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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1-2 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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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比喻要非常留意 ─

耶穌教導比喻的時候，祂的對象是誰

什麼原因，耶穌要用比喻來講述天國的真理

從十四章開始，主耶穌跟法利賽人之間的衝突

已經開始白熱化、表面化…
稅吏跟罪人，在當時社會不被接納一群所謂邊緣群體，

耶穌卻接納他們、容許他們挨近耶穌；

法利賽人跟文士好像擠不進內圈，

他們就開始議論 ─ 這個耶穌怎麼可以接待罪人呢？

‧失羊與失錢‧浪子的比喻 ‧失落的地位 ‧失落的價值 ‧失落的關係

十五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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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

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

路加福音常常會強調 ─

當主耶穌的救恩臨到某些人、某些場景，

當中歡樂的氣氛。

第一個第一個比喻─ 牧羊的人…
九九十九隻跟一隻，有一隻羊不見了，

牧羊人會放下九十九隻，去把那一隻羊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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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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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找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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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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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歡樂的情境當中，

不只是找著的人歡喜，

還會邀請旁邊的人一起歡喜。

第二個比喻─ 失錢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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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比喻─ 浪子的比喻，有角色、有場景

十五11-19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說：

「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

主後第一世紀，是父親過世之後才能分家產…
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

小兒子浪費貲財，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著遭饑荒…
於是去投靠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

豬是不潔淨的，顯然是不合法的行業、非常卑下的

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飢…
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有餘，

我倒在這裡餓死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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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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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來回到父親那裡，這些台詞有沒有從頭到尾說一次呢？

說了，可是最後一句「把我當作你一個雇工吧」，沒說。

耶穌歡喜接待每一個失喪的人、喜歡接納每一個悔改的人。

十五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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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給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父親的動作說明一切 ─ 父親接納他、原諒他，
再次以兒子的待遇來接受他，而不是把他當作雇工

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

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失羊與失錢‧浪子的比喻‧失落的地位 ‧失落的價值 ‧失落的關係

十五31-32 父親對他說：「兒啊！

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

大兒子在田裡，對家裡歡喜快樂非常不以為意 (十五25-30)

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父親還要出來勸他；

大兒子還說 ─ 「你那個兒子」，他不是說我的弟弟。

父親就是邀請說：「你和我一起歡喜吧！」

大兒子卻嫌說：「我從來沒有虧付過你一點點…」

到底誰是浪子啊？

在外頭典當完家產的，是不折不扣的浪子

在家裡那一位，卻不能體會父親的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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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三個神恩典的比喻，用「我們理當歡喜快樂」作結束。

這些法利賽人和文士在上帝的家中、在耶穌的身邊，

卻不能夠體會耶穌所看重失喪的靈魂、

能夠被主耶穌得回的歡喜快樂。

耶穌沒有責備他們、沒有定他們的罪，

只是用這個比喻的方式，讓人認識上帝恩典的特質。

在這個許多失而復得、生命當中的尋找與失落，

也許我們真的經歷到 ─

當人犯罪、悖逆得罪神的時刻，生命失落的狀況；

主耶穌的救恩不只是使我們得救、罪得赦免而已，

其實有更豐富的東西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尋找與失落，上帝在我們的生命當中，發出了尋人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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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甸園當中，當亞當、夏娃犯罪的時候，

上帝在伊甸園當中行走，呼喚「亞當，你在哪裡？」

這是第一宗尋人啟事 ─ 是上帝在找人，祂要求人有回應。

上帝的話語不只是透過先知來宣告，聖經中許多詩篇，

是人對上帝啟示的回應，在上帝面前陳明自己的心意。

在上帝所啟示的信仰當中，不只是神說了什麼，

上帝要求、邀請人回應神。

主耶穌透過祂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將神的國度展現、啟示在當代的人面前，

祂邀請、也要求當代的人要有回應…
稅吏、罪人有回應 ─ 他們圍繞著耶穌

那些本來在神國度當中的文士、法利賽人，

耶穌也呼籲、期望他們有回應

‧失羊與失錢 ‧浪子的比喻‧失落的地位‧失落的價值 ‧失落的關係

1. 上帝要我們在祂面前，被尋找出我們失落的地位─

本來是兒子的，卻沒有像兒子一樣享受與父同在的喜樂。

我們本來是屬於神、像神的，

當我們在這個世界當中迷失了，忘記自己是屬於誰了。

有一次一位伯母信耶穌了，我們邀請她來到神的家中，

詢問說：「伯母，您記得您今年幾歲嗎？」

伯母說：「我不記得幾歲了，可是我是屬雞的…
喔，不！我不是屬雞的了

─我是屬基督的了！」

她在上帝面前是屬於基督的、她心有所屬。

上帝透過耶穌基督，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恢復在上帝面前，本來那個失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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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心有所屬、身有所屬、

