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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第 14－15章 

路加福音第 14－15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请大家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这一章讲的是耶稣在安息日那天，接受一个法利赛人的邀

请，到他家去吃晚饭，以及耶稣和大家的交谈，还有耶稣谈

论礼仪的神国命令的话题。 

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

窥探祂。（路加福音 14：1）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耶稣明明知道他们想要抓祂，但是祂

仍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们看到，耶稣总是很乐意接受吃饭

的邀请。祂甚至还跟撒该说，“下来吧，撒该，我想到你家

吃饭。” 

另外在启示录，耶稣，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

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 我一同坐席。”(启示录 3：20)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犹太文化里吃的重要性。吃象征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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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稣盼望和我们打成一片。 

安息日吃的跟平常吃的不同。所有的食物都要预先准备好。

因为安息日不可以生火。所以如果你想吃热的东西，就要在

安息日之前做好，然后想办法保温。那个时候，把食物保

温，他们有明确的规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他们还发

明了一种既合乎犹太人的戒律，而又可以吃热食的办法。所

以，在安息日开始之前，他们就把各种电炉，电热水壶插上

电源。这天如果他们要喝即溶咖啡，他们仍然有热水。只是

安息日一到就不能往水壶里灌水。但是如果你在安息日以前

把水装满，插好电，你就可以把壶里的热水倒进杯子里冲咖

啡，这个动作就不算作工。但就是不准在安息日把水灌进壶

里去烧。并且在这天不能打开电源开关，所以所有电器都要

在安息日之前把它插好，接通电源。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有一

些有趣的安息日规定。如果你去餐馆吃饭，不可以用现金付

账，只能用信用卡。用现金付账就是不守安息日。但是用信

用卡就可以接受，他们和许多人一样对信用卡有错误的观

念，他们不认为使用信用卡就是在花钱。那真是一种危险的

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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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安息日吃的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都在窥探

祂，看起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花样。 

在祂面前有一个患水臌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回

答说，（路加福音 14：2－3） 

回答什么呢？并没有人问祂任何问题。毫无疑问的，祂一定

看出来这个饭局是一个圈套。安息日应邀吃饭，和他们一起

掰饼，他们竟然把一个患水肿的病人放在祂面前。祂看穿了

他们的诡计，所以耶稣就问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 

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

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

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牠上来呢？”

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路加福音 14：3－6） 

当时的法律条文，的确有一条是关于牛或是驴掉进坑里的条

款。那时侯确实有很多露天的水井，牛或驴掉进去的事，经

常发生。这种事即使发生在安息日，根据法律，人们还是可

以把牲畜拉上来的。这样一来，耶稣就用他们的法律条文处

理眼前的情况，这下子让法利赛人哑口无言，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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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耶稣向在座的每一位讲礼仪。 

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路加福

音 14：7） 

通常在这种宴会上，每张桌子周围放三个枕头靠垫，称为躺

卧三座桌。每桌三个人，中间的那个靠垫就是上座。假如要

请九位客人，那么就要摆三张桌子，每张桌旁中间的靠垫留

给上宾。当然他们坐下的时候，就有点斜靠着枕头，所以称

为躺卧三座桌。中间客人背靠着枕头，身子半躺着吃东西。

耶稣看见大家都在抢中间那个座位，那个上座，那个荣耀

的，显著的位子，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

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

人前来对你说， ‘让座给这一位罢。’你就羞羞惭惭的退

到末位上去了。（路加福音 14：7－9） 

这是多么尴尬的情形，你坐在首位，一个不该你坐的地方。

他们过来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安排你坐这里，请到后面的

桌子坐。所有人都看见你离开那个上座，朝后面的桌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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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

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

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路加福音 14：10－11） 

我认为人的一个最高贵的品德就是谦虚。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往往也是最谦卑的人。我想最谦卑的事就是让神使用你。因

为当你被神用了以后，你才了解你实在什么都不能，因为你

看到这一切都不是你作的，完全是神用你，来成就祂自己的

工作。 

如果你想抬高自己，主的律法说，你必降为卑。因为那些自

卑的，主要使他们升高。接着耶稣转向请客的主人，说，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

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

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

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甚么可报答

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路加福音

1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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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国的律法很有意思。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

