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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中的祷告、比喻路加福音中的祷告、比喻
路加福音有十段经文记载耶稣的祷告，

其中八段，是路加福音特有的记载 (章节标为红色)

三21-22 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彷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五15-16 耶稣进到旷野祷告 ─耶稣名声愈发传扬…选择退到旷野祷告

耶稣为着拣选使徒祷告六12 耶稣为着拣选使徒祷告
九18 耶稣独自祷告后，向门徒预言自己将受苦、被钉、复活
九29 耶稣在变像山上祷告九29 耶稣在变像山上祷告
十21 被圣灵充满的耶稣，在欢乐中祷告
十一1 耶稣祷告完之后，门徒请求耶稣教导如何祷告 ─用主祷文祷告
廿二41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因着惧怕、即将承担世人的罪债，

天父差遣天使来添加力量。教导门徒要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祈求天父赦免无知兵丁 钉耶稣 拈阄分他的衣服 的祷告廿三34 祈求天父赦免无知兵丁 ─钉耶稣、拈阄分他的衣服 ─的祷告

廿三46 即将断气，耶稣祷告求主收纳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

主教导门徒的祷告

六28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十2 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十一1-13 当门徒看到耶稣祷告之后，请求耶稣教他们祷告，

廿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十 1 13 当门徒看到耶稣祷告之后，请求耶稣教他们祷告，
耶稣就教导他们 ─ 用主祷文祷告。

廿一36 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这样很重要的途径 属灵操练 就是透过祷告这样很重要的途径、属灵操练，就是透过祷告 ─
耶稣 经常退到旷野、拣选门徒、面对挑战、被钉十字架…

用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迎向挑战
透过祷告经历争战、胜过争战

廿二46 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其他关于祷告的记载

 一46-55 马利亚颂歌 ─ 赞美式的祷告，
不只是祈求式的祷告，不只是祈求式的祷告，

赞美也是对上帝的祷告

 一67 79 撒迦利亚颂 ─ 预言式的祷告 一67-79 撒迦利亚颂 ─ 预言式的祷告，
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

所作出的祈求 当中包含了预言所作出的祈求，当中包含了预言

 二37 在圣殿里禁食祷告、仰望上帝恩典的亚拿

 五33 施洗约翰的门徒常常禁食祷告

三个祷告的比喻…



路加福音中的比喻
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比喻数量居福音书之冠，

搜罗了三十几种比喻，十九种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 ─搜罗 比喻， 是其 没有记载的

马太：四分之三在天国的比喻，四分之一谈末世的比喻

路加：神国、末世、恩典、祷告、其他主题的比喻路加 神 、末 、恩典、祷告、其他主题的 喻

神国的比喻 ─ 有些在马太福音出现过

经 文 比喻的内容
五33-39 新郎的朋友、新旧衣服、新酒与旧皮袋

六46 49 两种根基六46-49 两种根基

八4-18 撒种的比喻

十一14-23 捆绑壮士十 捆绑壮士

十三18-19 芥菜种的比喻

十三20-21 面酵

十三23-27 窄门

十四16-24 大筵席 (路加独有)

神国的比喻

没有人把新衣 块来补在 衣五36-36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
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

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
旧衣服已经缩过水、新衣服还没有；泡水之后，很容易扯破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

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
新酒没有发酵完全，装在没有弹性的旧皮袋，会膨胀而撑破

耶稣所带来的启示，虽跟旧约没有冲突，但更指向人的内心，
 跟传统仪式主义、外在形式化宗教完全相反 跟传统仪式主义、外在形式化宗教完全相反

像两刃的剑，将文士、法利赛人的心剖开，挑战窠臼…

五39 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五39 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对习惯活在旧传统的人，绝对会抗拒耶稣基督的教导

末世的比喻

经文 比喻的内容 经文 比喻的内容
十二35-38 儆醒的仆人 十二41-48 善仆与恶仆的比喻

十二39 40 夜间的贼 廿 29 33 无花果树十二39-40 夜间的贼 廿一29-33 无花果树

十二35-38 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

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
自己束上带 进前伺候他们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