我們生命有所依歸、屬於神的時刻，

我們可以開始體會 ─

在天父的家中，天父掛念的是失喪的人。

法利賽人，在地位上似乎是排名在前的，

可是所掛念的，

並不是像耶穌所掛念的失喪的人，

以致於優先次序的混亂當中 ─

在前的在後了、在後的卻要在前了。

這個比喻當中也說明了 ─

在神的國度當中，

本來屬於神、認識神的選民，到底出了什麼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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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要尋找我們失落的價值─

我們生命當中應該是有神的形像、神的榮美，

卻因失落地位，搞不清自己是誰，生命的價值也失落掉了。

我曾經隨著教會的宣教士進到印度，

印度的社會他們有所謂的種姓制度 ─

把人分成幾個階級，身在某一個種姓階級，

就世世代代在那個階級、永遠不得翻身。

我為一群婦女禱告，跟她們分享了神的話 ─

我們被上帝找回來的時候，會被尋回生命中所失落的價值。

也許在種姓體制當中是名不見經傳、被人看不起的…
可是因著耶穌救恩的臨到，上帝看我們的生命是有價值的，

神的兒子為你我而死，我們應該就瞭解 ─

我們生命的價值是何等貴重，我們的受造原是奇妙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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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用這樣子的比方 ─ 掉了錢了，

婦人要打著燈籠把掉了的錢找出來；

不論錢的面值，掉了，就沒有價值了…
當這個錢被找出來的時候，

它才真正活出它面額應有的價值。

當我們在上帝面前地位被恢復、成為神兒女的時刻，

生命當中的價值就被恢復了，

主耶穌把我們找回來 ─

找回失落的地位、也找回失落的價值；

人所輕看的，卻是被主耶穌所看重的。

一個罪人悔改，比起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人，，

耶穌說：祂看重的是那個一、不是那個九十九，

找回來當中那個歡喜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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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在神面前的服事，

已經失去了歡喜快樂、只有勞苦重擔了，

求主恩待，讓我們常常經歷到 ─ 一個罪人悔改，

在天父家中的歡喜快樂，也成為我們的喜樂！

讓我們常常享受到在神的家中有祂同在，

祂所喜樂的事情、也是我們所喜樂的事情

3. 主耶穌要我們被祂尋找到 ─ 生命當中所失落的關係

第三個比喻中，

不只是小兒子失落了、大兒子也失落了；

父親迎接小兒子回來，突顯大兒子的失落，

家裡面歡喜快樂的氣氛對比起來，

在外頭生氣的大兒子反而變成是失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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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不是只去尋找有才幹的…，

回到神的家中只是來服事；

讓神的家中總是充滿著 ─

浪子回家歡喜快樂的氣氛。

尋找失落的關係的時刻，也讓我們思想 ─

浪子需要一條回家的路，讓他回得家來。

求主祝福，讓基督徒的群體、神的家中，

總是有一個空位是可以讓浪子回家的

求主幫助，讓我們在神的家中，

就是有天父的愛、是吸引人的，

足以讓每一個失落的人被找回自己的價值

發現自己是有價值的、可以作神家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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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掉的那隻小羊，牧人是扛在肩上、捧回來的。

耶穌在說一連串的比喻時候，也呼籲、讓我們看見 ─

上帝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主耶穌付了極高的代價，成為我們靈魂的牧人。

也邀請我們，一起加入那個尋找的行列，

跟耶穌一起去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讓我們在服事主的當中，

不只是為主作工，成為主話語、能力的出口

也更多體會祂的心腸，能夠看重祂所看重的

願意付代價，把上帝所看重的人引導回家

求主祝福在我們所服事的…

總是充滿了愛的氣氛，是適合讓浪子回家的。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親愛的耶穌，我們向你承認 ─

有時候我們很希望在神家裡的每一個都是聖徒…
但是我們承認，在神的家裡 ─

仍然有一些不完全的人，包括我們自己，

讓我們幾時軟弱，我們幾時就願意回轉向你。

我們內在的態度，也需要常常被你寶血潔淨、塗抹，

我們可以領受你那種豐富、憐憫、無條件的大愛，

也可以用這樣子的愛來彼此相待，

以致你的家中總是可以敞開家門，邀請每一個浪子回家。

讓我們成為在家裡面散播喜樂、散播愛的那個群體，

讓我們在這個世代真正成為你點著的明燈，

吸引每一個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有家可以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