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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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 (各各他教會) 

請大家打開聖經，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這一章講的是耶穌在安息日那天，接受一個法利賽人的邀

請，到他家去吃晚飯，以及耶穌和大家的交談，還有耶穌談

論禮儀的神國命令的話題。 

安息日，耶穌到一個法利賽人的首領家裡去喫飯，他們就

窺探祂。（路加福音 14：1）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耶穌明明知道他們想要抓祂，但是祂

仍然接受了這個邀請。我們看到，耶穌總是很樂意接受吃飯

的邀請。祂甚至還跟撒該說，“下來吧，撒該，我想到你家

吃飯。” 

另外在啟示錄，耶穌， 

“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

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 我一同坐席。”(啟示錄 3：20)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猶太文化裏吃的重要性。吃象徵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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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穌盼望和我們打成一片。 

安息日吃的跟平常吃的不同。所有的食物都要預先準備好。

因為安息日不可以生火。所以如果你想吃熱的東西，就要在

安息日之前做好，然後想辦法保溫。那個時候，把食物保

溫，他們有明確的規定，什麼不能做，什麼能做。他們還發

明了一種既合乎猶太人的戒律，而又可以吃熱食的辦法。所

以，在安息日開始之前，他們就把各種電爐，電熱水壺插上

電源。這天如果他們要喝即溶咖啡，他們仍然有熱水。只是

安息日一到就不能往水壺裏灌水。但是如果你在安息日以前

把水裝滿，插好電，你就可以把壺裏的熱水倒進杯子裏沖咖

啡，這個動作就不算作工。但就是不准在安息日把水灌進壺

裏去燒。並且在這天不能打開電源開關，所以所有電器都要

在安息日之前把它插好，接通電源。直到今天他們仍然有一

些有趣的安息日規定。如果你去餐館吃飯，不可以用現金付

賬，只能用信用卡。用現金付賬就是不守安息日。但是用信

用卡就可以接受，他們和許多人一樣對信用卡有錯誤的觀

念，他們不認為使用信用卡就是在花錢。那真是一種危險的

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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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安息日吃的跟平常是不一樣的。而且他們都在窺探

祂，看起來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花樣。 

在祂面前有一個患水臌的人。耶穌對律法師和法利賽人回

答說，（路加福音 14：2－3） 

回答什麼呢？並沒有人問祂任何問題。毫無疑問的，祂一定

看出來這個飯局是一個圈套。安息日應邀吃飯，和他們一起

掰餅，他們竟然把一個患水腫的病人放在祂面前。祂看穿了

他們的詭計，所以耶穌就問律法師和法利賽人說， 

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們卻不言語。

耶穌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

有驢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裡，不立時拉牠上來呢？”

他們不能對答這話。（路加福音 14：3－6） 

當時的法律條文，的確有一條是關於牛或是驢掉進坑裏的條

款。那時侯確實有很多露天的水井，牛或驢掉進去的事，經

常發生。這種事即使發生在安息日，根據法律，人們還是可

以把牲畜拉上來的。這樣一來，耶穌就用他們的法律條文處

理眼前的情況，這下子讓法利賽人啞口無言，無話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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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耶穌向在座的每一位講禮儀。 

耶穌見所請的客揀擇首位，就用比喻對他們說，（路加福

音 14：7） 

通常在這種宴會上，每張桌子周圍放三個枕頭靠墊，稱為躺

臥三座桌。每桌三個人，中間的那個靠墊就是上座。假如要

請九位客人，那麼就要擺三張桌子，每張桌旁中間的靠墊留

給上賓。當然他們坐下的時候，就有點斜靠著枕頭，所以稱

為躺臥三座桌。中間客人背靠著枕頭，身子半躺著吃東西。

耶穌看見大家都在搶中間那個座位，那個上座，那個榮耀

的，顯著的位子， 

就用比喻對他們說，“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

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貴的客，被他請來；那請你們的

人前來對你說， ‘讓座給這一位罷。’你就羞羞慚慚的退

到末位上去了。（路加福音 14：7－9） 

這是多麼尷尬的情形，你坐在首位，一個不該你坐的地方。

他們過來說，很抱歉，我們沒有安排你坐這裏，請到後面的

桌子坐。所有人都看見你離開那個上座，朝後面的桌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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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請的時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

