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65. 不是修補、乃是重建 

(路加福音 11: 24 -26) 

 

引言: 

1. 好幾年前，美國一名叫 Terry Shafer 的女士，很想送

一件禮物給他丈夫作為聖誕禮物。他丈夫是一位警察，

收入有限。但她看中了一件禮物，非常喜歡；便向售貨

員詢問價錢，售貨員告訴她說：此禮物值$1270 元。她

沒有那麼多錢，但卻又很喜歡這禮物，而且很想在聖誕

前送給丈夫。於是對售貨員說：「我可否分期付款，直

至聖誕前我來取貨，可以嗎？」售貨員說：「我相信這

份禮物一定是對你丈夫很有用的，何不先買下來，不夠

錢也不用怕，你可以日後慢慢分期付款，免收利息。」

Terry 於是付了$500，連聲多謝，拿著那份禮物送了給

她丈夫。 

10 月 1 日是星期六，她丈夫出更，看到一個可疑的

車，便往前查究。司機突然門開，拿著一支點 45 口徑

的槍，向著他胸膛射過來。他連忙倒在地上。然而他卻

沒有死去，甚至連一點受傷也沒有，而且他還能拔槍還

擊，打傷兇徒，並捉拿歸案。何解？原來他太太送給他

的禮物，是一件避彈衣。因為她當機立斷，不拖延至聖

誕才購買。若不是她如此當機立斷，她丈夫的生命難以

保存。 

 

2. 我們的問題在哪裏？往往不夠當機立斷，作出徹底的行

動，做成大錯。我們以為少少修補，便可足夠。其實若



不是徹底行動，少少修補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如果

Terry 拖延買下那件避彈衣，讓丈夫及早穿在身上，後

果就不堪設想。在屬靈的生命上也是如此，我見過不少

所謂信徒，沒有完全委身給神，沒有徹底行動，以為單

靠一些宗教活動、或小小的經歷，便可修補他們生命的

一些缺憾，而沒有真正徹底的改變，在主裡重生。他的

生命就好像是沒有避彈衣，極危險的。難怪不少人來了

教會一陣子，就失蹤了！非常可惜。基督教信仰不是修

補我們生命的缺陷，而是徹底的改變。正如聖經所說：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所謂「新造的人」原文是「神的創造」，

一個完全徹底新穎的改變，是一個重建，而非修補，是

radical change。 

 

一：不是修補乃是重建 

 

1. 我們首先看看這段經文，只有 3 節聖經: 

「污靈離了人身，走遍無水之地，尋找安歇之處。卻找不

到，就說：我要回到我原來的屋裏。他到了，看見裏面打掃

乾淨，修飾好了，就去另帶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靈來，都進去

住在那裏，那人後來的景況比先前更壞了。」 

        這是一段非常古怪的聖經，它的出現好像很核突、古

怪，跟前文後理全無關係。 

• 路加福音 11:14-23 提到有人挑戰耶穌，說他趕鬼是憑

著別西卜的權柄。猶太人質疑耶穌的權力之來源，他們

承認耶穌有能力趕鬼，但卻誣告祂的權柄和能力是來自

撒但。耶穌就駁斥他們說：一個國不能互相分爭，若靠



鬼王趕鬼，豈不是鬼打鬼，撒但不會這麼蠢的。相反來

說，耶穌與污靈不是同出一國，而是來自不同的國度。

11: 20 我若靠上帝的能力趕鬼，這就是上帝國臨到你

們。 

於是耶穌在此表明：祂不是靠鬼王趕鬼，而是靠神趕

鬼。這更表明天國已經降臨了！祂的國度更勝過撒但的

國度。這證明耶穌就是那位彌賽亞。 

• 路加 11:27-28 提及此時有一個女人，大聲說：「懷你

的胎和乳養你的有福了！」於是耶穌回答說：「不如聽

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插在這兩段經文中就是今日我們所研讀的經文了。 

 

