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加福音简介
要旨：准确记述基督的一生,并指出基督就是救主，也是一位完全的人。
作者：路加, 希腊基督徒医生，新约中唯一非犹太人作者。是保罗的密友，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福音的续篇。
写作时间：～AD60
特色：是最全面的一卷福音书，用字遣辞显示作者受过极好的教育。强调耶稣与人的关系, 着重
祈祷、神迹、天使；记录被圣灵感动而引发的赞美诗；并重视妇女的地位。9:51-18:35 中的多数
内容是独有的。
大纲
1. 救主耶稣的降生和预备（1:1-4:13）
2. 救主耶稣的信息和工作（4:14-21:38）
3. 救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22-24 章）
思考题（慎玫）
Day 296：路加福音 第 1 章
1.v1-4 本书卷写给谁？内容怎么排列,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2.v5-25 撒加利亚在何时, 从谁听到什么好消息？他与妻子是怎样的人？他们将有一个怎样的孩子？
3.v26-38 过了多久,天使又向马利亚宣告什么？她怎么接受？
4.v46-56 神在马利亚心中居何位？她认识到神在她身上的作为是从谁延续至今？
思考：你怎么认识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与圣经的关系？
5.v5-25,57-80 约翰的出生有何不寻常？他父亲对他有何认识？
Day 297: 路加福音第 2-3 章
1.2:1-7 耶稣的父母为何去伯利恒？祂出生时因何睡马槽？
2.2:8-21 天使在哪里,向谁,报告什么好消息？要找的那孩子的记号是什么？
3.2:22-38 西面与亚拿是怎样的人？他们对婴孩耶稣有何认识？
思考: 他们为何能认出耶稣的不一般？
4.2:39-52 耶稣在哪里成长？哪一年在什么节期,耶稣怎么与祂父母走散？祂对自己的身份有何宣告,如何
与肉身父母相处？
5.3:1-14 约翰在哪里,传讲何信息？众人为何到他那里？
6.3:15-20 约翰预约将要来的那位与他有何不同？百姓都在期盼谁？
7.3:21-22 在何时,谁确认耶稣的什么身份？与 2:31,38,49 有何关联？
8.3:23-38 路加追溯耶稣的家谱到谁,他是谁的祖先,因何事对全人类产生什么影响(创 3 章)？
Day 298： 路加福音 第 4-5 章
1.4:1-13 耶稣用什么胜过撒旦哪三个试探？为我们立了什么榜样？
2.4:14-30 耶稣在哪里,宣告哪位先知的预言成就在祂身上？耶稣举例哪两位外邦人经历什么神迹(王上 17
章,王下 5 章)？乡亲听了为何有如此反应？
3.4:31-44 主耶稣行了什么神迹？显明祂有怎样的能力？
4.5:1-11 耶稣在哪讲道？之后提何要求, 彼得以何心态回应？经历了什么神迹？
思考: 你通常如何回应主耶稣的教导？
5.5:12-26 主耶稣分别因何行了两个什么神迹？彰显祂有何权柄与能力？
6.5:17-39 哪些人分别在什么场合指责主耶稣什么？反映了他们的什么心态？
Day 299：路加福音 第 6-7 章

1.6:1-11 法利赛人因何指责耶稣？耶稣如何回应？
思考: 法利赛人与耶稣所关注的有何不同？
2.6:20-26 “祸福论”给哪些人盼望, 给哪些人警示？
3.6:27-42 主教导如何对待仇敌与他人？如此行的动力和力量从何来(v31,36)？
4.6:43-49 耶稣教导门徒当有怎样的生命？
5.7:1-10 谁向耶稣,祈求什么？事如何成就？7:11-17 耶稣因何行神迹？彰显祂有何能力？
