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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2-2013 

路加福音#5：比喻與奇蹟、顯聖容、謙遜與容忍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CSB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SN = Special notes 

SK = 中文思高聖經 

MG = Mary of Galilee 

RM = JPII, Redemptoris Mater 

CCC=天主教教理 

 

A 默存心中，反覆思量( 路 2:19)、有關經文簡介 
“Marian piety is Advent piety; it is filled with the joy of the 

expectation of the Lord’s imminent coming…Luke depicts Mary as 

twice heralding Advent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when she 

awaits the birth of her Son,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Acts, when she 

awaits the birth of the Church” (Ratzinger and von Balthasar, 

Mary – The Church at the Source, p.34.) 

路 8:1-9:62 
 

B 宣傳天國的軍旅 
 

這浩浩蕩蕩，開始宣傳天國的軍旅是低下的漁夫、稅吏、「附

過魔或患病而得治好的婦女」、「家宰的妻子」。 

8:1-3 

 

若 18:36 

 

 

C 比喻與奇蹟 

 

 耶穌在福音中先後採用了 30 個不同比喻(見 CSB Luke 8 

“The Parables of Jesus”表)。他用比喻有兩個原因： 

(a) 顯示給謙卑者，讓心高氣傲者空手而回；「因為凡有

的，還要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從他

奪去。」 

(b) 以顯示他就是天主所允許的、像梅瑟一般的先知。見

E.Lo article: http://elodocuments.blogspot.ca/2011/07/does-

jesus-speak-in-parables-because-he.html 

 

 撒種的比喻 - 撒種者是耶穌，撒下天國種子；被撒的種子也

是耶穌，是落在地裏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的種子(若

12:24)。 

 

 燈的比喻 -「沒有隱藏的事，不成為顯露的」=>舊約是點著

的燈，要顯露於新約中。 

 

 「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才是我的母親和兄弟。」- 耶穌

多次不尊重母親？ 

 

 平息風浪 – 睡著=耶穌死亡，使門徒害怕，狂風巨浪=邪惡

得逞；耶穌醒來=復活，平息風浪=消除罪惡和死亡。也喻意

旅途中教會如徒的船，常身處風雨飄搖中。 

8:4-56 

 

 

CSB 瑪 13:3 word 

study, 路 8:18 

 

 

見 BSP 4 note E1 

路 9:35=>申 18:15 

 

 

8:4-15, BXVI, J. 
of Naz I, p.190 
 

 

8:16-18 CSB 

 

 

8:19-21，SN1 

 

 

8:22-25 CSB 

http://elodocuments.blogspot.ca/2011/07/does-jesus-speak-in-parables-because-he.html
http://elodocuments.blogspot.ca/2011/07/does-jesus-speak-in-parables-because-h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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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比喻與奇蹟(…續上) 

 

 治好患血漏的婦人復活雅依洛的女兒 – 耶穌是天人間唯一

中保，他的救恩來到前，天人之間存在著重重阻隔(法律，

血漏與死人是不潔，當分隔)。耶穌不但不受這些阻隔限制

和變成不潔，反打破阻隔，使不潔變成潔淨。天主聽信德的

禱告。 

 

8:40-56 

 

8:40-56 CSB，若

14:6，格後 3:12-

18，瑪 27:50 

D 宗徒使命、增鉼、跟隨基督 

 

 「你們在路上什麼也不要帶」-訓練宗徒們將來領導教會團

體時當事事靠主，且安於貧乏。 

 

 分封侯黑落德 = Herod Antipas, 4/1 BC-39 AD管加里肋

亞，殺害洗者約翰(谷 6:14-29)。見耶穌的心願，在耶穌受

難那天滿足了(23:8-12)。 

 

 各奇蹟中，只有增餅和復活在四部福音中都曾提及，兩者都

反影舊約先知所行奇蹟。增餅帶出聖體聖事和路加將天國比

喻為一個盛宴的有關記述。 

 

 人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基督。「未嘗到死味

以前，必要看見天主的國。」是指耶穌離開後，期間舊約正

式結束，新約教會(天國開端)正式開始；更指 70 AD耶京毀

滅。 

 

