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百夫長，百夫長的僕人，猶太人的

長老，百夫長的幾個朋友，跟隨的眾人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加利利，迦百農 

何時? 耶穌教導十二個門徒之後 

何事? 耶穌醫治了百夫長的僕人 

何因? 百夫長的僕人生病了，百夫長托猶太人的

長老到耶穌跟前為他求情，求醫治 

如何? 百夫長相信耶穌可用一句話醫治僕人的病 

何果? 耶穌稱許百夫長的信心，僕人的病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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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一個羅馬人，但他愛護百姓、

僕人，似乎也傾慕猶太教，對神的能

力很認識且有信心。  

2. 他對耶穌的身份、權柄很有信心，耶

穌嘉許他，“這麼大的信心”，在以

色列人中也沒遇過。福音書中有兩次

記載耶穌希奇的，一次在這裏，他希

奇這個外邦百夫長的信心。另一次他

希奇以色列人的不信（可六 6 用了

「詫異」，但兩處原文用相同的

字。） 

1. 2～7節這百夫長是一個怎樣的人?  

 

 

2. 8～10 節百夫長如何顯出他的信心？

耶穌如何稱許他？ 

參 太 8:5-13 

 

歸納綜合 1. 自己不配─你到我捨下，我不敢當； 耶穌這一次隔著遙遠的路程，祂發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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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6~7節) 

2. 認識，承認並接受神的權柄─只要你

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7節) 

令，百夫長僕人的疾病便馬上痊癒。神的

話語是不受空間時間的限制，主的話安定

在天。 

我們如何可以有“這麼大的信心？” 

 

應用  基督徒的生活中，我們是靠自我的善良行

事，還是靠耶穌基督的能力？尤其是面對

危險困難的時刻。 

 

 

二、 拿因寡婦的兒子復活（七 11～17）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祂的門徒，極多與祂同行的人，寡

婦，寡婦的兒子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加利利，拿因城 

何時? 醫治百夫長僕人之後 

何事? 寡婦的兒子復活 

何因? 在送殯的行列，是一個寡婦失去她唯一的

兒子 

如何? 耶穌見到寡婦，就憐憫她 

何果? 耶穌使寡婦的兒子復活，眾人驚奇，這事

的風聲傳遍猶太和周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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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婦自古就是苦命的別號，在社會上受

人的欺侮與輕視。在第一世紀，婦女很

難自己賺錢營生，婚前靠父親，婚後靠

丈夫，若是丈夫先逝，靠兒子。死了丈

夫，失去倚靠，死了兒子，是失去唯一

的盼望，處境堪憐。  

2. 耶穌摸著杠（棺架），在禮儀上就算不

潔淨了；耶穌憐憫人，不管這些。這婦

人一定很驚訝，繼而一定喜樂異常。 

1. 11～12節這寡婦的處境如何？  

 

 

 

 

 

2. 13～17節耶穌如何安慰了她的心？眾

人有什麼反應？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耶穌能夠為任何悲慘的境況帶來希望。耶

穌來了，叫人得釋放，從綑綁中得自由，

從悲傷中得安慰，從困苦中得喜樂。 

 

應用  使我們生命有希望的是什麼？耶穌來了，

祂成為我們的希望嗎？ 

 

三、 信心動搖的施洗約翰（七 18～35）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約翰的門徒，約翰，耶穌，眾人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加利利 

何時? 耶穌使死人復活之後 

何事? 約翰的門徒將耶穌的事告訴約翰，約翰懷

疑耶穌的身份；耶穌論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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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因? 耶穌所行的事，與約翰認知中的彌賽亞有

不同 

如何? 耶穌用舊約對彌賽亞的預言來回答約翰的

懷疑 

何果? 耶穌但沒有責備約翰，反倒稱許約翰的工

作，同時描述出：當時面對著約翰的道，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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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懷疑耶穌彌賽亞的身份，可能因

為自己長久被關在監牢，又看不到耶

穌作審判的工作。  

2. 耶穌沒有因此而責備他。相反，耶穌

還是以祂所作的憐憫的事工回應約

翰，這也是彌賽亞的事工，而不是審

判猶太人、打倒羅馬帝國的驚人事

工。然後耶穌補充一句：「凡不因我

跌倒的，就有福了。」這句話耶穌勸

勉約翰不要失掉信心。神能夠處理我

們的疑惑，他歡迎我們提出問題。 

3. 耶穌用諷刺性的比喻，說明約翰不是

柔軟的蘆葦，而是堅毅不拔的。他不

穿細軟衣服，因他不是沒有男子氣概

的人。他因作彌賽亞的先鋒而成為最

偉大的先知。 

4.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說：

‘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

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啼哭。’ 不管

神在他們中間作什麽工，他們總是視

而不見。 

1. 18～20節約翰差學生去問耶穌什麼問

題？你認為約翰為什麼會懷疑耶穌的

身份？  

2. 21～23節耶穌如何回答約翰？這是什

麼意思？  

 

 

 

 

 

 

3. 24～29節耶穌用兩個反面的比喻是要

稱讚約翰怎樣的品格？約翰為什麼比

以前的先知更大？  

 