有福了！”（路加福音 14：15） 

我认为那个同桌吃饭的人，领悟了耶稣话里的真谛。当耶稣

开始谈论，在神的国度里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我们在

耶稣基督里都是一体的，我们都要一起分享神国的荣耀，这

个人已经看见了神国的光辉，所以他说， 

“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路加福音 14：15） 

耶稣又作了一个比喻，你们看，所有的这些比喻都和应邀赴

宴有关，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正坐在法利赛人安息日的晚宴

上。 

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

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罢！样样都

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

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

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

说，‘我纔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



7 of 25 

路加福音第 14－15章 

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

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仆人说，‘主阿，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

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

尝我的筵席。’”（路加福音 14：16－24） 

在这个比喻里，我想那个邀请人赴宴的，除了神没有别人。

这里指的是羔羊的婚筵。那些借口也正是许多人不到耶稣基

督面前来的借口。第一个人的借口是商业性的，我买了房

子，得去看一看。你们想，什么样的傻瓜不先把房子看好才

买？总之，我忙着生意呢。第二个人说，我忙着工作。工作

比神国重要。我买了五件牛轭，我得试试。什么人买牛轭之

前，不先试试呢？谁买车之前不先试车呢？然后，第三个人

说，哦，我刚结婚，娶了老婆，不能去。为什么他不带妻子

一起去呢？你看他们都开始找借口。借口和原因是不一样

的。有的时候，你会因为没有什么原因，所以才编造一个借

口。但是我要警告你，像班哲明富兰克林所说的，“善于编

借口的人，是一无所长。”那些人开始找各种原因，编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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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口。于是主说，到外面去，到大路上去，领那贫穷的，残

废的，跛脚的来。你看到没有？耶稣应验了向穷人布道的预

言。可是还有空位，那么到路边，篱笆旁强拉他们来，福音

要讲给人听，要迫使他们到神的国来。 

到这里，耶稣很可能起身离开了那个饭局，因为我们看下一

句，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祂转过来对他们说，（路加福音

14：25） 

当祂出来，外面正有许多人等着祂。大群被祂吸引的人跟踪

祂，要听祂讲道。祂正往耶路撒冷去，那些人以为祂去耶路

撒冷是为了推翻罗马政府，建立祂自己的王国。他们也是被

这个想法吸引来的，所以成群结队地跟着祂。他们以为王国

立刻就要成立了。雅各和约翰也说，“主啊，我能坐在你的

右边还是左边，”你们看，他们就已经开始争权夺位了。但

是他们不明白，耶稣不是去耶路撒冷推翻罗马人政府，而是

去耶路撒冷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不应当仅仅因

为它是当时流行的运动而跟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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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一时的属灵运动是肤浅，危险的。“耶稣运动”可悲的

演变成商业和流行风尚的行为，像游行，标语，旗帜等等削

弱了真正的意义。跟随耶稣跟追求流行是不同的。跟随耶

稣，不能因为这是一件很时髦而且大家都这么作的事，所以

你也参加。在当时，那的确是一种流行风潮，所以才有那么

多人跟着耶稣。祂知道这个情形的危险性，所以祂转过身面

对众人，用我们都想不到的严厉口吻，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原文作恨〉爱自己的父

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

的门徒。”（路加福音 14：26） 

我不是要豋基作王，而是要被钉十字架。如果你真的想跟从

我，就得付出代价。你最好估计一下这个代价有多大。 

你们不要误会了，以为耶稣要我们恨父母，因为那恰恰跟福

音所讲的完全相反。 

圣灵的果子就是爱。 

我若说，“我爱神，”却恨我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

爱我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有古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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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约翰一书 4：20） 

那么耶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除非你恨你的父母，兄弟，等

一等！这里所用的只是文法上的比较级。你对耶稣基督的爱

一定要超过你对亲人，家庭和自己的爱，因为你可能会为了

跟随耶稣而失去这些，而且耶稣的跟随者当中确实有许多人

失去了家庭和亲人。有的人决定献身给耶稣基督的时候，就

被他们的家人赶出家门，断绝了关系。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是

这样，很多人发现跟随基督的代价很大，甚至于会牺牲家庭

关系。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不能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些家庭关

系，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作我的门徒。你爱我必须超过你与

其它人的关系。你对我的爱必须高于其它的爱。然后祂继续

说，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路加福音 14：27） 

我不是要被加冕作这世界的王，而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你不甘心情愿背起你的十字架，你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你要是想作我的门徒跟随我，就得考虑这个十字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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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这里提出了当祂门徒的条件，这不是轻轻松松，舒舒