6.7:18-35 耶稣的回答(v21-23)对约翰意味着什么(路 4:17-19)？施洗约翰在神国里具何身份地位？与耶稣
的事工有何关系？
7.7:36-50 谁为耶稣作何事？她为何如此行(v43,47)？
思考: 你承受主什么恩典？如何感恩？
Day 300：路加福音 第 8-9 章
1.8:4-15 人心被比喻为哪几种土壤, 对接受的道产生何不同效果？8:15-21 耶稣对门徒们有何期盼？
2.8:22-56 主耶稣行了哪些神迹？彰显祂的哪些能力和权柄？
思考: 你生命中曾经或正经历神的哪些能力和权柄？
3.9:1-9 主差遣门徒前，赐他们什么？他们的作为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4.9:10-17 耶稣在医病讲道后要求门徒作什么？为门徒们立何榜样？
5.9:18-20 彼得对耶稣有何认识？v21-27 耶稣预言将经历什么,并向门徒发出何呼召？v28-36 祂怎样,向
谁确认彼得对祂的认知？
6.9:37-45 耶稣行何神迹, 又预言什么？祂的言行之间有何不协调？你如何认识这不协调？
7.9:46-56 耶稣教导门徒如何对待哪三种人？
思考: 9:57-62 主耶稣要求跟从祂的人当有怎样的心志？
Day 301: 路加福音 第 11-12 章
1.10:1-20 耶稣差遣多少人,去哪里,作什么？他们为何欢喜？主提醒他们什么？
2.10:21-24,38-42 子,父神,门徒互为怎样的认知关系？马利亚立了何榜样？
3.10:25-37 哪些人忽视伤者, 谁如何顾念伤者？
思考: 耶稣怎么定义“邻舍”(对比 v29,36)？
4.11:1-13 主教导门徒为哪些事祷告？祷告时应有怎样的态度？赐何应许？
思考: 你祷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对比主的教导, 需作哪些调整？
5.11:14-28 耶稣因何,又被人怎么论断？人当如何保守自己的心(v24-26,28)？
6.11:29-32 约拿曾为谁,成就了何神迹(约拿书第 3 章)？耶稣要为谁成就何神迹？祂呼召人如何认识祂
(v32b-36)?
7.11:37-54 耶稣分别指责法利赛人与律法师什么？
思考: 我们常犯哪些与他们类似的错？
Day 302：路加福音 第 12-13 章
1.12:1-12 主的门徒会经历何艰难？如何过得胜的生活？
2.12:13-21 人当怎么对待财富？v22-34 为何不需忧虑日常所需？什么是生命的优先次序？
3.12:35-48 有福的仆人具怎样的心志和品格？将得何赏赐？
4.12:49-59 主耶稣的到来使人际关系发生什么改变(8:19-21)？如何与人相处？
5.13:1-9 众人对罪有何错误观点？耶稣呼召什么人悔改？神对罪人有怎样的恩典？
6.13:10-17 主因行何事使敌人惭愧？神国的扩展具何特性(v18-20)？哪些人不能进入神国(v22-30)？
思考: 以色列的先祖因何得以进入神国(来 11 章)？ 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国？

Day 303：路加福音 第 14-16 章
1.14:1-6 耶稣又因何被谁指责？这日子有何重要性(创 2:1-3,出 20:8-12)？
思考:法利赛人怎么对待律法？你怎么对待圣经的教导(林后 3:6,17, 约 8:31-32)？
2.14:7-14 耶稣指责法利赛人什么？在大宴席的比喻中,他们属哪组人(v15-24)？
3.14:25-35 主呼召门徒付何代价？
思考: 你怎么应用在生活中？
4.15 章 三个比喻中,羊的主人,寡妇和父亲分别为何而欢喜快乐？那失而复得的分别指谁？显明神的什么心
意？
5.16:1-18 不义管家如何为将来作预备？耶稣教导如何对待钱财与永恒？法利赛人注重什么？
