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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十三章
十至十七节 

 

 

解释经文: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直到现在，每当圣徒相聚时，耶稣基督就与他们同

在)。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来教会的人，往往都因生

活上有问题而来；因为我们的生命总是被鬼攻击，有驼背之处: 心灵、肉身、生活、人际关

系、家庭、夫妇、儿女、人际、经济、事奉上…) 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

你脱离这病了(凡遇见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任何问题都能得着解决) 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

他立刻直起腰来(只要耶稣的教导、宝血的成就、永远的应许，真临到人的生命里，无论那

种病态的生命，都能得医治)，就归荣耀与神(人得生命、得医治之后的自然反应)。管会堂

的反应(所指的是律法主义者、和那些还未真正认识基督、遇见基督的人所过的宗教生活…

他们是基督、圣徒、教会的仇敌)。耶稣基督的责备(可看出耶稣基督最关注的就是神的儿女，

自己肢体的生命问题)，耶稣的仇人都惭愧了(凡抵挡基督事工的人，都已在失败、蒙羞之中，

将来会面临更严重的失败和蒙羞)。 众人因祂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凡爱主、真

正敬拜主、事奉主的，都能蒙恩、喜乐)。 

 

序论: 起初，神制定安息日，原是因祂爱人，为使人得安息并得能力；神将律法赐给人，也

原是因祂爱人，为使人从一切控告中得到保护。但是，后来安息日变成无功效的形式或严厉

的戒律，律法变成定人的罪、审判人的仪文。就像今日经文里所提到的“管会堂的”，不但

自己不能享受安息日的福份，更用安息日来控告人，定人的罪；就像那“十八年被鬼附而驼

背的女人”，虽然十八年都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参加会堂聚会，但神的怜悯从未临到，病情

反而越来越重。这悲剧，在当代教会里也时常看见，很多信徒每一个主日来教会作崇拜，仅

因要守安息日的诫命，不敢不来，这等人就算来到神面前，也无法看见这诫命后面神深厚的

爱和恩典，因他们被自我的控告和内疚捆绑，在安息日也得不着安息日应领受的安息和能力。

耶稣来这世界，为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已经为了我们成全律法的一切要求，

唯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在十架上的成就里、并在祂的灵里，才有永远完全的自由<约翰

福音八章卅二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 因此，在耶稣基督里，我

们应该回复“起初神赐给我们安息日和律法”的原意，享受神那无限的大爱，更爱神，愿意

亲近神，顺从神。   

 

1. 安息日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和属于祂的肢体 

   耶稣基督不但是安息日的主人，也是整个宇宙万物永远时光的主人，在宇宙里，任何的

律法、规矩都不可以限制祂，应当都要听从祂。凡信从耶稣基督而属于祂的，都是耶稣基督

的身体，与耶稣基督一同成为主人。事实上，神造天地，展开永远的时光，都是为彰显耶稣

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的一切工作，是叫一切属于祂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圣徒在

基督里，应该无论何时、何事，都要享受基督所赐自由、丰盛的生命。特别在安息日作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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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圣徒交通的时候，更要多得着基督所赐的生命、能力、基业，进而使他们每日的生活都能

享受安息日所得的恩典。 

 

1) 律法(安息日)之前，先有神的爱: 

 起初，神按自己荣耀的形像造人，赐给他们的就是蒙爱的生命，为的是要与他们在爱

里交通，同行配搭，同得永远的荣耀。神赐给他们律例典章，为的是要使他们得知神的美意，

也要使他们保持荣耀的生命，并要从恶者的控告里拯救保护他们。人应该为活而善用律法，

不该为遵守律法而活；律法理当服事人，不是人服事律法；理当用律例来帮助人得生命，万

不可用律例来控告人。神起初将安息日的诫命赐给以色列人，是因为爱他们，盼望他们在那

日得生命、能力、祝福，并不是用来捆绑他们。在经文里，管会堂的那种律法主义的看法和

教导，就是完全违背父神心意，使圣徒的生命成为像那十八年驼背的女人一样。耶稣基督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马可福音二