服服就能达到的，相反地，这些条件是很严的。所以你必须

要先衡量一下作门徒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对你是很重要的。

所以耶稣说了两个比喻，强调作门徒所要付出的代价。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路加福音 14：28） 

这个很可能是说，他们盖在自己家葡萄园中间的那种瞭望

楼，甚至直到今天在他们国家也很常见。 

人们一般住在城里，但是在乡下有农场。在春，夏，秋三

季，他们从城里搬到乡下农场，住在自己的果园或是葡萄园

中间的瞭望楼里。这些瞭望楼，第一层是起居室，上到第二

层，就可以居高临下，看到整个果园，以防有人溜进来偷果

子。所以盖这种楼是为保护果园的。耶稣的比喻很可能就是

说这种瞭望楼。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

能呢？”（路加福音 14：28） 

算算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财力来盖。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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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路加福音 14：29－

30） 

一定要预先计算成本，这是很重要的，不要草率行动。耶稣

不希望发起一场流行的运动，而是希望减少跟随祂的人数。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

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么？若是不能，就趁敌

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

甚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路加福音 14：31－33） 

那么你必须要计算成本代价，除非你真的甘心情愿舍弃一

切，否则不能作我的真门徒；除非你自己愿意背起十字架，

否则不能作我的门徒；除非你爱我胜过一切，否则不能作我

的门徒。作门徒的条件是很严的，那些告诉你们，只要信耶

稣，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人是错误的。他们告诉你们所有的问

题都解决了，而你们现在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你们不信耶

稣而产生的。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当你们信了耶

稣，你们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信耶稣不是容易的事，将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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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变得容易。主没有告诉我们，那是件容易的事。祂说那

会是一件困难的事，你们最好坐下来想清楚。不要不知道自

己是不是能够，或者是不是愿意跟随到底，就急着开始了。

你们要先评估好，然后决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愿意付出代价来

完全跟随主。因为除非你们真的愿意放弃一切，否则就不可

能作我的门徒。这是耶稣语重心长的一席话。 

“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甚么叫它再咸呢？或用

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式，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

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 14：34－35） 

那个时代，盐有三个基本用途。首先，它可以当作防腐剂。

当人们宰杀牲畜以后，就必须立刻把肉烤熟，因为他们没有

冰箱。而另外没有烤的肉就用盐来腌。盐有杀菌的效果，能

杀死肉品表面的细菌，因此可以防止肉类腐烂。 

当然，像我们今天一样，盐也被用来作调味品，给食物增添

味道，使食物吃起来更鲜美。没加盐的燕麦粥很平淡，没味

道，但是稍微加点盐，味道就大大的不一样了。我们小的时

候可能都吃过，妈妈忘了放盐的菜吧，真是难吃。洋芋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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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盐就没有味道，想想看一点盐就使洋芋泥变得美味无比，

真是神奇。所以你们就是盐。盐是好东西，但是如果失了

味，就没有用了。 

耶稣在祂早期传道事工的登山宝训里讲到盐，祂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祂说，盐如果失去了味道，怎么才能叫它再咸呢，只有被人

扔掉，踩在脚下，一无所用了。盐好是因为它咸，如果不

咸，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盐的第三个用途就是铺在路上清

除植物。只要把盐撒在路上，杂草就长不出来了，因此可以

保持路上的清爽。所以盐也是除草剂。 

今天你们成为神的孩子，应当在你们生活的周遭成为防腐

剂。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败坏的社会是反教会的。但是你们

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保有一种活力。因为你们活在基督里，

所以要给你周围社会增添一种新鲜的，生动的活力。另外，

盐也会使人口渴，你们要使人们产生对神的干渴。 

第 15章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祂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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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路