你說，‘朋友，請上座。’那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

彩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路加福音 14：10－11） 

我認為人的一個最高貴的品德就是謙虛。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往往也是最謙卑的人。我想最謙卑的事就是讓神使用你。因

為當你被神用了以後，你才了解你實在什麼都不能，因為你

看到這一切都不是你作的，完全是神用你，來成就祂自己的

工作。 

如果你想抬高自己，主的律法說，你必降為卑。因為那些自

卑的，主要使他們升高。接著耶穌轉向請客的主人，說， 

耶穌又對請他的人說，“你擺設午飯或晚飯，不要請你的

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怕他們也請你，你

就得了報答。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

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

你。到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路加福音

1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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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國的律法很有意思。 

同席的有一人聽見這話，就對耶穌說，“在神國裡喫飯的

有福了！”（路加福音 14：15） 

我認為那個同桌吃飯的人，領悟了耶穌話裏的真諦。當耶穌

開始談論，在神的國度裏人人平等，沒有高低貴賤，我們在

耶穌基督裏都是一體的，我們都要一起分享神國的榮耀，這

個人已經看見了神國的光輝，所以他說， 

“在神國裡喫飯的有福了。”（路加福音 14：15） 

耶穌又作了一個比喻，你們看，所有的這些比喻都和應邀赴

宴有關，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正坐在法利賽人安息日的晚宴

上。 

耶穌對他說，“有一人擺設大筵席，請了許多客。到了坐

席的時候，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說，‘請來罷！樣樣都

齊備了。’眾人一口同音的推辭。頭一個說，‘我買了一

塊地，必須去看看。請你准我辭了。’又有一個說，‘我

買了五對牛，要去試一試。請你准我辭了。’又有一個

說，‘我纔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僕人回來，把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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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告訴了主人。家主就動怒，對僕人說，‘快出去到城裡

大街小巷，領那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來。’

僕人說，‘主阿，你所吩咐的已經辦了，還有空座。’主

人對僕人說，‘你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裡，勉強人進來，

坐滿我的屋子。我告訴你們，先前所請的人，沒有一個得

嘗我的筵席。’”（路加福音 14：16－24） 

在這個比喻裏，我想那個邀請人赴宴的，除了神沒有別人。

這裏指的是羔羊的婚筵。那些藉口也正是許多人不到耶穌基

督面前來的藉口。第一個人的藉口是商業性的，我買了房

子，得去看一看。你們想，什麼樣的傻瓜不先把房子看好才

買？總之，我忙著生意呢。第二個人說，我忙著工作。工作

比神國重要。我買了五件牛軛，我得試試。什麼人買牛軛之

前，不先試試呢？誰買車之前不先試車呢？然後，第三個人

說，哦，我剛結婚，娶了老婆，不能去。為什麼他不帶妻子

一起去呢？你看他們都開始找藉口。藉口和原因是不一樣

的。有的時候，你會因為沒有什麼原因，所以才編造一個藉

口。但是我要警告你，像班哲明富蘭克林所說的，“善於編

藉口的人，是一無所長。”那些人開始找各種原因，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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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口。於是主說，到外面去，到大路上去，領那貧窮的，殘

廢的，跛腳的來。你看到沒有？耶穌應驗了向窮人佈道的預

言。可是還有空位，那麼到路邊，籬笆旁強拉他們來，福音

要講給人聽，要迫使他們到神的國來。 

到這裡，耶穌很可能起身離開了那個飯局，因為我們看下一

句，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祂轉過來對他們說，（路加福音

14：25） 

當祂出來，外面正有許多人等著祂。大群被祂吸引的人跟蹤

祂，要聽祂講道。祂正往耶路撒冷去，那些人以為祂去耶路

撒冷是為了推翻羅馬政府，建立祂自己的王國。他們也是被

這個想法吸引來的，所以成群結隊地跟著祂。他們以為王國

立刻就要成立了。雅各和約翰也說，“主啊，我能坐在你的

右邊還是左邊，”你們看，他們就已經開始爭權奪位了。但

是他們不明白，耶穌不是去耶路撒冷推翻羅馬人政府，而是

去耶路撒冷受死，被釘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們不應當僅僅因

為它是當時流行的運動而跟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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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一時的屬靈運動是膚淺，危險的。“耶穌運動”可悲的

