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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13 章 

背景 

上文耶稣强调人要懂得分辨时候，并要在审判来临之前及时回转。这处，耶稣延续悔改这主题去进

一步指明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但是，这段落不止重复了上文对群众悔改的呼召，更直

接地论及上帝子民的命运。首先，耶稣提及两个不同的灾难，并借此说明上帝的审判不只临到灾难

的受害人，在加利利和犹太各地的人都要悔改。在随后的比喻中，耶稣更以一颗不结果的无花果树

来描述上帝子民的不忠。这样看来，这段经文除了处理个人悔改的问题以外，更要讨论上帝的子民

在救恩历史中的地位与角色。 

【本课内容丰富，若时间不允许查考讨论所有的讨论问题，请务必讨论《重要讨论题》】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许多的宗教都有因果报应之说，有人会以为因灾祸而死的人定然罪大，他们都比自

己有罪；你可会有一样的想法？ 

分段 

一、悔改与灭亡 （十三 1～9） 

二、安息日医治 （十三 10～17） 

三、芥菜种与面酵的比喻、当进窄门 （十三 18～30） 

四、为耶路撒冷哀哭 （十三 31～35） 

读经（3 分钟，默「读整」章以取得整体概念） 

一．悔改与灭亡（十三 1～9） 

读 经（默读 1 分钟） 

1 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2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

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3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4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

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5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6 於是

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著。 7 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

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著。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 8 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围掘开

土，加上粪； 9 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查经材料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2] 

 

1. 1. 有人会以为因灾祸而死的人定然罪大，他们都比自己有罪；你可会有一样的

想法？ (13:1~5)  《重要讨论题》 

 耶稣说那些加利利人和工人遭到这些灾难不是因他们更有罪，相反，每个人都应该留心自

己受审判的日子。 

 所以，重要的是耶稣所说的：「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耶稣提到「西罗亚楼倒塌」，强调了没有经历如此灾难的人，不能因此就自以为是无罪。 

 第 5 节再次强调了：「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2. 「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的比喻，与上一段「西罗亚楼倒塌」有什么相似处？第 9

节与第 5 节相似的地方是什么？ (13:6~9)  

2a. 圣经里的「无花果」，有什么特别意思？ 

 无花果树，常用以描述神的子民1，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代表对神不忠的百姓。 

2b. 圣经里的「葡萄园」，有什么特别意思？ 

 葡萄园 ，也常用以描述神的子民2。 

2c. 二个比喻的相似处？ 

 无花果树的比喻，是延续上文西罗亚楼倒塌，讲论审判的课题。 

 当时的人见到别人经历灾难，就以为自己清白。耶稣指明神的子民，若不担起神选民的角

色和责任，他们整体也会受到神的审判。 

2d. 第 9 节与第 5 节，二个结论的相似处？ 《重要讨论题》 

 都是严厉的警告： 

9 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5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连接到下文，耶稣的医治工作代表神的慈悲怜悯，犹太人的领袖仍厌弃从神来的悔改呼

召。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1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力・毗珥

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何西阿书 9:10） 

2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赛 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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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息日医治（十三 10～17） 

读 经（默读 ，1 分钟） 

10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11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著，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 12 耶稣看见，便叫过她

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 13 於是用两只手按著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 神。 14 管会堂的因为耶

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忿忿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 15 主说：「假冒

为善的人哪，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 16 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但捆绑了这

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17 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请大家一起 略述 10~13 节医治的过程？ (13:1~4)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著，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  

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  

於是用两只手按著她； 

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 神。 

 

2. 医治分明是个好事，却引起了管会堂的人生气。他们为什么生气？ (13:14)  

 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他们生气是根据律法：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 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

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出 20：9~10) 

 却忽略了本末先后的原则。 

 

3. 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医治？ (13:15~17)  

 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12:56 同样用法，称呼反对祂的人，不明白神的心意。 

o 耶稣先前在安息日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4:19) 

o 就是使人得释放的日子：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4:18) 

 耶稣讽刺他们只顾自己的牲畜，却忽略了「亚伯拉罕的后裔」(13:16)，而应该更顾念。 

 耶稣在安息日如此行，是从拯救的角度： 

o 安息日3也是为了纪念「神的拯救」： 

                                                                 

3在十诫里安息日的诫命，出 20:7~11，申 5:12~15，也强调了神的拯救： 「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

华―你 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 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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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 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