加福音 15：1－2） 

你们注意到，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四组人里，大概可以分成两

类。第一类是税吏和罪人。税吏是当时被社会遗弃，最被人

恨恶的人。他们被犹太人看作奸商和卖国贼。常常和罪人归

为一类。所以税吏和罪人聚在一起听耶稣讲道。让人惊奇的

是很多税吏被耶稣所吸引住。马太曾经是一个税吏，后来被

呼召作耶稣的门徒。他离开了收税的职业，来跟随耶稣。撒

该也是一个税吏，在他遇到耶稣之后，他说，你看吧，我要

把我所有的一半捐出来（税吏都很有钱），我把所有的一半

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显然今

天救恩到了这个家。”税吏和罪人被耶稣所吸引，聚在一起

来听道。但是其它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却聚在一起找碴。他们

想找耶稣的麻烦，找漏洞，挑错，好抓住把柄告祂。于是他

们就低声议论说，“祂接待罪人，并且跟他们吃饭。”他们

以为自己是在责备耶稣，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赞美这荣耀的

福音。耶稣接纳罪人，所以你们能和耶稣成为一体。约翰

说， 



16 of 25 

路加福音第 14－15章 

我们所看所听到的，我们传给你们，你们可以和我们结

盟，我们乃是与圣父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

一书 1：3） 

耶稣不但接待罪人，并且跟他们一起吃饭。祂与他们打成一

片。祂与他们蘸同样的汁，吃同样的饼。祂完全的接纳他

们。是的，感谢神祂这样做，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盼望。 

在这儿我们看到有些人渴慕来听祂的道；但是有些人是来挑

毛病的，找借口定祂的罪。 

假设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是正直公义的人，会是什么样的

情形呢？当罪人接受了福音，他们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当我

们看见罪人悔改得救，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看见

葛理翰牧师的布道会，成千上万的人要来接受耶稣基督，但

是却有人说，“虽然这样，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坚持到底的

跟随主呢？”他们就是有那种酸葡萄的心理，他们不是说，

“啊，赞美主，荣耀归于主，我真高兴有那么多人接受

主。”他们时时刻刻准备挑毛病，还说他传的是廉价福音这

类的话。当我在全国各地传福音，成千上百的嬉皮都信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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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就有牧师来跟我说，“我看到你给嬉皮施洗的照片，可

是他们的长头发什么时候才剪啊？”而不是说，“我看到照

片了，哇，一千个年轻人受洗，多么荣耀，感谢神，赞美

神，太感动了。”他们就想挑点错出来，而且他们对主接受

罪人也不是很高兴。他们就有那种酸葡萄心理，嫉妒得不得

了。 

耶稣就用比喻，说，（路加福音 15：3） 

对谁说？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为的是回答他们尖酸的评

论。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

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

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罢！’”

（路加福音 15：4－6） 

所以当你找到了走失的羊，邻居们都会替你高兴。“和我一

起欢喜吧，我找到了走失的羊。”然后耶稣对你们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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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

加福音 15：7） 

当世人在问他们什么时候剪掉长头发的时候，天上的天使们

正在欢欣雀跃，高兴得庆祝那些迷失的羊被找回来了。 

天上也充满喜乐。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

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么？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

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

一同欢喜罢。’”（路加福音 15：8－9）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

样为他欢喜。”（路加福音 15：10） 

找到遗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自然反应一定是很高兴。主

告诉我们即使只是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

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

他们。”（路加福音 15：11－12） 

根据他们的法律，如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要分三分之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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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小儿子只得三分之一。当时的法律就是这样。常常，

如果父亲想要退休，就在去世之前把财产分给儿子们。一旦

父亲过世，财产就自动归儿子们所有。但是这个人的小儿子

竟然胆敢到父亲面前说，父亲，我要你现在就把遗产分给

我。于是父亲就把小儿子的那一份分给了他。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

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

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

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路

加福音 15：13－15） 

当然犹太人是禁止做这种工作的。因为，“喂猪的人是受诅

咒的。”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

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

这里饿死么？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

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

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罢。”’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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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

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

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

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路加福音 15：16

－22） 

脚上的鞋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因为奴隶是没有鞋穿的。只

有家里的成员，只有儿子可以穿鞋。主人从来不给奴隶鞋子

穿。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奴隶制度下黑人灵歌里唱道，“啊，

你得到了鞋子，我得到了鞋子，所有神的孩子到了天堂，都

得到了鞋子。我要穿上我的鞋子，从此不再是奴隶。我是儿

子，神的儿子。”这首圣歌表达了他们期待有一天能穿鞋

子。他们将在神的国里，被称为神的儿子。不给奴隶鞋子穿

是以前奴隶制度下的一种作法。 

儿子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把我看作一个仆人

吧。”父亲不等他说完，就说，“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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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路加福音 15：23－24）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

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甚么事。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

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

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事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