 

4. 30～35節耶穌用了哪些比喻來說明當

時一些人的麻木、無理？ 

參 太 11:2-19 

 

 

參 賽 35:5-6；    

        61:1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耶穌說：「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

了。」請留意，無論我們今天的處境多艱

難，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吧！

一切從撒但來的疑惑，要叫我們跌倒、灰

心、埋怨、失望；但從主而來的信心卻要

叫我們站住，為主而活，靠主得勝，因主

歡樂，以主為滿足。是的，「凡不因我跌

倒的，就有福了。」 

 

應用  智慧是在智慧之子的身上得到證實。 

我是智慧之子嗎？我的生命改變了嗎？ 

 

四、 婦人與香膏（七 36～50） 

觀察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何人? 耶穌，法利賽人，有罪的女人，同席的人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何地? 耶穌在一個法利賽人家坐席 

何時? 耶穌在法利賽人家坐席的時候 

何事? 有罪的女人用香膏膏耶穌 

何因? 有罪的女人，因她的罪得赦免，發自內心

的感恩 

如何? 法利賽人看見這事，質疑耶穌，心中論斷 

何果? 耶穌用比喻來說明法利賽人與有罪的女人

的差異 

解釋 

 

是什麼意思

「法利賽人」這詞本身頗具啟示性，它不

是一個希臘字。在希臘文新約中，引用了

猶太的這個詞來稱呼這一類的人。這個名

稱是從希伯來文來的，意思是「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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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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利賽人有很輝煌的歷史。這個階級是在

瑪拉基的聖經時代結束，馬太福音的時代

尚未開始之前，這中間的馬加比時期興起

的。法利賽人的職責，在防止百姓與拜偶

像的列族混淆。在發展的過程中，他們逐

漸以外在的條文、教義、儀式為傲，以致

於今日我們用「法利賽人」這個名詞，來

形容那種自以為是的態度。他們始終對基

督懷著明顯的敵意。馬可福音提到法利賽

人有二十八次之多，每一次都可以看見他

們對耶穌的敵意。西門就是一個法利賽

人，他自信十足，也絕對自滿於他的職

責，就是監督長老們是否遵守遺傳，一切

洗禮等儀式是否合乎規則。 

 

1. 耶穌到法利賽人西門家作客，雖然法利

賽人常反對耶穌，但耶穌仍然滿有同情

心，盼望他們看見自己的盲點。  

2. 猶太人吃飯是斜倚在臥榻上，腳向外，

這女人（罪人可能是妓女的意思）將香

膏抹在耶穌腳上，並且親耶穌的腳，服

事客人的腳是奴隸的工作，是表達對耶

穌極大的感恩。這女人所作的一定令西

門極其震驚，耶穌居然讓一個罪人碰

觸，而且欣然接受。  

3. 耶穌用這比喻指出，其實人在神面前都

是罪人，越深認識自己的罪的人，越能

蒙赦免。一方面讓大家知道，這女人的

罪已蒙赦免，也暗指法利賽人的自義。 

4. 44～50節 

a. 洗腳、抹油、親嘴都是主人應有的

待客之道，但西門全部省略，表達

他對耶穌的草率、輕蔑。  

b. 很可能耶穌曾幫助她脫離犯罪的生

活，而這一定深深改變她的生命，

以致她鼓足勇氣，在這樣的場合

中，向耶穌表達她的愛與感激。  

c. 耶穌說她愛多，赦免也多。這並非

說她用愛贏得赦免，而是說她的愛

證明她已蒙赦免，這愛是她對神的

恩典的回應。耶穌當眾宣告她的罪

已得赦免，好讓她將來能坦然在眾

人中生活。 

d. 這故事顯明耶穌樂意饒恕人的罪，

在祂眼中，市井小民、無名小子，

都是寶貴的。 

 

 

 

 

 

 

 

 

 

 

 

 

 

 

 

1. 36 節耶穌到誰家作客？從上文看來，

法利賽人常與耶穌對立，那祂為什麼

還要去？  

2. 37～39節這女人是怎樣的人？她在耶

穌身上作些什麼？這法利賽人想些什

麼？這些想法背後代表著什麼樣的觀

念？  

 

 

 

3. 40～43節耶穌說了一個怎樣的比喻？

這比喻的意思是什麼？ 

 

 

4. 44～50節 

a. 西門如何接待耶穌？這代表他接待

耶穌的動機是什麼？ 

 

b. 這女人在眾目睽睽下作這些事，代

表怎樣的心情、想法？  

 

 

c. 耶穌在眾人面前，對這女人宣告怎

樣的資訊？對她有怎樣的意義？ 

 

 

 

  

d. 在這個故事中，耶穌顯出祂是怎樣

的一位？ 

 

 

 

 

 

 

 

 

 

 

 

 

 

 

 

參 太 26:6-13 

    可 14:3-9 

    約 12:1-8 

歸納綜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事

物 

  我們對自己的罪得赦免的感覺越深，就越

愛主。對自己罪的覺悟少的人，就不覺得

需要主；對自己的罪覺悟越深，越覺需要

主的救恩，因而愛主的心也就越多了。愛

主的實際行動，比說千萬句愛主的話，更

能摸著主的心。 

 