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 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申 5:15） 

o 耶稣如此的「解开她的绑」：是神再次施行拯救。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例如： 

o 我们是否也以规条来作掩饰，好逃避爱神和爱人的责任？ 

o 每天的灵修亲近神，以阅读人的写作取代神的话语？ 

 

三、芥菜种与面酵的比喻、当进窄门 （十三 18～30） 

读 经（默读 1 分钟） 

18 耶稣说：「 神的国好像甚么？我拿甚么来比较呢？ 19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

宿在它的枝上。」 20 又说：「我拿甚么来比 神的国呢？ 21 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  

22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23 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24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25 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

『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26 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

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27 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

我去吧！』 28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 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29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 神的国里坐席。 30 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为什么耶稣用「芥菜种」来比喻神国？ (13:18~19)  

 接着上文，犹太宗教领袖抗拒神国的福音，纵然耶稣在世传道遭受人的厌倦，神的国却必

要扩展增长。 

 对当时的听众所熟悉的芥菜树的种子，非常的小，相似四分之一个芝麻。马可福音形容：

「比地上的百种都小」（可 4:31）。以后，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4。 

                                                                 

4这种芥菜并不是一种草本植物，而是种在原野上可以长大成树的，高度可达三公尺以上。芥菜的枝枒间经常可

以见到鸟类栖息，因为鸟喜欢吃芥菜的小黑种子。此种植物是一年生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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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国扩展后，也会让万民看到神国的威荣。 

 

2. 耶稣又用了「面酵」比喻神国，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13:20~21)  

 用面酵比喻的特点，是把面酵「藏」在面里，是隐藏的意思。 

 在世人的眼中，神的国是难以触摸而且有不显眼的5，但是在最终却要显露出来的。 

 

3. 当人问耶稣「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回答「要努力进窄门」的「努力」是靠自

己力量呢？还是紧迫性的意思？ (13:23~24)  《重要讨论题》 

 人问「得救」的问题，显然跟前面 10:25 的问题一样「该做甚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进入神的国，是无法靠自己的能力，无法靠自己，进入神国的，完全靠的是神的救赎恩

典。 

 这「努力」所强调的是神要人回应福音呼召的迫切性，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

是不能」。 

「窄门」是什么意思？ 

 「进窄门」是形容要遭受的迫害，或撒旦的拦阻。如马太福音所形容的：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

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 7:13~14） 

 

4.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这形容如何类似于我

们常说的「属灵大餐」，听一篇动听的讲道？这样的后果是如何？ (13:26~27)  

 得到属灵的喂养是必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追求亲近神，从神的话语认识神。 

 

5. 「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这前与后是指什么？ (13:30) 

 《重要讨论题》  

 根据上下文，「在后的」是指外邦人，而「在前的」是『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3:8)的

犹太人。 

 本来可以得到救恩的却弃绝，而原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接受了福音，就在神的恩典里面。 

 自以为在神「面前吃过喝过」（「属灵大餐」），以为在前的，如果不靠着神的恩典跟随

神、亲近神，就会落在后。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5 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

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 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译中间）。」（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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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四、为耶路撒冷哀哭（十三 31～35） 

读 经（默读 1 分钟） 

31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32 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

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33 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

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 34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

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35 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

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法利赛人为什么劝耶稣离开？耶稣如何回复法利赛人 ？ (13:31~33)  

 要耶稣离开的原因： 

o 可能并非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敌对耶稣的，还是有人真心敬爱真理，这里有一些

人，尼哥底母是另外一个例子。 

o 另外有人认为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是要恐吓耶稣让他早日离开此地（可能是希律管辖

的比利亚）。 

o 也可能要耶稣偏离往耶路撒冷的路，使祂不能成就神的救赎。 

 耶稣要人转告希律：一方面他的时间不多，另一方面，不管情况如何，他必须遵行上帝给

他的使命，走向耶路撒冷与十字架。 

 耶稣二次说了「今天、明天」，是描述祂的事工不会被任何势力阻拦的。 

 

2. 耶稣对耶路撒冷发出哀叹的话，其中什么是说他们不悔改？不悔改的结局是什

么？应当如何回转？ (13:34~35)  

 说到耶路撒冷屡屡不肯悔改： 

o 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o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警告他们不回转的结果： 

o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 

 要他们回转： 

o 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归纳：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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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分享这星期的代祷事项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