6:19-31 财主生前怎样为人？人死后哪两个归宿, 各有何区别？财主有何期望？人如何才能到亚伯拉罕那
边(v29-31)？
思考: 你的永恒归宿在哪？这则比喻对你有何触动？如何帮助你认识永恒的生命？
Day 304：路加福音 第 17-18 章
1.17:1-6 我们当尽量避免什么,尽力如何待人？门徒求主加添什么？
思考: 信心与饶恕是何关系？经历信心的作为, 仍当持守何身份(v7-10)？
2.17:7-11 耶稣如何医治, 几位什么病人？谁向祂感恩？
3.17:20-37 神国首先降临在哪,并要先在谁身上发生何事(v20-21,25)？而后又如何,因谁而临(v24,30)？
在人间将发生何事(v26-37)？
4.18:1-8 寡妇因何缠官？她为何坚持？耶稣要我们学她什么, 同时为何警醒(v1,7-8)？
5.18:9-14 谁分别为何祷告？为何得主不同的评价？
6.18:15-30 这位官向耶稣追寻什么？期望如何得到？耶稣向他提哪两要求？他因何而退？
思考: 救恩出于谁(v27)？富官因何错失救恩(v19,22b,29)？
7.18:31-43 耶稣将受难的预言是出于何处？与旧约何关系？瞎子怎么知道耶稣,如何面对拦阻,怎么得医治？
思考: 生命中哪些事/物会拦阻我们到耶稣面前？如何突破而经历恩典？
Day 305：路加福音 第 19-20 章。
1.19:1-10 撒该是何许人？为何爬树(与他的身份相称吗)？生命因何, 发生何改变？
2.19:11-27 比喻中有哪几组人？分别怎么回应贵胄的托付, 得何结局？
思考: 神对祂的儿女有何期待？你属哪组人,生命需作何调整？
3.19:28-40 耶稣怎么进入圣城？民众如何反应？v41-48 显出耶稣的哪些性情(注:v43-44 在～70AD 应验.
圣城被罗马兵围攻,圣殿被毁)？
4.20:1-8 谁向耶稣提问什么？耶稣为何不回答？
5.20:9-26 谁是葡萄园的主人？园户因何抵触园主？园主如何作最后决定？
6.20:27-47 谁, 问耶稣何问题？什么是他们对“复活”认知的误区？
思考: 你怎么认识“复活”？这怎么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Day 306：路加福音 第 21-22 章
1.21:1-6,20-24 寡妇因何得主称赞(10:27)？ 主预言圣殿将遭遇什么？
2.21:7-19, 25-33 末世时,将听闻到什么？国, 民间,大自然将发生何事？门徒将面临什么？当存怎样盼望
(v19,27-28)？主有何应许？
思考: 你认为我们处在何世代中？主教导当如何警醒, 目的是什么(v34-38)？
3.22:1-23 耶稣在哪里, 与谁共进逾越节晚餐？并设立何圣礼我们遵行至今？饼, 杯为记念什么？
4.22:24-38 门徒们在神国中有何特殊地位？耶稣预言门徒将遭受什么,仍有何应许与托付？

5.22:39-62 门徒们如何与耶稣同经苦难？
思考: 什么是苦难中最大的痛苦？
Day 307：路加福音 第 23-24 章
1.23:1-25 耶稣分别受谁的审, 祂如何应答？最终由谁判刑, 并执行？彼拉多根据什么判耶稣的刑？
2.23:26-55 有哪些人分别对耶稣钉十架什么反应？主对谁有何应许？为谁向神祈求什么？
思考:主钉十架对你意味着什么？
3.24:1-26 妇女们在哪一天,从谁听到什么消息？她们如何回应？ 为什么？门徒们听到后如何回应？
4.24:27-45 主分别在何处, 向谁显现？并教导门徒什么(v27,32,44-45)？
思考:你怎么认识新旧约圣经与主耶稣的关系？
5.24:46-53 主托付什么使命,使命的内容是什么？并赐何应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