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信息 
路加福音十三章
十至十七节 

 

 

解釋經文: 安息日耶穌在會堂裏教訓人(直到现在，每當聖徒相聚时，耶穌基督就與他們同

在)。 有一個女人，被鬼附著病了十八年，腰彎得一點直不起來(來教會的人，往往都因生

活上有問題而來；因为我們的生命總是被鬼攻擊，有駝背之處: 心靈、肉身、生活、人際關

係、家庭、夫婦、兒女、人際、經濟、事奉上…) 耶穌看見，便叫過他來，對他說，女人，

你脫離這病了(凡遇見耶穌基督的人，無論任何問題都能得著解決) 於是用兩隻手按著他，

他立刻直起腰來(只要耶穌的教導、寶血的成就、永遠的應許，真臨到人的生命裏，無論那

種病態的生命，都能得醫治)，就歸榮耀與神(人得生命、得醫治之後的自然反應)。管會堂

的反應(所指的是律法主義者、和那些還未真正認識基督、遇見基督的人所过的宗教生活…

他們是基督、聖徒、教會的仇敵)。耶穌基督的責備(可看出耶穌基督最關注的就是神的兒女，

自己肢體的生命問題)，耶穌的仇人都慚愧了(凡抵擋基督事工的人，都已在失敗、蒙羞之中，

將來会面临更嚴重的失敗和蒙羞)。 眾人因祂所行一切榮耀的事，就都歡喜了(凡愛主、真

正敬拜主、事奉主的，都能蒙恩、喜樂)。 

 

序論: 起初，神制定安息日，原是因祂愛人，為使人得安息並得能力；神將律法賜給人，也

原是因祂愛人，為使人從一切控告中得到保護。但是，後來安息日變成無功效的形式或嚴厲

的戒律，律法變成定人的罪、審判人的儀文。就像今日經文裏所提到的“管會堂的”，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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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的女人”，虽然十八年都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參加會堂聚會，但神的憐憫从未臨到，病情

反而越來越重。這悲劇，在當代教會裏也時常看見，很多信徒每一個主日來教會作崇拜，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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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和恩典，因他们被自我的控告和內疚捆绑，在安息日也得不著安息日應领受的安息和能

力。耶穌來這世界，為了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耶穌已經為了我們成全律法的一切要

求，唯有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裏、在十架上的成就裏、並在祂的靈裏，才有永遠完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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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基督裏，

我們應該回復“起初神賜給我們安息日和律法”的原意，享受神那無限的大愛，更愛神，愿

意親近神，順從神。   

 

1. 安息日的主人，就是耶穌基督和屬於祂的肢體 

   耶穌基督不但是安息日的主人，也是整個宇宙萬物永遠時光的主人，在宇宙裏，任何的

律法、規矩都不可以限制祂，應當都要聽從祂。凡信從耶穌基督而屬於祂的，都是耶穌基督

的身體，與耶穌基督一同成為主人。事實上，神造天地，展開永遠的時光，都是為彰顯耶穌

基督的榮耀，耶穌基督的一切工作，是叫一切屬於祂的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聖徒在

基督裏，應該无论何时、何事，都要享受基督所賜自由、豐盛的生命。特別在安息日作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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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徒交通的時候，更要多得著基督所賜的生命、能力、基業，进而使他們每日的生活都能

享受安息日所得的恩典。 

 

1) 律法(安息日)之前，先有神的愛: 

 起初，神按自己榮耀的形像造人，賜給他們的就是蒙愛的生命，為的是要與他們在愛

裏交通，同行配搭，同得永遠的榮耀。神賜給他們律例典章，為的是要使他們得知神的美意，

也要使他們保持榮耀的生命，並要從惡者的控告裏拯救保護他們。人應該為活而善用律法，

不该為遵守律法而活；律法理當服事人，不是人服事律法；理當用律例來幫助人得生命，萬

不可用律例來控告人。神起初將安息日的誡命賜給以色列人，是因為愛他們，盼望他們在那

日得生命、能力、祝福，並不是用來捆綁他們。在經文裏，管會堂的那種律法主義的看法和

教導，就是完全违背父神心意，使聖徒的生命成為像那十八年駝背的女人一樣。耶穌基督說，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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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從神來的律法，都是神为人設立，但人並不是為律