2. 如果我們詳細看這段經文，我們很快便發現有幾個共同

點： 

a. 三段聖經都有強烈對比。 

• V.11 至 22 是對比撒旦的國度與神的國度。神的國度是

一個更強的國度，正如 v.22 至說：但有一個比他更強

的來攻擊他。並且戰勝了他，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

器，又分了他的掠物。 

• V.23-24 是對比兩種的情況：先前只有一隻鬼，被逐

後，沒有聖靈在中間，就帶了七隻更惡的鬼來，這樣的

情況比先前更慘！這經文不但對比兩種情況，根據馬太

福音 12:45 說，這更對比邪惡的世代與聖靈的世代。 

• V.25-27 是對比「懷你胎乳養你」與「聽到神的道而遵

守的人」。後者更為有福。 

 

b. 三段聖經都有濃厚的猶太人和猶太教的背景。 



在猶太教中，撒但的國度、神的國度是常提及的課題。

而 24 至 26 出現的字句：如無水之地、安竭、屋等都

是猶太教中常見的詞句。Howard Marshall 以為 24-26

是針對猶太人趕鬼時說的。同樣 v.25-27 也是充滿猶太

教的色彩。 

 

c. 三段聖經都有濃厚的末世意識。 

• V.11-22 提及「趕鬼」正是天國降臨的象徵。 

• V.23 -24 提及邪惡的世代與聖靈的世代。猶太人

把歷史分為邪惡的世代與聖靈的世代。這個都是末

世思想。 

• V.25- 27 也是提及末世神降臨的時候，人的血緣

和背景不重要，聽神的道和遵守才是最重要，唯有

這樣，才可以進天國。 

     從上述三個特點來看，我們知道這段聖經一定是與猶太

人背景、末世情況和天國有關的。但究竟路加要帶出一個什

麼信息國呢？首先我們要明白這是一個比喻，而且這個比喻

是連接上一段經文的。雖然路加沒有直接交代這兩段聖經的

關係，但我們不難看到路加的意思。 

 

• 耶穌在此論及人趕鬼後，並不能完全清除魔鬼在一個人

身上的影響。就以整段經文來看，v.11-22 是針對猶太

人的宗教領袖。V.11 -19 又提及猶太人「子弟」趕鬼，

耶穌乃是講明這些人可以暫時趕出惡鬼，但他們並不能

完全消除它們，只是暫時趕出。唯有耶穌才是真正的趕

出它們，並且打敗撒但，以神的國取代撒但的國度。 



• 其實，這不但是猶太子弟趕鬼者的問題，馬太第七章也

提及：他們有只能作暫時的、非永久的功效；因為他們

不能解決問題的核心。所以馬太在十二章 37 節就作出

這樣的一個結論：這是他們仍是在邪惡的世代中，仍受

控於撒但。同樣在今日的世界中，有很多人也像猶太人

趕鬼一樣：我不否認他們有暫時解決的果效，但這只屬

於暫時的舒緩，無論是心理學、宗教信仰、教育、醫療

等都可以作修補功夫，但若要徹底的改變、作基本的重

建，就只有耶穌基督的寶血和救恩才可以，我們稱之

「重生」，我們是活在聖靈的時代。 

 

 

二：只顧修補的問題 

 

1. 我們看看只顧修補的問題何在。耶穌用了一個非常有趣

的圖畫來形容只顧修補的問題： 

「污靈離了人身，走遍無水之地，尋找安竭之處；卻找不

到。就說：「我要回到我原來的屋裏去。」 

正如先前所說，這是含有濃厚的猶太人宗教思想。正如

Howard Marshall 說：這是針對猶太的趕鬼者在而言。「無

水之地」可直譯為「乾旱之地」。在猶太人的觀念中，曠野

之惡靈出沒的地方正是乾旱之地。以賽亞書 30：v.14 在七

十士本中「安竭」一字 anapausin 也是用來描述污靈的住

處。(參看以賽亞書 13 :21 ，34 :14)  

然而這些猶太驅魔人，只有能作修補功夫，沒有徹底的改

變，也沒有攻陷撒但的國度。他們沒有如此的能力。他們只

是稍稍舒緩，屬修補功夫。不是徹底的改變。換言之，他們



仍是擺脫不了邪惡，即是仍是在撒但國度之內，是邪惡世代

的一份子。 

 