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

束上腰带 ─ 在戒备、警醒的状态
耶稣提醒 在末后的世代耶稣提醒 ─在末后的世代，

神的子民也要这般的警醒

恩典的比喻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

─ 两种欠债的人、失羊、失钱、浪子回头

十五1-10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

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失羊 失钱的比喻 不能用人的 般逻辑去思考失羊、失钱的比喻，不能用人的一般逻辑去思考…
比喻的重点不在枝微末节，比喻只是一个客体
主体在于阐述 个罪人的悔改 天上也要欢喜主体在于阐述一个罪人的悔改，天上也要欢喜

透过浪子回头的比喻，达到整个教导的高潮 ─
天父的恩典 不愿 人沉沦天父的恩典，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悔改、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比喻 ─ 十一5-8 半夜求饼的朋友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
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

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甚么给他摆上 」来到我这里，我没有甚么给他摆上。」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

他们当时住家环境，不是有隔间的房子，
被请求的人一起身，全家都被惊动…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词迫切地直求，

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十一9-10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 就寻见；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祷告的比喻 ─ 十八1-8 不义的官
耶稣设 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

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

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
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
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久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
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提醒基督徒等候基督的再来，过程中不管遇见什么样的事，
不要放弃在祷告中持续以仰望 信靠的心 来祈求神不要放弃在祷告中持续以仰望、信靠的心，来祈求神。

不义的官尚且因为寡妇的缠磨而为她伸冤
天父上帝是最公平 公义 公正的那位天父上帝是最公平、公义、公正的那位，

时候到了，一定会来帮助我们

祷告的比喻 ─ 十八9-14 法利赛人与税吏的祷告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

自以为是的人 祷告只是在宣扬自己的功德自以为是的人，祷告只是在宣扬自己的功德，

在神看来是自言自语
税吏 知道自己不配 是一个罪人税吏 知道自己不配、是一个罪人，

在上帝看来倒是被算为义

我告诉你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作门徒之代价的比喻 ─ 路加福音特有

十四28-30 盖楼的比喻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要盖 座楼，

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

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
「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十四31-32 打仗的比喻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或是 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十四33 你们无论甚么人十四33 你们无论甚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忠心事奉的比喻

经文 比喻的内容 教 导
十六1-13 不义的管家 忠于所托，忠心事奉

十七 无用的仆人比喻 服事应有的态度十七7-10 无用的仆人比喻 服事应有的态度

十九11-27 十锭银子与十个仆人 忠于所托，专一事奉

主十六1-8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 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我将来做甚么？

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
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 ─
欠 百篓油的 改成五十欠一百篓油的，改成五十；
欠一百石麦子的，改成八十。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忠心事奉的比喻 ─ 不义的管家

如读这比喻不仔细探讨，会有误解 ─
以为耶稣鼓励我们做欺骗的事…

比喻只是一个客体，斟酌的不在于细微末节，
只是举出不义的管家来提出只是举出不义的管家来提出 ─
不义的人尚且在今生的事上有机智、反应、聪明

相较于光明之子 属上帝的人相较于光明之子 ─ 属上帝的人，

反而在属灵的事上是迟钝的、反应慢的、

有 备没有预备的心

香港圣经学者冯荫坤 ─ 耶稣的弦外之音香港圣经学者冯荫坤 ─ 耶稣的弦外之音，
我的门徒在神国的事上，

如果有世间之子在应付世间事的机灵 能耐 决心如果有世间之子在应付世间事的机灵、能耐、决心，

那就好了！

其他的比喻

十25-37 好撒玛利亚人 ─ 爱邻舍的教导，

真正爱邻舍的真正爱邻舍的，

竟然是犹太人所鄙视的好撒玛利亚人
 讽刺 提醒 警告 讽刺、提醒、警告，

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文士

经文 比喻的内容 类别
十二13-21 无知的财主 除去贪心，谨慎自守无知的财主 ， 慎

十三6-9 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 悔改

十四7-11 首位的比喻 谦卑

十六19-31 拉撒路与财主 讽喻法利赛人贪财，不行公义，
并不是真正遵行律法

从比喻中，学习耶稣基督 丰丰富富、多元的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