法而活。神賜給以色列的律法總綱就是“十誡”，十誡的總綱，就是愛神(一至四條)、愛人

(五至十條)，都是① 因神愛他們，為了保護他們而賜。② 起碼的誡命。③ 對愛神的人來

講，是容易作到的(不作反而更難過)，正如我和我的兒子，在家庭裏的生活，都要靠父子之

間的愛而活，並不是靠家庭規矩而活。 

 

2) 重生之後，為要享受主耶穌基督所賜的自由生命，必要清楚“聖徒與律法的關係”:  

① 律法之前先有神的愛，因著愛，神賜給人律法  

② 古蛇(魔鬼)用律法來試驗人，人違背了律法(犯罪)  

③ 魔鬼用律法控告人，律法使人知罪，人被律法審判，被帶到十字架前  

④ 人在十字架上遇見為他代受咒詛、代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  

⑤ 在此人發現神的公義和大愛，願意悔改而歸向神  

⑥ 凡聽到福音而信到福音的人，即被證明他們是神揀選的兒女，他們便發現自己的生命不

在律法之下，乃在於恩典之下  

⑦ 但在恩典之下，還有耶穌基督所賜新的誡命(這並不是耶穌基督之後才顯明的，原來神的

美意就是如此) 

   a. 愛神愛人(心腸)  

   b.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目標和內容)  

   c. 察驗何為神的純全善良可喜悅的美意而順從(方法=禱告)  

   d. 口唱心和地讚美主(傳福音而拯救人、醫治人、培養人) 

因此凡從神而來的律法，原是耶穌基督制定的，是豫表耶穌基督，也是耶穌基督親自完成，

且為耶穌基督的肢體(聖徒)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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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安息日的理由:  

<創世記二章>神作了六日之工後，第七日與人一同安息，神從埃及拯救以色列後，吩咐他們

遵守遵守安息日(七日中一日)、安息年(七年中一年)、禧年(七個七年後的第一年，就是第

五十年)，在<利未記二十五章>裏啟示，神制定安息日、安息年、禧年的理由，就是： 

① 與神同得安息  

② 得醫治、得自由  

③ 新的計劃和力量  

④ 肢體之間的愛心、交通、配搭，聖徒應該全然享受安息日所包含的祝福，藉著安息日應

該要回復生命、慈愛、順從、能力、盼望、基業。  

所以一個聖徒，若真正認知安息日所含的祝福，遵守、享受安息日的規矩，不出幾個禮拜，

他必会在凡事上看見入也蒙福、出也蒙福<申命記二十八章一至十四節>的证据，这福份的临

到，從未有過例外。  

 

2. 唯有在耶穌基督裏，才能得著安息日所帶來一切的福份 

   十八年被鬼附著的那駝背女人，當他遇見耶穌，也聽見基督所講的信息，並被耶穌基督

的手按的時候，就脫離疾病，他那駝的背就能直起來了。凡真遇見耶穌基督，聽見祂的聲音，

相信而願意跟從耶穌基督的，無論那人處於任何駝背的情況裏，都能得醫治，歡喜快樂地見

證主。不僅得醫治的人歡喜，在他身邊的人都因看見這榮耀的事而歡喜。 

 

1) 並非人的手按在病人身上，能叫病人起來，乃是耶穌基督按手，才能使病人起來:  