演變成商業和流行風尚的行為，像遊行，標語，旗幟等等削

弱了真正的意義。跟隨耶穌跟追求流行是不同的。跟隨耶

穌，不能因為這是一件很時髦而且大家都這麼作的事，所以

你也參加。在當時，那的確是一種流行風潮，所以才有那麼

多人跟著耶穌。祂知道這個情形的危險性，所以祂轉過身面

對眾人，用我們都想不到的嚴厲口吻，對他們說，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原文作恨〉愛自己的父

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

的門徒。”（路加福音 14：26） 

我不是要豋基作王，而是要被釘十字架。如果你真的想跟從

我，就得付出代價。你最好估計一下這個代價有多大。 

你們不要誤會了，以為耶穌要我們恨父母，因為那恰恰跟福

音所講的完全相反。 

聖靈的果子就是愛。 

我若說，“我愛神，”卻恨我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

愛我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有古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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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愛沒有看見的神呢？〕（約翰一書 4：20） 

那麼耶穌這話是什麼意思呢，除非你恨你的父母，兄弟，等

一等！這裡所用的只是文法上的比較級。你對耶穌基督的愛

一定要超過你對親人，家庭和自己的愛，因為你可能會為了

跟隨耶穌而失去這些，而且耶穌的跟隨者當中確實有許多人

失去了家庭和親人。有的人決定獻身給耶穌基督的時候，就

被他們的家人趕出家門，斷絕了關係。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是

這樣，很多人發現跟隨基督的代價很大，甚至於會犧牲家庭

關係。但是耶穌說如果你不能心甘情願地放棄這些家庭關

係，你就沒有辦法真正的作我的門徒。你愛我必須超過你與

其它人的關係。你對我的愛必須高於其它的愛。然後祂繼續

說，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路加福音 14：27） 

我不是要被加冕作這世界的王，而是要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你不甘心情願背起你的十字架，你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你要是想作我的門徒跟隨我，就得考慮這個十字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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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這裡提出了當祂門徒的條件，這不是輕輕鬆鬆，舒舒

服服就能達到的，相反地，這些條件是很嚴的。所以你必須

要先衡量一下作門徒所要付出的代價，這對你是很重要的。

所以耶穌說了兩個比喻，強調作門徒所要付出的代價。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路加福音 14：28） 

這個很可能是說，他們蓋在自己家葡萄園中間的那種瞭望

樓，甚至直到今天在他們國家也很常見。 

人們一般住在城裏，但是在鄉下有農場。在春，夏，秋三

季，他們從城裏搬到鄉下農場，住在自己的果園或是葡萄園

中間的瞭望樓裏。這些瞭望樓，第一層是起居室，上到第二

層，就可以居高臨下，看到整個果園，以防有人溜進來偷果

子。所以蓋這種樓是為保護果園的。耶穌的比喻很可能就是

說這種瞭望樓。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

能呢？”（路加福音 14：28） 

算算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財力來蓋。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



