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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背景 ─ 1. 耶穌的歷史背景
 耶穌以誇張、對比性強、口語化的比喻，來教導屬靈真理
耶穌以誇張 對比性強 口語化的比喻 來教導屬靈真理
 這個比喻當中，是用猶太人所熟知舊約當中
「陰間 的題旨 來 應法利賽人的挑戰
「陰間」的題旨，來回應法利賽人的挑戰
2. 路加寫作的歷史背景
路加是外邦的醫生，新約作者中唯一的外邦人，
與保羅同工，寫作路加福音、使徒行傳，
 引導我們看見主後六十年代，保羅如何宣揚福音
 寫下耶穌生平，在外邦世界中傳遞耶穌是普世人的救主
寫下耶穌生平 在外邦 界中傳遞耶穌是普
的
外邦人是路加福音的主要寫作對象，
 路加福音往往會避免採用外邦人難以理解的猶太術語
 這個比喻，卻是路加少有富有猶太色彩的背景，
襯托出神國福音，
由猶太人轉向外邦人神國福音的大逆轉

二、文意脈絡 ─ 1. 橫向思考
其他的福音書有沒有類似的比喻？
 這個比喻是路加獨家報導，
其他的福音書都沒有出現
 四卷福音書一共有大概三十五個比喻，
其中有十九個比喻是路加獨有
2. 縱向思考
路十六 主耶穌基督做的教導，是在猶太後期、
比利亞的 作 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比利亞的工作，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許多的比喻，看見主耶穌說話有大能
 當祂走向耶路撒冷，遇見非常多反對的勢力
當祂走向耶路撒冷 遇見非常多反對的勢力
路加整篇的寫作當中，
十二章 也曾經出現
也曾經出現一個無知的財主，
個無知的財主，
用財主來寫作、講述比喻，出現過兩次。

整段經文 十五到十七章 前後共有六個比喻…
神的恩典「歡喜」

人的責任，對門徒的訓誨

三個失而復得的比喻

三個管家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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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家 財主的
事奉的
的交帳 悲慘下場 正確態度

耶穌面對與法利賽人的挑戰衝突

十五 法利賽人不贊同耶穌跟稅吏、罪人在一起，

神的國度當中為著悔改的罪人歡喜，
神的國度當中為著悔改的罪人歡喜
對比於法利賽人的不歡喜
 法利賽人就是浪子比喻當中的大兒子 ─
不參與神的歡喜，
甚至因著神的恩典而開始與耶穌產生衝突


比喻解釋四個步驟
1 確定屬於那
1.
確定屬於那一種生活經驗
種生活經驗 ─ 這段是一個故事體裁，
這段是 個故事體裁
可以用敘事文學的分析來看看這一段經文…
財主 ─ 沒有記下名字

角色描寫

討飯的拉撒路 ─ 有名字

天天奢華宴樂
穿紫袍、細麻衣
財主的門裡
埋葬了

故事場景
食
生
衣
住
前
死亡

財主桌上掉下的零碎充飢
渾身生瘡、狗來舔瘡
放在財主門口
草草的死了

享福 生前「豪門」相隔 受苦
死後「深淵」相隔
死後
深淵」相隔
在火燄裡極其痛苦
指望打發拉撒路，
用指尖蘸水、涼涼舌頭

死 遭遇
後 食

被天使放在
亞伯拉罕懷裡得安慰

耶穌轉向對門徒 ─ 智慧管家交帳的比喻
 1 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管家…」
耶穌又對門徒說：「有 個財主的管家
 14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聽見這一切話，就嗤笑耶穌
 15-18 耶穌有一段講論、評注
耶穌有 段講論 評注
 19-31 財主悲慘下場的比喻
 十七1-4 耶穌又對門徒說…絆倒人的有禍了，
耶穌又對門徒說 絆倒 的有禍了，
就算有人得罪你，一天得罪你七次，
有 次 轉 你總要饒恕
有七次回轉，你總要饒恕他
 十七5-10 門徒問耶穌 ─ 怎樣加增我們的信心？
耶穌 講 個比喻 我 所做
耶穌又講一個比喻，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本分應做的
本 應做

十六章

連串比喻中看到 ─ 神的恩典、人的責任，
一連串比喻中看到
耶穌 一方面處理跟法利賽人的衝突，
方面教導門徒
方面強調恩典
一方面教導門徒、一方面強調恩典，
又引導門徒在恩典當中來承擔責任…

用故事場景、角色描寫、結構佈局、敘事手法，
來看這個比喻 耶穌用口語化的對比模式
來看這個比喻，耶穌用口語化的對比模式，
讓我們看見這個生活經驗當中，對比 ─
 財主只顧自己的奢華生活，卻不顧念窮人
財主只顧自己的奢華生活 卻不顧念窮人
 窮人在世只有狗來舔他的瘡、財主不顧他，
可是在死後 在永恆當中 卻是蒙眷顧 蒙祝福的
可是在死後、在永恆當中，卻是蒙眷顧、蒙祝福的
財主跟亞伯拉罕的對話中提到 ─
財主還有五個活著的兄弟，
他們的生活態度是「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
耶穌教導 ─
十六31 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
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
個

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在這生活經驗中，耶穌明確的讓人看見
在這生活經驗中
耶穌明確的讓人看見 ─
有兩種生活的方式、兩種生活的角色。

