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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福音的路加書信 

第三課   路加書信的歷史流程 (學員筆記) 

 
《 兩書的歷史流程 》 
一.  耶穌的出生、童年至三十歲 ( 路 1:5-4:13)   

1. 加百列兩次的報信： 
(1) 向祭司撒迦行亞報信：以利沙白將懷孕生約翰。 
(2) 向馬利亞報信，將童女懷孕生子。 

2. 兩位蒙恩的母親：以利沙伯、馬利亞 
3. 兩個奇妙的嬰孩： 

(1) 施浸約翰 ；(2) 耶穌 
• 耶穌受割禮 (2:21) 
• 耶穌 12 歲上聖殿 (2:42) 
• 耶穌三十歲出來事奉，先接受約翰的浸禮 (3:21-22) 
• 耶穌在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4:1-13) 

 
二.  耶穌在加利利的傳道事工 (路 4:14-9:50)  

1. 耶穌在拿撒勒傳道 (路 4:14-30) 
2. 耶穌在迦百農傳道 (路 4:31-5:39) 

(1) 在安息日趕鬼 (4:31-37) 
(2) 在西門彼得家醫病趕鬼 (4:38-41) 
(3) 廣傳福音 (4:42-44) 
(4) 呼召四門徒 (5:1-11) 
(5) 醫治長大痳瘋病者 (5:12-16) 
(6) 醫治癱子 (5:17-26) 
(7) 呼召利未 (5:27-39) 

3. 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 (路 6:1-9:27) 
(1)  安息日事件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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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掐麥穗 (1-5) 
• 治枯右手者 (6-11) 

(2)  再選召門徒(共 12 人)(6:12-17)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路 6:12) 

(3)  教訓門徒 (6:17-49) (是路加福音的山下寶訓) 
(4)  醫治絕症 (7:1-17) 

• 醫治百夫長之僕 (7:1-10) 
• 使拿因城寡婦兒子復活 (7:11-17) 

(5)  施浸約翰的疑惑 (7:18-35) 
(6)  在西門家吃飯，有罪的女人膏耶穌 (7:36-50) 
(7)  四處傳道 (8:1-21) 

• 撒種比喻及解釋 
• 信者皆為親屬 (8:21) 

(8)  平靜風浪 (8:22-25) 
(9)  在格拉森趕鬼入猪群 (8:26-39) 
(10) 醫治睚魯女兒，途中醫好患血漏婦人 (8:40-56) 
(11) 耶穌差遣十二個門徒 (9:1-6) 
(12) 分封王希律想見耶穌 (9:7-9) 
(13) 五餅二魚吃飽五千人 (9:10-17) 
(14) 彼得的認信 (9:18-27) 
(15) 登山變像 (9:28-36) 
(16) 醫治鬼附的孩子 (9:37-45) 
(17) 爭誰為大 (9:46-50) 

 
三.  耶穌定意去耶路撒冷 (路 9:51-19:28) 

1. 耶穌在耶路撒冷最先幾週 (9:51-13 章) 
(1) 撒瑪利亞村莊不接待主 (9:51-56) 
(2) 論真正跟從主 (9:57-62) 
(3) 差遣七十人 (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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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師試探耶穌，耶穌講了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 (10:25-37) 
(5) 受伯大尼家庭接待 (10:38-42) 

2. 主的教導 
(1) 主教導禱告 (11:1-13) 
(2) 耶穌趕走啞吧鬼 (11:14-26) 
(3) 耶穌的教導 (11:27-36) 
(4) 論法利賽人六禍 (11:37-54) 
(5) 主警告門徒提防法利賽的酵 (12:1-7) 
(6) 褻瀆聖靈的罪不得赦免 (12:8-12) 
(7) 警戒貪心 (12:13-15) 
(8) 無知的財主比喻 (12:16-21) 
(9) 勿憂慮衣食 (12:22-32) 
(10) 論真財寶 (12:33-40) 
(11) 論善惡兩僕 (12:41-48) 
(12) 論主再來 (12:49-59) 
(13) 論真悔改 (13:1-9) 
(14) 安息日治好駝背女人 (13:10-17) 
(15) 芥菜種和麵酵的比喻 (13:18-21) 
(16) 論進天國經窄門 (13:22-30) 
(17) 嘆耶路撒冷成為荒場 (13:31-35) 

3. 耶穌在耶路撒冷最後幾天 (14 章- 19:28) 
A. 安息日耶穌在法利賽人家中吃飯，醫好患水臌者，藉此教訓： 

(1) 教訓憐恤 (14:1-6) 
(2) 教訓謙卑 (14:7-11) 
(3) 教訓救恩 (14:12-24) 
(4) 教訓門徒當背十字架 (14:25-35) 

B. 其他場合的教導 
(1) 失羊比喻 (15:1-7) 
(2) 失錢比喻 (1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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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浪子比喻 (15:11-32) 
(4) 不義的管家 (16:1-12) 
(5)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16:13-17) 
(6) 論休妻 (16:18) 
(7) 財主和拉撒路 (16: 19-31) 
(8) 勿使人跌倒 (17:1-4) 
(9) 論信心的力量 (17:5-6) 

(10) 論僕人本份 (17:7-10) 
(11) 論感恩：十個長大痳瘋的人 (17:11-19) 
(12) 論神國來臨 (17:20-37) 
(13) 論禱告 (18:1-14) 
(14) 論進神國 (18:15-17) 
(15) 論積財於天 (18:18-30) 
(16) 預言主被殺 (18:31-34) 
(17) 近耶利哥城醫好瞎眼的 (18:35-43) 
(18) 稅吏撒該歸主 (19:1-10) 
(19) 交銀十僕比喻 (19:11-28) 