章廾七至廾八节>。不单单是安息日，凡从神来的律法，都是神为人设立，但人并不是为律

法而活。神赐给以色列的律法总纲就是“十诫”，十诫的总纲，就是爱神(一至四条)、爱人

(五至十条)，都是① 因神爱他们，为了保护他们而赐。② 起码的诫命。③ 对爱神的人来

讲，是容易作到的(不作反而更难过)，正如我和我的儿子，在家庭里的生活，都要靠父子之

间的爱而活，并不是靠家庭规矩而活。 

 

2) 重生之后，为要享受主耶稣基督所赐的自由生命，必要清楚“圣徒与律法的关系”:  

① 律法之前先有神的爱，因着爱，神赐给人律法  

② 古蛇(魔鬼)用律法来试验人，人违背了律法(犯罪)  

③ 魔鬼用律法控告人，律法使人知罪，人被律法审判，被带到十字架前  

④ 人在十字架上遇见为他代受咒诅、代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⑤ 在此人发现神的公义和大爱，愿意悔改而归向神  

⑥ 凡听到福音而信到福音的人，即被证明他们是神拣选的儿女，他们便发现自己的生命不

在律法之下，乃在于恩典之下  

⑦ 但在恩典之下，还有耶稣基督所赐新的诫命(这并不是耶稣基督之后才显明的，原来神的

美意就是如此) 

   a. 爱神爱人(心肠)  

   b.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目标和内容)  

   c. 察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美意而顺从(方法=祷告)  

   d. 口唱心和地赞美主(传福音而拯救人、医治人、培养人) 

因此凡从神而来的律法，原是耶稣基督制定的，是豫表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亲自完成，

且为耶稣基督的肢体(圣徒)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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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安息日的理由:  

<创世记二章>神作了六日之工后，第七日与人一同安息，神从埃及拯救以色列后，吩咐他们

遵守遵守安息日(七日中一日)、安息年(七年中一年)、禧年(七个七年后的第一年，就是第

五十年)，在<利未记二十五章>里启示，神制定安息日、安息年、禧年的理由，就是： 

① 与神同得安息  

② 得医治、得自由  

③ 新的计划和力量  

④ 肢体之间的爱心、交通、配搭，圣徒应该全然享受安息日所包含的祝福，借着安息日应

该要回复生命、慈爱、顺从、能力、盼望、基业。  

所以一个圣徒，若真正认知安息日所含的祝福，遵守、享受安息日的规矩，不出几个礼拜，

他必会在凡事上看见入也蒙福、出也蒙福<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至十四节>的证据，这福份的临

到，从未有过例外。  

 

2.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安息日所带来一切的福份 

   十八年被鬼附着的那驼背女人，当他遇见耶稣，也听见基督所讲的信息，并被耶稣基督

的手按的时候，就脱离疾病，他那驼的背就能直起来了。凡真遇见耶稣基督，听见祂的声音，

相信而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无论那人处于任何驼背的情况里，都能得医治，欢喜快乐地见

证主。不仅得医治的人欢喜，在他身边的人都因看见这荣耀的事而欢喜。 

 

1) 并非人的手按在病人身上，能叫病人起来，乃是耶稣基督按手，才能使病人起来:  

耶稣基督今日仍然活着，借着祂的福音、祂的教导、祂在十字架上的成就、祂的应许，

与这世界、时代同在，在听见而相信的人身上，会发生重生、医治、得自由、得能力、得计

划等的神迹。当一个人真认识耶稣基督而告白的时候，（如同<加拉太书二章廾节>、<歌罗

西书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腓利比书二章五至十一节、三章七至八节、四章

四至七节、四章九至十三节>），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异能会临到他，他过去那些心灵上的