9:1-27 

 

9:1-6, CSB 

 

 

9:7-9 

 

 

 

9:10-17 CSB，

13:29-30, 14:7-

14, 15-24 

 

9:23-27 CSB 

E 顯聖容、謙遜與容忍 

 

 「談論耶穌的去世」- 即耶穌的離去，原文指“exodus”。

梅瑟的 exodus 帶領以民離開埃及的奴役，耶穌(新梅瑟)的

exodus帶領新以民(教會) 離開罪惡的奴役。顯聖容預表復

活的光榮。 

 

 謙遜與容忍：「眾人中最小的，這人才是最大的」 - 貫徹

聖經的教導，針對人在聖經開始所犯的罪-驕傲；也是最難

貫徹始終地行使的教導。 

 

 「手扶著犁而往後看的，不適於天主的國」- 像真福八端將

舊約法律的精神推向新的高峯，做基督門徒的價值和要求遠

超舊約的價值和要求。 

 

9:28-62 

 

S.Hahn, Finding 
Jesus in O.T. 
tapes #4. 弗
4:9; CCC556, SN2 

 

9:46-56 

 

 

 

9:57-62 CSB, 申

5:16;列上 19: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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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5：比喻與奇蹟、顯聖容、謙遜與容忍 

SPECIAL NOTES 

 

1. 被懷疑是耶穌不尊重母親的經文： 

 

經文 出處 有關內容和意義 

「女人，這於我和妳有什麼

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

到。」 

若 2:4  聖母告訴耶穌主人家困境，因為進行中的婚

宴用完了酒。 

 那開始和完結救恩史的「女人」。 

 亞當見厄娃第一句說話。 

 「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

=>M’s meditative character as a 

prophetess. “Is this not her inner 

readiness to let Jesus act, her 

intuitive sensitivity to the hidden 

mystery of the hour?”(J.Ratzinger, 

Mary, the Church at the Source, p.73) 

「你們為什麼找我? 你們不

知道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裡

嗎?」 

路 2:49  失散三天，父親和聖母一直痛苦的尋找，在

聖殿找到他。 

 「他們不明白衪對他們 所說的話…衪的母親

把一切默存在心中。」=>存留天主說話，默

想連鎖性，成長於聖子奧秘中。 

「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

才是我的母親和兄弟。」 

路 8:21  母親和兄弟站在外邊，願意見他。 

 耶穌: 聖母偉大在於「聽了天主的話(報喜)

而實行(信德、服從) 」”Over and above 

Christ’s once-only physical birth, 

(Mary’s real) motherhood, which brings 

Christ to birth again and again, rests 

upon the hearing, keeping, and doing of 

Jesus’ word” (J. Ratzinger, the 

Source, p.56) 

「可是 那聽天主的話而遵

行的人，更是有福的!」 

路 11:28  有一個婦人高聲向他 說：「懷過你的胎，及

你所吮吸過的乳房，是有福的!」 

 耶穌: 聖母養育聖子顧然有福，但她更有福

的是她的服從和信德。 

 

這些說話和遭遇都是聖子著意訓練聖母，助她明白聖子的任務和奧秘，使她準備好面對站

立十字架下的考驗。 

 

“The Son educates the Mother for the greatness of his task, cultivating in her the maturity she 

needs to stand under the Cross…The purpose of this constant training in the naked faith Mary 

will need under the Cross is often insufficiently understood; people are astonished and 

embarrassed by the way in which Jesus treats his Mother…”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Source, 

pp.107,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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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OT background for Jesus’ Transfiguration is God’s self-revelation to Moses on Mt. Sinai: 

 

 Both take place on the 7
th

 day (Luke 17:1; Ex 24:16) 

 Both occur on a mountain (17:1; Ex 24:13, 15) 

 Both Jesus and Moses take three companions with them (17:1; Ex 24:1) 

 The faces of both Jesus and Moses shine with God’s glory (17:2; Ex 34:29) 

 Both involve the glory-cloud of God’s presence  

 And both events involve God speaking through a heavenly voice (17:5; Ex 24:16) 

 

Source: CSB Matthew 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