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

他宰了肥牛犊。’”（路加福音 15：25－30） 

讲到这里才是比喻的关键之处。虽然它包含很多道理，这个

比喻实际上是针对法利赛人的。前面的三个比喻一层层的深

入。在每个比喻当中，都有某件东西失而复得。失而复得的

结果是欢喜快乐。耶稣接受罪人，这句话并不是贬低人的意

思，反而应该用欢喜庆幸的语气来说。耶稣接受罪人，欢喜

吧，朋友，我们都有希望。耶稣接受罪人，法利赛人却没有

欢喜的语调，他们这话是在贬耶稣，“祂接受罪人，还和他

们吃饭。”找到你所掉的东西，人们的自然反应难道不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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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吗？法利赛人却忿忿不平。他们在责备，在冷眼旁观，说

三道四。因此耶稣才讲了三个故事，并且在第三个故事里，

还加进了大儿子，和他对父亲庆祝弟弟回来的态度。父亲接

受了罪人。而他却在一边闹情绪，闷闷不乐。我绝不和你们

一起庆祝，你从没有这么对待过我。他的怒气，不快乐全都

是因为父亲接纳了这个罪人，这个浪子。 

弟弟跑出去和娼妓鬼混，花光了财产。他是一个罪人。现在

他回来了，你倒大摆酒席欢迎他。这正是法利赛人表现出来

的心态。我觉得父亲的话很有意思。 

父亲对他说，“儿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

是你的。”（路加福音 15：31） 

你看，小儿子已经拿走了他的财产。所以剩下的一切都是大

儿子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摆酒席欢喜庆祝都是

必要的， 

“因为你的兄弟死而复生了。”（路加福音 15：24） 

他迷失了，现在回来，正是因为主接受罪人并和他们吃饭。

失而复得了。耶稣说，“我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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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常常听到关于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精彩讲道。但很少有

人能讲出这个比喻真正的含意来。这里的含意，不仅仅是父

亲高兴地接受了曾经迷失的儿子，它的原意是指法利赛人对

耶稣接受罪人，并且和他们一起吃饭，这是多么的不应该。

他们不应该生气，应当欢喜才对。 

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对神接纳罪人的举动，而怀有法

利赛人的态度，也许现在祂正在，其它地方的教会接纳罪

人，而不是在我们这里，事实上，祂在哪里接受罪人并不重

要，重要地是我们应该为祂的工作欢喜。让我们祈求神，给

每个教会带来灵里的大复兴。让我们避免心胸狭窄的短见，

不要只为我们各各他山教会祈求神的祝福。因为神知道我们

教会不可能容纳所有的罪人。但是让我们诚心的祈求神，让

所有属祂的教会复兴，让罪人都来到耶稣面前，让主在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罪人悔改，让浸信会，卫理公会，路德

会，长老会等等都复兴起来。让我们祈祷，神在所有的教会

都能接纳罪人。让神的圣灵在每个地方工作。 

如果我们听到哪里的教会复兴，让我们不要挑他们教义，信

条，和观点的毛病。主啊，不要让我们因为他们没有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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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去作，就不要他们服事。耶稣说，你们不应该那样

作，因为他们要是在那以我的名义行事，他们就不是在反对

我们；不要阻止他们。神把我们从狭窄的宗派主义，从法利

赛人那种态度中解脱出来，让我们同存着信靠同一位耶稣的

心，欢喜庆幸主接受罪人并和他们吃饭。 

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接纳我们这些罪

人，让我们享有和你一同坐席的荣耀和喜乐。让我们和你有

相同的眼光，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或是借着谁作，让我

们一同欢喜庆祝。主啊，让我们远离那种把你的工作只限定

在我们的教会里，以及把你的祝福只给我们自己的狭窄思

想。主啊，让我们寻求，并且祈祷把你的祝福临到所有追求

你的名，和你的真道的人身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下次我们要接着讲路加福音第十六，十七章。第十六章，耶

稣讲关于地狱，就是那个在地球中心的地方，那是很有意思

的话题。我们下次再来谈地狱，把耶稣说的和耶和华见证人

所说的做一个对比。你们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愿意相信耶

稣，或是相信耶和华见证人。但是我已经作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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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们天天跟随祂，愿祂祝福你，保护

你。愿祂的恩手赐褔给你，引领你，愿你走在祂的旨意里。

奉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