耶穌基督今日仍然活著，藉著祂的福音、祂的教導、祂在十字架上的成就、祂的應許，

與這世界、時代同在，在聽見而相信的人身上，会发生重生、醫治、得自由、得能力、得計

劃等的神蹟。當一個人真認識耶穌基督而告白的時候，（如同<加拉太書二章廾節>、<歌羅

西書一章十七節>、<以弗所書一章十節>、<腓利比書二章五至十一節、三章七至八節、四章

四至七節、四章九至十三節>），耶穌基督所行的神蹟異能會臨到他，他過去那些心靈上的

駝背、肉身上的駝背、生活上的駝背、夫婦生活上的駝背、親子之間的駝背、人際關係上的

駝背、經濟生活上的駝背、事奉生活上的駝背，都能得醫治。今日經文裏，很清楚地說明，

那女人是十八年被鬼附而駝背的，人的生命、生活裏出現一切駝背的問題，其内在潜伏的起

因並不如表面问题那麼單純、淺薄，背後都與他們“離神而變為無知”、“罪根和他們所犯

的罪”、與“魔鬼的蒙蔽、欺騙、控告、暗示、捆綁”的问题有關，所以除了耶穌基督的教

導、十字架上的成就、寶座右邊的權柄，絕對無法解決。唯有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顯現和所

講的真理，才能開启人被騙、被蒙蔽的屬靈眼睛；唯有基督死而復活的順服和成就，才能解

決根深蒂固人的罪根、罪性的問題；也唯有耶穌基督所帶來的光(啟示)、十架上的成就、寶

座的權柄，才能徹底打破魔鬼一切的詭計和作為。當一個人聽見基督福音而相信同时，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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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的頭已被打破。当然，蒙恩重生的生命，各方面駝背的病症，是需要繼續不斷領悟耶穌

基督長闊高深的奧秘，而一步一步得醫治的。 

 

2) 所以，在每一個安息日裏，聖徒帶著基督的奧秘作崇拜、與聖徒交通、一同禱告時，才

能回復安息日的一切福份:  

亞伯、挪亞、亞伯拉罕、摩西、大衛所作的祭，都是流血的祭，就是了解耶穌基督奧秘

的祭，不同於該隱、外邦人、以利、掃羅、耶羅波安所作的祭，在崇拜的過程裏，都能回復

神的慈愛、公義、應許、自由、能力、基業、 盼望。其實，耶穌時代，在聖殿和會堂裏，

有兩種人，一個是就像本文裏的“女人(亞伯拉罕的後裔)和看見主所作榮耀的事而歡喜的眾

人”，另一個是像“管會堂的和跟從他而敵擋耶穌基督的一群人”。今日在教會裏仍然有兩

種人，一種人是在整個崇拜的過程裏，就像那管會堂的一樣，因為不認識基督福音的真諦，

總是追求人的義，或自以己為義而驕傲，誤解神的旨意，不能分別宗教和福音的不同，隨意

批評講道信息，論斷定罪人，崇拜之前和之後不但一點也沒有變化，反而陷於更糟的情況；

另一種人，就像那駝背的女人，遇見了耶穌基督並深信基督所講的信息和所成就的事，每次

來到神的面前時，因為知道自己的無能和問題，怀着虛心、哀慟、飢渴慕義的心，尋求主的

憐憫和醫治而來，因此在崇拜之前，之中、之後，都因基督所帶來一切的憐憫、慈愛、聖潔、

自由、應許、盼望而大大地歡喜，就 ① 帶著永遠、一生、上週的實際感恩內容而讚美(唱

詩歌時)。 ② 帶著神所賜實際的禱告內容來祈求(禱告時)。 ③ 帶著受教的心领受從神而

來的信息(講道時)。 ④ 用身心靈當作活祭，全然的奉獻(奉獻時)。 ⑤ 奉聖父圣子聖靈的

名，宣佈永遠的蒙恩和得勝(祝禱時)。因此崇拜之前和之後，人完全變化，在與肢體的交通

和每天的生活裏都能发现蒙恩的證據。這樣蒙恩的聖徒，藉著基督的同在、教導、成就、應

許及其所含的內容，在每一個安息日的崇拜和與肢體交通裏，都能回復安息日應該要回復的

① 安息 ② 自由 ③ 基業 ④ 肢體關係。因為知道自己那罪魁的生命是如何蒙憐憫的，所

以對人總是有憐憫、包容、代禱、期待，他的人際關係蒙恩，人人喜愛他，他能見證基督的

愛和基督所賜的安息、自由、喜樂、能力、盼望。  

 