2. 那麼我們會問：修補也不錯，得以暫時的舒緩，這又有

什麼問題呢？但聖經卻告訴我們：「污靈離了人身，走

遍無水之地，尋找安竭之處，卻找不到，就說：我要回

到我原來的屋裏去。」 

那污靈離開了人身，去找棲身之地，卻找不到。我們可以從

兩方面看這一節聖經：一時直解；那隻污靈要附在一些東西

上，正如鬼入豬群那一個故事一樣。(路加八:26-39) 它要找

一些可附的地方，正如人要找屋住一樣。我們又可以從寓意

式去解釋。暫時的舒緩，並不是解決的方法，是無法滿足，

是不完全的。這些驅鬼者這不是真正你治療，正如那污鬼

說：我要回到我原來的屋去。我們所謂 relapse 正是這個意

思。他們不是真正的得到醫治。 

3.事實上，這正是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我曾經與那些吸毒

者、積犯、賭徒談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曾經是戒

了毒、戒了賭、也坐過監，但一旦出獄，未幾又重犯，成為

監躉。為什麼他們一犯再犯呢？原因很簡單，昔日的環境、

朋友、價值觀、品性並沒有徹底的改變。就好污靈在這裏

說：我要回到我原來的屋去，就永遠不住惡性循環，我們今

日需要的不是修補，而是徹底的改變。 

 

三. 必須徹底的改變 v.25 -26 

 

1.   我們要看看只有修補，而不徹底改變的後果： 



「他到了，看見裏面打掃乾淨，收飾好了，就去帶了七個比

自己更惡的靈來，都進去住在哪裏。那人後來的景況比先前

更壞了。」 

 

     當污靈回來，看見裏面掃乾淨，修飾好。房屋是空的？

馬太福音則形容為丟空的，沒有人居住，又不設防，污靈就

輕而易舉的進入這房子，它不但自己來，26 節更告訴我

們，它帶了七隻比他更惡的鬼去住在哪裏。這反映這人完全

被撒旦控制著。以「住」在哪裏，希臘文是 kotoikei，譯作

「定居」更比較準確。他們是預備長期住在哪裏，當然他的

景況比先前更慘、更淒涼。 

 

2. 這比喻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可以從 2 個不同層面去

看： 

• 第一是直解。這是指猶太人的驅鬼者，或許他們也

可以驅鬼，正如路加 11 ：19 說那些猶太人的子弟

也可以趕鬼，但他們的驅鬼與耶穌的驅鬼完全不一

樣。猶太的驅鬼是有限的、暫時的、他們沒有擊敗

撒旦和牠的國度。他們只是暫時舒緩痛楚，沒有徹

底的改變。在此情形下，被趕走了的鬼就帶著七隻

比他更惡的鬼來住在這兒，苦不堪言。正如今日有

不少人嚮往靜坐、默觀、打坐、期望把心中的污垢

除掉。是一種「倒空」的治療方法，屋是空了，但

沒有聖靈住在當中，讓先前被趕走了之鬼帶更多惡

鬼來，進佔這人，叫他所受的苦比先前更厲害。 

 



• 另一個層面，我們可以說耶穌指出猶太教最大的問

題是什麼。他們以為律法是神給祂子民的，死守律

法是上天堂的必要條件。他們又以為血統血緣也是

非常重要的，他們以為神揀選了猶太人為祂的子

民，唯有猶太人才是神的選民。再者，他們有權柄

趕逐惡鬼，在猶太教的傳統中，他們非常強調趕鬼

的權柄，所以耶穌在此也提到你們子弟趕鬼。 

 

• 這些都是猶太人引以為榮的，但耶穌卻說你們錯

了。論律法，路加福音 10 章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

正指出死守律法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好像那利

未人和祭司為了守律法不顧別人生死掉頭走人。論

血緣，路加福音 11 章 v. 27- 28「懷你的胎和與養

你有和有福」正是指血緣的問題而言；耶穌指中出

不如聽上帝的道及遵行的人才是有福。換言之真正

神的選民是聽上帝的道，遵行這道的人，而不是亞

伯拉罕血緣的子孫。 

 

結論 

 

                 耶穌完成了救恩 我們的回應當如何 ？耶穌說得

好：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

能進神的國。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我說

你們必須重為生。(約翰 3:5-6)所以要作神的子民，不是修

補，而是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