12 of 25 

路加福音第 14－15章 

‘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路加福音 14：29－

30） 

一定要預先計算成本，這是很重要的，不要草率行動。耶穌

不希望發起一場流行的運動，而是希望減少跟隨祂的人數。 

“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

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麼？若是不能，就趁敵

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這樣，你們無論

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路加福音 14：31－33） 

那麼你必須要計算成本代價，除非你真的甘心情願捨棄一

切，否則不能作我的真門徒；除非你自己願意背起十字架，

否則不能作我的門徒；除非你愛我勝過一切，否則不能作我

的門徒。作門徒的條件是很嚴的，那些告訴你們，只要信耶

穌，就可以高枕無憂的人是錯誤的。他們告訴你們所有的問

題都解決了，而你們現在一切的問題，都是因為你們不信耶

穌而產生的。但是，我告訴你，很多時候，當你們信了耶

穌，你們的問題才剛剛開始。信耶穌不是容易的事，將來也



13 of 25 

路加福音第 14－15章 

不會變得容易。主沒有告訴我們，那是件容易的事。祂說那

會是一件困難的事，你們最好坐下來想清楚。不要不知道自

己是不是能夠，或者是不是願意跟隨到底，就急著開始了。

你們要先評估好，然後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願意付出代價來

完全跟隨主。因為除非你們真的願意放棄一切，否則就不可

能作我的門徒。這是耶穌語重心長的一席話。 

“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或用

在田裡，或堆在糞裡，都不合式，只好丟在外面。有耳可

聽的，就應當聽。”（路加福音 14：34－35） 

那個時代，鹽有三個基本用途。首先，它可以當作防腐劑。

當人們宰殺牲畜以後，就必須立刻把肉烤熟，因為他們沒有

冰箱。而另外沒有烤的肉就用鹽來醃。鹽有殺菌的效果，能

殺死肉品表面的細菌，因此可以防止肉類腐爛。 

當然，像我們今天一樣，鹽也被用來作調味品，給食物增添

味道，使食物吃起來更鮮美。沒加鹽的燕麥粥很平淡，沒味

道，但是稍微加點鹽，味道就大大的不一樣了。我們小的時

候可能都吃過，媽媽忘了放鹽的菜吧，真是難吃。洋芋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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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鹽就沒有味道，想想看一點鹽就使洋芋泥變得美味無比，

真是神奇。所以你們就是鹽。鹽是好東西，但是如果失了

味，就沒有用了。 

耶穌在祂早期傳道事工的登山寶訓裏講到鹽，祂說， 

你們是世上的鹽。 

祂說，鹽如果失去了味道，怎麼才能叫它再鹹呢，只有被人

扔掉，踩在腳下，一無所用了。鹽好是因為它鹹，如果不

鹹，就一點價值也沒有了。鹽的第三個用途就是舖在路上清

除植物。只要把鹽撒在路上，雜草就長不出來了，因此可以

保持路上的清爽。所以鹽也是除草劑。 

今天你們成為神的孩子，應當在你們生活的週遭成為防腐

劑。今天我們所處的這個敗壞的社會是反教會的。但是你們

不論走到哪裡，都要保有一種活力。因為你們活在基督裏，

所以要給你周圍社會增添一種新鮮的，生動的活力。另外，

鹽也會使人口渴，你們要使人們產生對神的乾渴。 

第 15章 

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祂講道。法利賽人和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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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議論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喫飯。”（路

加福音 15：1－2） 

你們注意到，這些聚集在一起的四組人裏，大概可以分成兩

類。第一類是稅吏和罪人。稅吏是當時被社會遺棄，最被人

恨惡的人。他們被猶太人看作奸商和賣國賊。常常和罪人歸

為一類。所以稅吏和罪人聚在一起聽耶穌講道。讓人驚奇的

是很多稅吏被耶穌所吸引住。馬太曾經是一個稅吏，後來被

呼召作耶穌的門徒。他離開了收稅的職業，來跟隨耶穌。撒

該也是一個稅吏，在他遇到耶穌之後，他說，你看吧，我要

把我所有的一半捐出來（稅吏都很有錢），我把所有的一半

給窮人；我如果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耶穌說，“顯然今

天救恩到了這個家。”稅吏和罪人被耶穌所吸引，聚在一起

來聽道。但是其它的法利賽人和文士卻聚在一起找碴。他們

想找耶穌的麻煩，找漏洞，挑錯，好抓住把柄告祂。於是他

們就低聲議論說，“祂接待罪人，並且跟他們吃飯。”他們

以為自己是在責備耶穌，但實際上，他們是在讚美這榮耀的

福音。耶穌接納罪人，所以你們能和耶穌成為一體。約翰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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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看所聽到的，我們傳給你們，你們可以和我們結

盟，我們乃是與聖父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翰

一書 1：3） 

耶穌不但接待罪人，並且跟他們一起吃飯。祂與他們打成一

片。祂與他們蘸同樣的汁，吃同樣的餅。祂完全的接納他

們。是的，感謝神祂這樣做，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有盼望。 

在這兒我們看到有些人渴慕來聽祂的道；但是有些人是來挑

毛病的，找藉口定祂的罪。 

假設那些法利賽人和文士都是正直公義的人，會是什麼樣的

情形呢？當罪人接受了福音，他們會採取什麼態度呢？當我

們看見罪人悔改得救，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我們看見

葛理翰牧師的佈道會，成千上萬的人要來接受耶穌基督，但

是卻有人說，“雖然這樣，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堅持到底的

跟隨主呢？”他們就是有那種酸葡萄的心理，他們不是說，

“啊，讚美主，榮耀歸於主，我真高興有那麼多人接受

主。”他們時時刻刻準備挑毛病，還說他傳的是廉價福音這

類的話。當我在全國各地傳福音，成千上百的嬉皮都信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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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就有牧師來跟我說，“我看到你給嬉皮施洗的照片，可