3. 安息日在教會裏所得的，必要連結於其他六日和六個現場 

   那女人遇見主、得醫治之後的生活如何? 那些看見基督所作榮耀的事而歡喜的人，他們

看見主作為之後的時光又如何呢？他們必定繼續願意跟從耶穌基督，個人生命越來越像耶

穌，在家中、职场、親友中彰顯出蒙愛、喜樂、盼望的生命和能力，也必會見證传扬主所作

榮耀之事。 

 

1) 安息日(主日)要成為一週七日的中心，教會要成為七個生活現場的中心: 

 以色列的安息日、安息年、禧年，是也為著要來的六日、六年、七個七年而存在的。

民數記所啟示神子民(以色列)的生活運作是必要“以會幕為中心”、“以肢體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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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抬著約櫃的祭司長的信息為中心”。我們在主日與肢體們相聚與神交通時的领受，必

要延续到其他六日的生活内容，我們每个生活現場都會蒙恩，正如當以色列人以心靈和誠實

獻祭朝見神時，耶和華神的榮耀遮蓋他們，他們在每天的生活裏，都看見神的恩典、幫助、

得勝跟隨他們。 

 

2) 一整個禮拜的時光需要一個焦點，就是以肢體相聚一同蒙恩的時光為中心運作: 

 禮六晚上，和家人相聚分享過去一個禮拜的恩典，一起感恩禱告，一同以感恩的心豫

備十一、感恩、宣教、救濟等的奉獻；並豫備下禮拜的禱告題目，也豫備每一個人在主日的

事奉，帶著期待主日蒙恩歡喜的心休息。主日当日，藉著崇拜、交通、事奉，將主豐盛的恩

典加上在個人、家庭、教會上，也加增肢體彼此之間的相愛、配搭、代禱，並能得著新一週

的禱告題目，也察驗主的計劃而順從。在週間聚會裏，肢體相聚學習神的話，彼此見證，一

同禱告，有力量的門徒漸漸起來，繼續展開地區福音化、世界福音化的事工。在週五小組聚

會裏，每一個小組七至十個肢體相聚成為一個屬靈的小家庭，一起確認主日信息如何在每一

個人身上的成就，並一同擘餅、裝備、見證、配搭、代禱，在凡事上彼此實際地幫助。若一

個禮拜七日，都以上面所述的運作系統為骨幹，其他時光，靠著在肢體生活裏所得的恩典，

並順從所發現的神的美意生活，他的日子必定整個時光與神同行，能夠榮神益人建國。 

 

3) 所有生活現場也需要一個焦點，就是“以肢體、以祭壇、以基督相聚的現場”为中心，

而發展其他所有的生活現場:  

 在此生活運作系統裏生活的人，在他的個人、家庭、事業、事工生活裏，都能看見“入

也蒙福、出也蒙福”的证据，事業、事工和人際關係，也都以教會的人際關係為中心發展時，

不會虚度有限的地上時光，天天所遇見而發展的都是貴人、貴事，都與永遠國度的基業有關。

這蒙恩的生活唯有真經歷過的人，才能掌握享受。曾有一個神學生問我，“牧师，你在事工

和個人、家庭生活中，如何保持平衡?”，我的答案很簡單，“不是分配百分之几的時光在

個人、家庭生活上，百分之几的時光在事工生活上；乃是將自己所有的生命、時光、能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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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裏，事奉在生活裏的程度，事工自然輕省而有能力”。 

 

禱告題目 

 

1) 主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 12:8>: 每當參加主日崇拜時，我有否耶穌基督摸著我

生命的經歷? 祂如何摸著我呢? 我能否說明我生命· 能力變化的過程?     

2) 主耶穌對那十八年駝背的女人說，“女人，你脫離這病了”<路 13:12>: 每主日(安息日)

在教會的生活裏，神民應當要回復的，是① 與神同得安息 ② 得醫治、得自由 ③ 新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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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和力量 ④ 肢體之間的愛心、交通、配搭。  每主日，我有否看見那些的回復? 回復的秘

訣在那裏?  

3) 神制定安息日，是更為要其他六日的蒙恩，主日所領受的必要連結於六日和七個生活現

場:  

思想: 我所享受的安息日如何成為我一週生活的中心? 教會如何能成為我個人、家庭、工

作、人際、地區、世界福音化的中心? (按個人的情況，實際、具體地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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