 
四.  耶穌受難週 Last Week / Holy Week (路 19:28-23 章) 

(星期日) 
1. 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 (路 19:29-44) 
2. 耶穌為耶路撒冷哀哭 (路 19:41-44) 

(星期一) 
1. 第二次潔淨聖殿 (19:45-48) 

(星期二) 
1. 殿中教訓 (一) 論權柄 (20:1-8) 
2. 殿中教訓 (二) 三個比喻 (20:9-19) 
3. 三種試探的問題 (20:20-40) 
4. 大衛子孫的問題 (20: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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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要效法法法利賽人 (20:45-47) 
6. 寡婦兩個小錢 (21:1-4) 
7. 論將來的事 (21:5-36) 
每日在殿裡教訓人，晚上出城在橄欖山住宿 (21:37-38) 

(星期三) 
1. 祭問長與文士商討要殺耶穌 (22:1-2) 
2. 猶大賣主 (22:2-6) 

(星期四) 
1. 命門徒預備逾越節筵席 (22:7-13) 
2. 耶穌與門徒坐席 (22:14-17) 
3. 耶穌設立主餐 (22:18-20) 
4. 指明猶大賣主 (22:21-23) 
5. 門徒爭誰為大 (22:24-30 
6. 預言彼得三次不認主 (22:31-34) 
7. 勸謹慎儆醒 (22:35-38) 
8. 主餐後往客西馬尼園 (22:39-46) 
9. 被賣與被捉 (22:47-53) 

(星期五) 
1. 耶穌的宗教審問 (22:54-62) 
2. 耶穌的政治審問 (23:1-25) 
3. 耶穌背自己的十字架往各各他山 (23:26-32) 
4. 被釘十字架及十架七言 (22:33-49) 
5. 安放耶穌的屍體在墳墓 (23:50-56) 

(星期六) 
1. 耶穌在陰間 (參：彼前 3:19-21；4:6) 

 
五.  耶穌的復活與升天 ：(事件重叠兩書的記載) 是兩書的橋樑。 

1. 耶穌的復活與顯現 (路 24:1-43；徒 1:1-5)七日的頭一日，耶穌復活 (路 24:1-4) 
                  在世 40 日，向多人顯現，共有 1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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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的應許與使命 (路 24:44-49；徒 1:6-8) 
3. 耶穌升天 (路 24:50-53；徒 1:9-11) 

             
六.  彼得行傳與初期教會 (徒 1:12-12 章) 

1. 第一次祈禱會及補選使徒 (1:12-26) 
2. 聖靈降臨，教會建立與增長 (3 章-6:7) 

(1) 彼得第一次證道 (2:16-36) 
(2) 彼得在美門醫好瘸腿的 (3:1-11) 
(3) 彼得第二次講道 (3:12-26) 
(4) 彼得被捕，教會凡物公用 (4 章) 
(5) 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欺哄聖靈而死 (5 章) 

3. 選立執事 (6 章) 
4. 司提反殉道 (7 章) 
5. 教會分散，神的道傳開 (8 章) 
6. 掃羅蒙召 (9 章) 

(1) 教會增長 (9:31) 
(2) 彼得醫治以尼雅 (9:32-35) 
(3) 彼得使多加復活 (9:36-43) 

7. 哥尼流全家歸主 (10 章) 
8. 安提阿教會建立及興旺 (11 章) 
9. 使徒與希律 (12 章) 

(1) 雅各殉道 (12:1-2) 
(2) 天使救彼得出監 (12:3-19) 
(3) 希律被蟲咬死 (12:20-25) 

 
七.  保羅行傳與宣教旅程 (徒 13-28 章)    

1.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13 章-15:35) 
(1) 聖靈差遣 (13:1-3) 
(2) 懲罰以呂馬與方伯信主 (13:4-12) 



7 
 

(3) 從耶路撒冷，安提阿到路司得 (13:13-14:28) 
(4) 耶路撒冷大會 (15 章) 

2.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15:36- 18:22) 
(1) 保羅與巴拿巴因馬可分隊 (15:36-41) 
(2) 馬其頓異象 (16: 6-10) 
(3) 呂底亞領洗 (16:11-15) 
(4) 趕走使女的鬼 (16:16-18) 
(5) 保羅被打與下監 ，禁卒歸主 (16:19-40) 
(6) 在帖撒羅尼迦和雅典傳道 (17 章) 
(7) 在哥林多及回耶路撒冷 (18:22) 

3.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18:23-21:26) 
(1) 探望教會 (18:23) 
(2) 亞波羅放膽傳道 (18:24-28) 
(3) 保羅往以弗所到耶路撒冷 (19-21:26) 

4. 保羅第四次宣教旅程 (21:27-28 章) 
(1) 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捕及下監 (21:18-23 章) 
(2) 保羅在該撒利亞下監 (24-26 章) 

• 受審於腓力斯 (24 章) 
• 受審於非斯都 (25 章) 
• 受審於亞基帕王 (26 章) 

(3) 保羅解去羅馬 (27-28 章) 
• 保羅坐船去意大利，途中遇險 (27) 
• 抵達羅馬 (28:14) 
• 被政府軟禁在羅馬家中 (28:1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