2. 從上下文找出所針對的問題
十五2 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

「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
十六14-15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
他們聽見這一切話，就嗤笑耶穌。耶穌對他們說：
「你 是在
「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心，
前自稱為義
你
神卻知道；因為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
上下文當中，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自認為財富是蒙神賜福的記號
 耶穌用比喻指責他們 ─
 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藐視耶穌，是真正的問題
真
 今生所看重的，而在永恆當中呢？
用這比喻來質疑 挑戰 法利賽人的價值觀 世界觀
用這比喻來質疑、挑戰，法利賽人的價值觀、世界觀
從 十五章 開始，已經是法利賽人在挑戰耶穌話語的權柄。

解經的結論，區別…
 主要信息 ─ 耶穌要求聽眾要有的回應
耶穌要求聽眾要有的 應
 次要信息 ─ 耶穌所有教導的比喻，
不適合做為教義的支持經文
適合 為教義的支持 文
在這個比喻中，耶穌所說的陰間 ─
 不同於華人聊齋誌異故事裡的陰曹地府
 其實是承襲著舊約希伯來人的世界觀，
一個已死的人仍然是有意識的存在，
並不是人死如燈滅
不適合做為個人末世論的支持經文
死後的個人末世論的經文，
 有其他的書信做歸納式的教義經文
 這個經文體裁是比喻，要留意它是次要信息

3. 找出第一、第二點之間相對應點
法利賽人自 為義 自 為在神國當中有高位
法利賽人自以為義，自以為在神國當中有高位，
在耶穌的比喻讓我們看見大逆轉 ─
在永恆裡 他們的處境是顛倒過來的
在永恆裡，他們的處境是顛倒過來的，
 財主今生享福、卻錯失了神國的福音
 先福後苦的財主，就是法利賽人的寫照
先
財主
法利賽人 寫
4. 確定這個比喻的中心思想 ─ 以書信的原則來看…
耶穌說了些什麼 What，耶穌怎麼說的 How，
y
耶穌為什麼這樣論述、路加為什麼這樣編排 Why。
以今生的享樂、永恆的痛苦，神的恩典、人的責任做對比 ─
 讓人認知神國度的次序
讓人認知神國度的次序，真正神國福音中，
真正神國福音中
先前不配的，反而在神的國度當中被紀念
 同時教導門徒應當有的事奉的態度，
在恩典中做好管家，忠心承擔這樣的職份

主要信息 ─ 喚起法利賽人對神國福音應有的回應…
路加福音非常多的篇幅，耶穌的教導包含了法利賽人、文士，
 耶穌沒有拒絕他們、仍然用比喻來教導他們
 也讓我們去好好的思想 ─ 自己對神國的福音，
是不是自以為義、自以為是、自以為理所當然的
我們殷勤愛主，就一定在神國當中是被紀念的？
反而用這個比喻，在反諷、對比當中，
引導我們做一些反省
耶穌教導門徒 ─ 如何做天父恩典的好管家，
如何妥善運用神給的財富與機會，
 在耶穌的教導比喻並沒有 ─
咒詛財富、有錢就是有罪
 相對讓我們看見，
要如何妥善運用神給的財富、以及現今的機會

第三個層次對路加福音的讀者 ─ 受書的外邦人…
 神國的福音就是神的恩典，猶太人群體，理所當然領受
神國的福音就是神的恩典 猶太人群體 理所當然領受
 延續傳遞給外邦，這是真正的恩典
路加福音寫作的文脈 在這個比喻裡
路加福音寫作的文脈、在這個比喻裡，
認清神國福音的特質 ─ 從舊約延續到耶穌，
在這比喻之前，耶穌說…
喻 前 耶穌
十六16-17 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

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要進去。
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易。
這句話的意義 ─ 舊約所預言的到施洗約翰為止，
從此進入新的時代 ─ 神國的福音傳開了！
耶穌一連串跟法利賽人的辯論、給門徒的教導，讓我們看見 ─
 從耶穌走進人類的世界，神的國度已經開始
 舊的世代已經開始結束了

親愛的耶穌，我們仰望你，
我們仰望你

禱告

我們承認有的時候，會有很多舊有的價值觀 ─
自以為是、自以為理所當然的框框…
當你用這些淺顯易懂的比喻、
用這些對比的人物角色來描述的時刻，
幫助我們都能夠有所反省 ─
 面對神的國，我是那一類型的人物？
 我是否看見神國的寶貴、願意放下自以為是、
我是否看見神國的寶貴 願意放下自以為是
自以為對，而甘願跟隨耶穌進入你的國度？
願你自己的話，賜給我們生命、賜給我們亮光。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神國的福音就是不折不扣的恩典 ─ 人人努力要進去，
 每一個人對神國的福音要有反應、要努力，
每 個人對神國的福音要有反應 要努力
不可能停留在原處，像法利賽人一樣，
保有舊有的價值觀 既有的生活模式
保有舊有的價值觀、既有的生活模式
 也就是耶穌用比喻教導的目的…
你要做決定 ─
 要不要放下自以為所寶貴的
 是否願意所謂撇下所有的跟隨耶穌
是否 意 謂
有 跟隨耶穌
在一連串的比喻當中，
耶穌仍然給法利賽人機會 ─
 他們貪愛錢財，耶穌就講述財主的比喻
 人所看為在今世享福的，思想可否在永恆裡面呢？
讓我們練習用解釋比喻的步驟、抓住比喻的中心信息，
進而思想 ─ 怎麼樣在今天帶來合宜的釋經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