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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福音書（二）﹕路加福音、約翰福音 

 

I. 路加福音 

A. 作者、成書日期 

- 沒有內證，但教會傳統相信是路加所寫 

- 路加不是使徒之一，他是保羅的親密同工（門24、提後4﹕11），他是一個醫生

（西4﹕14），可能是一個外邦人（西4﹕10-11） 

- 收信人是提阿非羅（Theophilus﹕愛上帝的人或上帝所愛的人之意），但我們不知

他是何許人 

- 大約公元60年完成（在馬可福音之後、使徒行傳之前），寫於該撒利亞 

 

B. 特色 

- 作者頗有文采，結集了歷史和文學在一起，非常詳細、有條理 

- 路加福音跟使徒行傳（它的下集）有同一個神學重點 

- 路加作了詳細的考究才寫（1﹕1-4），也採用了希臘方法記錄歷史（3﹕1-2），這

也是最長的一卷福音書 

- 它記載有耶穌基督的族譜，但卻是由亞當開始，而不是亞伯拉罕；這裏強調了救恩

的普世性也拉近了耶穌基督跟外邦人的距離（2﹕29-32，3﹕23-38） 

- 特別記載了常被忽略的人物如稅吏撒該、拿因城的寡婦、十字架上的強盜、撒瑪利

亞人等；這跟4﹕18-19有同一個重點 

- 有獨特的主題﹕聖靈（1﹕15，3﹕16，10﹕21，11﹕13，24﹕49）、祈禱（3﹕

21，5﹕16，11﹕1，18﹕1-14）和從聖靈、祈禱而來的喜樂（1﹕14，6﹕23）；這

些主題跟使徒行傳一致 

- 路加寫作的目的﹕ 

 堅固讀者對福音準確性的信心（1﹕1-4） 

 救恩歷史的進程由以色列擴展至外邦（例﹕記載的主耶穌第一次講道4﹕

25-30） 

 護教﹕主耶穌是無罪的（例在彼拉多和希律手下受審、十架上強盜的話） 

 

C. 大綱 

 

I 序言 （1﹕1-4） 

II 施洗約翰和耶穌的出生與童年 （1﹕5-2﹕52）  

III 耶穌對使命的準備 （3﹕1-4﹕13） 

IV 在加利利的傳道事工 （4﹕14-9﹕50） 

V 往耶路撒冷的旅程 （9﹕51-19﹕28） 

VI 在耶路撒冷的工作 （19﹕29-21﹕38） 

VII 受難和復活 （22﹕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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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約翰福音 

A. 作者、成書日期 

- 沒有直接的內證，從對21﹕20、24（主所愛的那門徒）的推論和大量初期教父的見

證，都指向是使徒約翰所寫 

- 大概在公元66-98年寫於以弗所（以使徒約翰為作者論），因他是以弗所為人敬愛

的牧者，後被發放到拔摩島（公元96年） 

- 他寫信的目的在於傳福音（20﹕30-31） 

 

B. 特色 

- 主題在表達耶穌基督超越的神性，祂是上帝的兒子（Who He Is） 

- 有濃厚的猶太背景和習俗，但很多重要的內容也有希臘的文化色彩 

- 它有自己的一套詞匯，如信耶穌（而非悔改）、愛、信心、活在耶穌裏等 

- 對聖靈有詳盡和深入的教導，如對尼哥底母談道（3章）和「樓房講道」（14-16

章）；也是唯一記載了「大祭司禱文」（17﹕1-26） 

- 約翰福音用了很多比喻，如光、黑暗、生命之糧、牧人等；它卻沒有耶穌基督的出

生、族譜、受試探、登山變像、大使命等的記載 

- 神蹟也只有七個，神蹟是耶穌基督神性的表記（Sign） 

 把水變酒 （Master over matter） 2﹕1-11 

 醫治大臣的兒子 （Master over distance） 4﹕46-54 

 醫治三十八年的病者 （Master over time） 5﹕1-18 

 五餅二魚 （Bread of life） 6﹕6-14 

 耶穌履海 （Master over nature） 6﹕16-21 

 治好瞎眼的人 （Light of the world） 9﹕1-7 

 使拉撒路復活 （Power over death） 11﹕1-45 

 

- 在二十三個「我是」中，有七個是與神蹟相關的比喻﹕ 

 生命之糧 6﹕35、41、48、51 

 世界的光 8﹕12，9﹕5 

 羊的門 10﹕7、9 

 好牧人 10﹕11、14 

 復活與生命 11﹕25 

 道路、真理、生命 14﹕6 

 真葡萄樹 15﹕1、5 

 

- 約翰把主耶穌銓釋為「道」（Logos）﹕聖禮神學 Sacramental Theology （例 1﹕1-

18） 

道與上帝的關係（1﹕1） 道與人的關係（1﹕14） 

太初有道 道成了肉身 

道與上帝同在 住在我們中間 

道就是上帝 有恩典、有真理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學 新約綜覽 黃萬麟(Nicholas Wong)  

 

    
  13T1 Page 11  

C. 大綱 

Book of Signs （1﹕19-12﹕50）and Book of Glorification （13﹕1-20﹕25） 

 

I 序言 （1﹕1-18） 

II 上帝兒子的彰顯 （1﹕19-4﹕54）  

 1 施洗約翰及他人的見證 （1﹕19-51，3﹕22-36） 

 2 迦拿婚宴變水為酒 （2﹕1-11） 

 3 潔淨聖殿 （2﹕12-25） 

 4 與尼哥底母談話 （3﹕1-21） 

 5 向撒瑪利亞人傳道 （4﹕1-42） 

 6 醫治大臣兒子 （4﹕43-54） 

III 上帝兒子所遭受的對抗 （5﹕1-12﹕50） 

 1 於耶路撒冷（某節期）—治癱子 （5﹕1-47） 

 2 於加利利（逾越節）—餵飽群眾 （6﹕1-71） 

 3 於耶路撒冷（住棚節）—治瞎子 （7﹕1-10﹕21） 

 4 於耶路撒冷（修殿節）—遭抗拒 （10﹕22-42） 

 5 於伯大尼—叫拉撒路復活，被馬利亞膏抹 （11﹕1-12﹕11） 

 6 於耶路撒冷—凱旋進京與末後呼籲 （12﹕12-50） 

IV 上帝兒子的最後教導 （13﹕1-16﹕33） 

V 上帝兒子的祈禱 （17﹕1-26） 

VI 上帝兒子的受害 （18﹕1-19﹕42） 

VII 上帝兒子的復活與顯現 （20﹕1-21﹕25） 

 

 

III. 四福音的比較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福音書的開

頭 

家譜 施洗約翰：緊

接著瑪拉基書 

施洗約翰：獨

家報導 

太初有道 

家譜 源於亞伯拉罕、

大衛、遷至巴比

倫；十四代 

沒有 源於亞當 沒有 

耶穌受苦     

 客西馬尼 26：36-39、45-

46 

14：32-36、

41-42、 47-50 

22：39-44、

49-51 

16：32-17：3，

18：10-11 

 強盜 27：41-44 15：31-32 23：33-34、

39-43 

19：18 

 兵丁 27：54 15：39 23：47 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