是他們的長頭髮什麼時候才剪啊？”而不是說，“我看到照

片了，哇，一千個年輕人受洗，多麼榮耀，感謝神，讚美

神，太感動了。”他們就想挑點錯出來，而且他們對主接受

罪人也不是很高興。他們就有那種酸葡萄心理，嫉妒得不得

了。 

耶穌就用比喻，說，（路加福音 15：3） 

對誰說？對法利賽人和文士說，為的是回答他們尖酸的評

論。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

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找著了，就歡歡喜

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裡。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

‘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罷！’”

（路加福音 15：4－6） 

所以當你找到了走失的羊，鄰居們都會替你高興。“和我一

起歡喜吧，我找到了走失的羊。”然後耶穌對你們說，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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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路

加福音 15：7） 

當世人在問他們什麼時候剪掉長頭髮的時候，天上的天使們

正在歡欣雀躍，高興得慶祝那些迷失的羊被找回來了。 

天上也充滿喜樂。 

“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燈，打

掃屋子，細細的找，直到找著麼？找著了，就請朋友鄰舍

來，對他們說，‘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

一同歡喜罷。’”（路加福音 15：8－9）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

樣為他歡喜。”（路加福音 15：10） 

找到遺失的東西的時候，我們的自然反應一定是很高興。主

告訴我們即使只是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為他歡喜。 

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說，‘父

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

他們。”（路加福音 15：11－12） 

根據他們的法律，如果有兩個兒子，大兒子要分三分之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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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小兒子只得三分之一。當時的法律就是這樣。常常，

如果父親想要退休，就在去世之前把財產分給兒子們。一旦

父親過世，財產就自動歸兒子們所有。但是這個人的小兒子

竟然膽敢到父親面前說，父親，我要你現在就把遺產分給

我。於是父親就把小兒子的那一份分給了他。 

“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

來，往遠方去了。在那裡任意放蕩，浪費資財。既耗盡了

一切所有的，又遇著那地方大遭饑荒，就窮苦起來。於是

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路

加福音 15：13－15） 

當然猶太人是禁止做這種工作的。因為，“餵豬的人是受詛

咒的。” 

“他恨不得拿豬所喫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他醒悟

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

這裡餓死麼？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向他說，“父

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

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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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去。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

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卻

吩咐僕人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

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路加福音 15：16

－22） 

腳上的鞋是有相當重要意義的，因為奴隸是沒有鞋穿的。只

有家裏的成員，只有兒子可以穿鞋。主人從來不給奴隸鞋子

穿。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奴隸制度下黑人靈歌裏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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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不再是奴隸。我是兒

子，神的兒子。”這首聖歌表達了他們期待有一天能穿鞋

子。他們將在神的國裏，被稱為神的兒子。不給奴隸鞋子穿

是以前奴隸制度下的一種作法。 

兒子說，“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就把我看作一個僕人

吧。”父親不等他說完，就說，“把鞋穿在他腳上。” 

“’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喫喝快樂；因為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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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路加福音 15：23－24）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裡。他回來離家不遠，聽見作樂跳

舞的聲音，便叫過一個僕人來，問是甚麼事。僕人說，

‘你兄弟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的回來，把肥牛

犢宰了。’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就出來勸

他。他對父親說，‘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

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

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為

他宰了肥牛犢。’”（路加福音 15：25－30） 

講到這裡才是比喻的關鍵之處。雖然它包含很多道理，這個

比喻實際上是針對法利賽人的。前面的三個比喻一層層的深

入。在每個比喻當中，都有某件東西失而復得。失而復得的

結果是歡喜快樂。耶穌接受罪人，這句話並不是貶低人的意

思，反而應該用歡喜慶幸的語氣來說。耶穌接受罪人，歡喜

吧，朋友，我們都有希望。耶穌接受罪人，法利賽人卻沒有

歡喜的語調，他們這話是在貶耶穌，“祂接受罪人，還和他

們吃飯。”找到你所掉的東西，人們的自然反應難道不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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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嗎？法利賽人卻忿忿不平。他們在責備，在冷眼旁觀，說