應用  我們經歷了神赦罪的恩典，我們是如何回

應神對我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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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經訓 

從本章聖經，耶穌與四個不同身份、景況的人的互動中，你對耶穌有什麽新的認識

嗎？這些對你有什麽意義嗎？ 

 

耶穌稱讚百夫長的信心，使寡婦之子復活，稱讚施洗約翰，赦免有罪女人，同情但也

責備西門。正如六章 20～ 26節所說，貧窮、饑餓、哀哭的人有福了。富足的人有禍

了。自滿的人，再也得不著什麼，戒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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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加福音 第七章         經文  7 : 1～50 

*詩歌：   

*禱告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第七章，路加記載了四個人，并說明了他們的信心與福氣。耶穌稱讚百夫長的信心，

使寡婦之子復活，稱讚施洗約翰，赦免有罪女人，同情但也責備西門。正如六章 20～ 

26節所說，貧窮、饑餓、哀哭的人有福了。富足的人有禍了。自滿的人，再也得不著

什麽，戒之、慎之。  

*引題：你有沒有欠過他人錢？為了還債你做出了什麼樣的努力？ 

*討論題目： 

一、迦百農有信心的百夫長（七 1～10）  

讀經：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2. 2～7節這百夫長是一個怎樣的人?  

3. 8～10 節百夫長如何顯出他的信心？耶穌如何稱許他？ 

歸納  

耶穌這一次隔著遙遠的路程，祂發出命令，百夫長僕人的疾病便馬上痊癒。神的話語是不受空間時間的

限制，主的話安定在天。 

我們如何可以有“這麼大的信心？” 

應用 

基督徒的生活中，我們是靠自我的善良行事，還是靠耶穌基督的能力？尤其是面對危險困難的時刻。 

二、 拿因寡婦的兒子復活（七 11～17）  

讀經：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 

2. 11～12節這寡婦的處境如何？  

3. 13～17節耶穌如何安慰了她的心？眾人有什麼反應？ 

歸納  

耶穌能夠為任何悲慘的境況帶來希望。耶穌來了，叫人得釋放，從綑綁中得自由，從悲傷中得安慰，從

困苦中得喜樂。 

應用 

使我們生命有希望的是什麼？耶穌來了，祂成為我們的希望嗎？ 

三、 信心動搖的施洗約翰（七 18～35）  

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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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18～20節約翰差學生去問耶穌什麼問題？你認為約翰為什麼會懷疑耶穌的身份？  

3. 21～23節耶穌如何回答約翰？這是什麼意思？  

4. 24～29節耶穌用兩個反面的比喻是要稱讚約翰怎樣的品格？約翰為什麼比以前的先知更大？  

5. 30～35節耶穌用了哪些比喻來說明當時一些人的麻木、無理？ 

歸納  

耶穌說：「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請留意，無論我們今天的處境多艱難，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

成終的耶穌吧！一切從撒但來的疑惑，要叫我們跌倒、灰心、埋怨、失望；但從主而來的信心卻要叫我

們站住，為主而活，靠主得勝，因主歡樂，以主為滿足。是的，「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應用 

智慧是在智慧之子的身上得到證實。 

我是智慧之子嗎？我的生命改變了嗎？ 

四、 婦人與香膏（七 36～50） 

讀經： 

觀察/解釋 

1. 溫習一下，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  36節耶穌到誰家作客？從上文看來，法利賽人常與耶穌對立，那祂為什麼還要去？  

3. 37～39節這女人是怎樣的人？她在耶穌身上作些什麼？這法利賽人想些什麼？這些想法背後代表著

什麼樣的觀念？  

4. 40～43節耶穌說了一個怎樣的比喻？這比喻的意思是什麼？ 

5. 44～50節 

a. 西門如何接待耶穌？這代表他接待耶穌的動機是什麼？ 

b. 這女人在眾目睽睽下作這些事，代表怎樣的心情、想法？  

c. 耶穌在眾人面前，對這女人宣告怎樣的資訊？對她有怎樣的意義？ 

d. 在這個故事中，耶穌顯出祂是怎樣的一位？ 

歸納  

我們對自己的罪得赦免的感覺越深，就越愛主。對自己罪的覺悟少的人，就不覺得需要主；對自己的罪

覺悟越深，越覺需要主的救恩，因而愛主的心也就越多了。愛主的實際行動，比說千萬句愛主的話，更

能摸著主的心。 

應用 

我們經歷了神赦罪的恩典，我們是如何回應神對我們的愛？ 

*總結經訓   

從本章聖經，耶穌與四個不同身份、景況的人的互動中，你對耶穌有什麽新的認識嗎？這些對你有什麽

意義嗎？ 

耶穌稱讚百夫長的信心，使寡婦之子復活，稱讚施洗約翰，赦免有罪女人，同情但也責備西門。正如六

章 20～ 26節所說，貧窮、饑餓、哀哭的人有福了。富足的人有禍了。自滿的人，再也得不著什麼，戒

之、慎之。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