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2-2013
路加福音#1：預報約翰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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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CSB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SN = Special notes
SK = 中文思高聖經
MG = Mary of Galilee
CCC=天主教教理

默存心中，反覆思量( 路 1:19)、有關經文簡介
“In her virginity Eve put on leaves of shame. Your mother put on, in
her virginity, the garment of glory that suffices for all” (St. Ephrem of
Syria – Doctor of Universal Church, d. 373 – see MG III, p.320).
路加福音簡介
基於聖傳和宗徒傳遞寫作

路 1:1-33



CSB

「依照那些自始親眼見過，並為真道服役的人所傳給我們
的…遂立意按著次第給你寫出來，為使你認清給你所講授的
道理，正確無誤。」- 路加是嚴謹的史學家，身為第二代基
督徒，他傳遞的不是個人看法，而是「自始親眼見過」、
「為真道服役的人所傳」即宗徒傳留下來的記載和教訓。

資料搜集組
1:1-4

預報約翰誕生

1:5-25



天使預報的情景與達 9:19-32 所載極相似(在祈禱傾訴之
際，約在晚祭時，天使加俾額爾出現報告，給全民新希
望)。此外，路加常使用/加插 OT 經文/內容，用意是：OT
是個未完結的故事，它所祈待和應許的，有待路加的福音去
延續和滿全；事實上，福音就是 OT 故事的高峯！

CSB



路加使用/加插 OT 經文/內容例證：對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
年老不生育的描述，使人不期然想起 OT 類似夫妻，特別是
亞巴郎/撤棘(創 16 及 18)，厄耳卡納/亞納(撒上 1)，所生兒
子(依撒格、撒慕爾)成了以色列聖祖，救恩史關鍵人物。換
言之，匝加利亞/依撒伯爾/約翰的故事，是 OT 類似故事的
延續、滿全和高峯。路加其它類似使用/加插 OT 手法，見
NJBC 43:15。

NJBC 43:15



「二人在天主前是義人」- 按 St. Bede，匝加利亞和依撒伯
爾代表 OT 司祭法律，本身是聖善的，但沒有天主恩賜(救
恩)卻不能結出果子。

1:6，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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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約翰誕生 (…續上)

1:5-25



從年老不生育的依撒伯爾而來的約翰，可與 OT 依撒格(撤
棘)、雅各伯(黎貝加)、若瑟(辣黑耳)，三松，撒慕爾(亞
納)相比，都是救恩史關鍵人物。這些不尋常和靠天主恩賜
而來的生育，都標記和祈待著瑪利亞童貞和因聖神恩賜而來
的生育，都祈待著基督的誕生。

1:7 CSB



「獻香的時候」- 又稱「祈禱時刻」(宗 3:1)。司祭每日早
上及黃昏焚香一次(出 30:7-8)，黃昏禮儀在下午三時舉
行。一般司祭一生只有機會舉行一次祈禱時刻，所以這是匝
加利亞很神聖和重要的任務，在聖所(Holy Place)，即聖殿
內第二神聖的地方舉行。路加特別著重祈禱，福音中很多地
方都與祈禱有關。例：1:10,13,46-56,64,68-79,2:14 等。

1:10 CSB, NJBC
43:4



「淡酒濃酒他都不喝」- 約翰守「納齊爾」願(cf.Num
6:3)。他和童貞瑪利亞都是「還在母胎中就要充滿聖神」
(1:15)，「他要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在衪在前面先行，
使為父的心轉向兒子，使悖逆者轉向義人的 心意，並為上
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指拉 3:1, 23-24。

1:15-17, CSB,
CCC 717-8
瑪 17:10-13



洗者若翰「比先知還大」(路 7:26)，在他身上聖神完
成了祂「藉先知們的發言」。若翰也結束由厄里亞所
開始的先知時期。

CCC719



四部福音中，路加最常論及聖神。例：1:15, 1:35,
1:67,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1:41 等。比較路 10:21 和瑪

Y2K Eucharist,
p.61

11:25。
預報基督誕生

1:26-33



聖經中天使顯現給童貞女的記載和訊息=>聖母是新厄娃，扭
轉厄娃遺禍。

SN1



「萬福!」- 是聖經中唯一天使用稱號去稱呼人的地方，即
「歡欣！」與「上主與妳同在!」、「不要害怕」、「獲得
了寵幸」都是 OT 先知用來描述熙雍女子的語句。聖母是 OT
祈待的熙雍女子的現身說法，耶路撒冷之母、教會之母，默
西亞從她而來，救恩從她而來；是天主居所，萬民母親。

CSB,宗 12:7-8,達
9:21-23
CCC2676



「充滿恩寵者」-kecharitomene 文法上是 perfect
passive participle 即早已充滿恩寵，被召前已完全聖
善，配合原始福音和默 12:13-16，支持無原罪信條。

MGI, p.71
CCC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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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1：預報約翰和基督
SPECIAL NOTES
1. But Eve…even as she, having indeed a husband, Adam, but being nevertheless as yet a
virgin…having become disobedient, was made the cause of death, both to herself and to the
entire human race; so also did Mary, having a man betrothed, and being nevertheless a
virgin, by yielding obedience, become the cause of salvation, both to herself and the whole
human race…And thus also it was that the knot of Eve’s disobedience was loosed by the
obedience of Mary. For what the virgin Eve had bound fast through unbelief, this did the
virgin Mary set free through faith. - St.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 III, XXI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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