三道四。因此耶穌才講了三個故事，並且在第三個故事裏，

還加進了大兒子，和他對父親慶祝弟弟回來的態度。父親接

受了罪人。而他卻在一邊鬧情緒，悶悶不樂。我絕不和你們

一起慶祝，你從沒有這麼對待過我。他的怒氣，不快樂全都

是因為父親接納了這個罪人，這個浪子。 

弟弟跑出去和娼妓鬼混，花光了財產。他是一個罪人。現在

他回來了，你倒大擺酒席歡迎他。這正是法利賽人表現出來

的心態。我覺得父親的話很有意思。 

父親對他說，“兒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

是你的。”（路加福音 15：31） 

你看，小兒子已經拿走了他的財產。所以剩下的一切都是大

兒子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們擺酒席歡喜慶祝都是

必要的， 

“因為你的兄弟死而復生了。”（路加福音 15：24） 

他迷失了，現在回來，正是因為主接受罪人並和他們吃飯。

失而復得了。耶穌說，“我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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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常常聽到關於這個浪子回頭的故事的精彩講道。但很少有

人能講出這個比喻真正的含意來。這裡的含意，不僅僅是父

親高興地接受了曾經迷失的兒子，它的原意是指法利賽人對

耶穌接受罪人，並且和他們一起吃飯，這是多麼的不應該。

他們不應該生氣，應當歡喜才對。 

願神幫助我們，讓我們不要對神接納罪人的舉動，而懷有法

利賽人的態度，也許現在祂正在，其它地方的教會接納罪

人，而不是在我們這裏，事實上，祂在哪裡接受罪人並不重

要，重要地是我們應該為祂的工作歡喜。讓我們祈求神，給

每個教會帶來靈裏的大復興。讓我們避免心胸狹窄的短見，

不要只為我們各各他教會祈求神的祝福。因為神知道我們教

會不可能容納所有的罪人。但是讓我們誠心的祈求神，讓所

有屬祂的教會復興，讓罪人都來到耶穌面前，讓主在世界的

每一個角落，都有罪人悔改，讓浸信會，衛理公會，路德

會，長老會等等都復興起來。讓我們祈禱，神在所有的教會

都能接納罪人。讓神的聖靈在每個地方工作。 

如果我們聽到哪裡的教會復興，讓我們不要挑他們教義，信

條，和觀點的毛病。主啊，不要讓我們因為他們沒有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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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去作，就不要他們服事。耶穌說，你們不應該那樣

作，因為他們要是在那以我的名義行事，他們就不是在反對

我們；不要阻止他們。神把我們從狹窄的宗派主義，從法利

賽人那種態度中解脫出來，讓我們同存著信靠同一位耶穌的

心，歡喜慶幸主接受罪人並和他們吃飯。 

讓我們來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感謝您接納我們這些罪

人，讓我們享有和你一同坐席的榮耀和喜樂。讓我們和你有

相同的眼光，不論你在什麼地方工作，或是藉著誰作，讓我

們一同歡喜慶祝。主啊，讓我們遠離那種把你的工作只限定

在我們的教會裏，以及把你的祝福只給我們自己的狹窄思

想。主啊，讓我們尋求，並且祈禱把你的祝福臨到所有追求

你的名，和你的真道的人身上。這樣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

名，阿門。 

下次我們要接著講路加福音第十六，十七章。第十六章，耶

穌講關於地獄，就是那個在地球中心的地方，那是很有意思

的話題。我們下次再來談地獄，把耶穌說的和耶和華見證人

所說的做一個對比。你們可以自己決定是不是願意相信耶

穌，或是相信耶和華見證人。但是我已經作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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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與你們同在，願你們天天跟隨祂，願祂祝福你，保護

你。願祂的恩手賜褔給你，引領你，願你走在祂的旨意裏。

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