驼背、肉身上的驼背、生活上的驼背、夫妇生活上的驼背、亲子之间的驼背、人际关系上的

驼背、经济生活上的驼背、事奉生活上的驼背，都能得医治。今日经文里，很清楚地说明，

那女人是十八年被鬼附而驼背的，人的生命、生活里出现一切驼背的问题，其内在潜伏的起

因并不如表面问题那么单纯、浅薄，背后都与他们“离神而变为无知”、“罪根和他们所犯

的罪”、与“魔鬼的蒙蔽、欺骗、控告、暗示、捆绑”的问题有关，所以除了耶稣基督的教

导、十字架上的成就、宝座右边的权柄，绝对无法解决。唯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显现和所

讲的真理，才能开启人被骗、被蒙蔽的属灵眼睛；唯有基督死而复活的顺服和成就，才能解

决根深蒂固人的罪根、罪性的问题；也唯有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光(启示)、十架上的成就、宝

座的权柄，才能彻底打破魔鬼一切的诡计和作为。当一个人听见基督福音而相信同时，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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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的头已被打破。当然，蒙恩重生的生命，各方面驼背的病症，是需要继续不断领悟耶稣

基督长阔高深的奥秘，而一步一步得医治的。 

 

2) 所以，在每一个安息日里，圣徒带着基督的奥秘作崇拜、与圣徒交通、一同祷告时，才

能回复安息日的一切福份:  

埃布尔、挪亚、亚伯拉罕、摩西、戴维所作的祭，都是流血的祭，就是了解耶稣基督奥

秘的祭，不同于该隐、外邦人、以利、扫罗、耶罗波安所作的祭，在崇拜的过程里，都能回

复神的慈爱、公义、应许、自由、能力、基业、 盼望。其实，耶稣时代，在圣殿和会堂里，

有两种人，一个是就像本文里的“女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看见主所作荣耀的事而欢喜的众

人”，另一个是像“管会堂的和跟从他而敌挡耶稣基督的一群人”。今日在教会里仍然有两

种人，一种人是在整个崇拜的过程里，就像那管会堂的一样，因为不认识基督福音的真谛，

总是追求人的义，或自以己为义而骄傲，误解神的旨意，不能分别宗教和福音的不同，随意

批评讲道信息，论断定罪人，崇拜之前和之后不但一点也没有变化，反而陷于更糟的情况；

另一种人，就像那驼背的女人，遇见了耶稣基督并深信基督所讲的信息和所成就的事，每次

来到神的面前时，因为知道自己的无能和问题，怀着虚心、哀恸、饥渴慕义的心，寻求主的

怜悯和医治而来，因此在崇拜之前，之中、之后，都因基督所带来一切的怜悯、慈爱、圣洁、

自由、应许、盼望而大大地欢喜，就 ① 带着永远、一生、上周的实际感恩内容而赞美(唱

诗歌时)。 ② 带着神所赐实际的祷告内容来祈求(祷告时)。 ③ 带着受教的心领受从神而

来的信息(讲道时)。 ④ 用身心灵当作活祭，全然的奉献(奉献时)。 ⑤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

名，宣布永远的蒙恩和得胜(祝祷时)。因此崇拜之前和之后，人完全变化，在与肢体的交通

和每天的生活里都能发现蒙恩的证据。这样蒙恩的圣徒，借着基督的同在、教导、成就、应

许及其所含的内容，在每一个安息日的崇拜和与肢体交通里，都能回复安息日应该要回复的

① 安息 ② 自由 ③ 基业 ④ 肢体关系。因为知道自己那罪魁的生命是如何蒙怜悯的，所

以对人总是有怜悯、包容、代祷、期待，他的人际关系蒙恩，人人喜爱他，他能见证基督的

爱和基督所赐的安息、自由、喜乐、能力、盼望。  

 

3. 安息日在教会里所得的，必要连结于其它六日和六个现场 

   那女人遇见主、得医治之后的生活如何? 那些看见基督所作荣耀的事而欢喜的人，他们

看见主作为之后的时光又如何呢？他们必定继续愿意跟从耶稣基督，个人生命越来越像耶

稣，在家中、职场、亲友中彰显出蒙爱、喜乐、盼望的生命和能力，也必会见证传扬主所作

荣耀之事。 

 

1) 安息日(主日)要成为一周七日的中心，教会要成为七个生活现场的中心: 

 以色列的安息日、安息年、禧年，是也为着要来的六日、六年、七个七年而存在的。

民数记所启示神子民(以色列)的生活运作是必要“以会幕为中心”、“以肢体为中心”、“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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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抬着约柜的祭司长的信息为中心”。我们在主日与肢体们相聚与神交通时的领受，必要延

续到其它六日的生活内容，我们每个生活现场都会蒙恩，正如当以色列人以心灵和诚实献祭

朝见神时，耶和华神的荣耀遮盖他们，他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都看见神的恩典、帮助、得胜

跟随他们。 

 

2) 一整个礼拜的时光需要一个焦点，就是以肢体相聚一同蒙恩的时光为中心运作: 

 礼六晚上，和家人相聚分享过去一个礼拜的恩典，一起感恩祷告，一同以感恩的心豫

备十一、感恩、宣教、救济等的奉献；并豫备下礼拜的祷告题目，也豫备每一个人在主日的

事奉，带着期待主日蒙恩欢喜的心休息。主日当日，借着崇拜、交通、事奉，将主丰盛的恩

典加上在个人、家庭、教会上，也加增肢体彼此之间的相爱、配搭、代祷，并能得着新一周

的祷告题目，也察验主的计划而顺从。在周间聚会里，肢体相聚学习神的话，彼此见证，一

同祷告，有力量的门徒渐渐起来，继续展开地区福音化、世界福音化的事工。在周五小组聚

会里，每一个小组七至十个肢体相聚成为一个属灵的小家庭，一起确认主日信息如何在每一

个人身上的成就，并一同擘饼、装备、见证、配搭、代祷，在凡事上彼此实际地帮助。若一

个礼拜七日，都以上面所述的运作系统为骨干，其它时光，靠着在肢体生活里所得的恩典，

并顺从所发现的神的美意生活，他的日子必定整个时光与神同行，能够荣神益人建国。 

 

3) 所有生活现场也需要一个焦点，就是“以肢体、以祭坛、以基督相聚的现场”为中心，

而发展其它所有的生活现场:  

 在此生活运作系统里生活的人，在他的个人、家庭、事业、事工生活里，都能看见“入

也蒙福、出也蒙福”的证据，事业、事工和人际关系，也都以教会的人际关系为中心发展时，

不会虚度有限的地上时光，天天所遇见而发展的都是贵人、贵事，都与永远国度的基业有关。

这蒙恩的生活唯有真经历过的人，才能掌握享受。曾有一个神学生问我，“牧师，你在事工

和个人、家庭生活中，如何保持平衡?”，我的答案很简单，“不是分配百分之几的时光在

个人、家庭生活上，百分之几的时光在事工生活上；乃是将自己所有的生命、时光、能力都

当作‘活祭’，个人的生活是事奉，家庭的生活是事奉，自己的工作也是事奉，作到生活在

事奉里，事奉在生活里的程度，事工自然轻省而有能力”。 

 

祷告题目 

 

1) 主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 12:8>: 每当参加主日崇拜时，我有否耶稣基督摸着我

生命的经历? 祂如何摸着我呢? 我能否说明我生命· 能力变化的过程?     

2) 主耶稣对那十八年驼背的女人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路 13:12>: 每主日(安息日)

在教会的生活里，神民应当要回复的，是① 与神同得安息 ② 得医治、得自由 ③ 新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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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力量 ④ 肢体之间的爱心、交通、配搭。  每主日，我有否看见那些的回复? 回复的秘

诀在那里?  

3) 神制定安息日，是更为要其它六日的蒙恩，主日所领受的必要连结于六日和七个生活现

场:  

思想: 我所享受的安息日如何成为我一周生活的中心? 教会如何能成为我个人、家庭、工作、

人际、地区、世界福音化的中心? (按个人的情况，实际、具体地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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