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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 8 部分：耶稣 

信息 15——寻找人：耶稣爱人的心 路加福音 15 章 

介绍 

有学者认为路加福音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从 9 章 51 节到 19

章 27 节间，这部分就是一篇“旅行游记”。在开始之处，耶稣就决

定将耶路撒冷作为他行程的终点。之后，他和门徒在路上经过撒

玛利亚。在行程的终点，耶稣“荣进圣城”（棕榈礼拜日）。在这段

“游记”当中，路加记录了耶稣一路的言行，其中有些只记录在这

部福音书当中。有一些著名的比喻，只在路加福音中有记录， 比

如：好撒马利亚人（10:29-37）；无知的财主（12:13-21）；不结实

的无花果树（13:6-9）；坐席的位子（14:7-11）；不参加大宴席的

比喻（14:15-24）；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15 章）；不义的管

家（16:1-13）；穷人和拉萨路的比喻（16:19-31）；缠磨的寡妇

（18:1-8）；税利和法利赛人（18:9-14）。由此可见，路加福音的

“旅行游记”实际上是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被挂在十字架之前留

下的珍宝，是耶稣对世人全面而又独特的教导。 

在所有这些故事中也许最让人觉得意义非凡的就是 15 章的

“失而复得”三部曲了。耶稣对人的心意在这个故事里面得到了

很好的诠释。这一章可以说是一部“微缩圣经”，因为这三个小

故事抓住了圣经的全部要义——神丢失了某样东西，他想要把它
找回来。 

 

故事背景（15:1,2）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

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15:1,2）。 

 

法利赛人对耶稣不满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对“罪人”很好。他和税

吏们一同吃饭，在法利赛人眼里这说明他们之间关系很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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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根本就不理解耶稣对人们的心意，不知道他来到世上的

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三个比喻就是要挑明法利赛人骄傲的内心，

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狭隘，他们根本就不理解神对人的爱。 

耶稣在讲这三个比喻的时候是作为犹太会堂中的一员。所以其中

关于羊、铜钱和儿子的比喻指的就是那些曾经在犹太会堂中，却

经历了“迷失”，但是最终“懊悔”（回到神那里）的犹太人。 这

里的“税吏”和“罪人”也是犹太人。之后，在耶稣升天后，使

徒们将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些比喻就有了更广泛的所指，它们暗

指那些还不认识神，不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然而神一直

在寻找，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直到他们回转，接受耶稣

基督，相信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付出生命的。”神爱世人，甚至将

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翰福音 3:16）。 

 

迷失的羔羊（15:3-7） 

耶稣就用比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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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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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

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这只走失的羊对于牧人来说如此珍贵，他甚至可以在旷野撇下那

九十九只去寻找这一只丢失的羊。旷野可以表明当时的情形很紧

急，因为牧人都来不及把这九十九只羊放在安全的羊圈中。耶稣

在最后表明这个比喻的意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

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就提出了

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天上都为罪人悔改而欢喜的时候，法利赛人

却还为罪人亲近耶稣而气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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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钱的比喻（15:8-10）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

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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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同我一同欢喜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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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比喻有一定的平衡性: 第一个比喻主人公是个男人，第二

个是女人。在第二个比喻中，这个妇人丢了一块钱。有学者认为

这十块钱是她的嫁妆。在耶稣时代，妇女常常把这十块钱带在前

额上。如果丢了一块，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所以她要为了这一

块钱找遍整个房间。跟第一个比喻的结尾处一样，朋友和邻舍都

来为她庆祝这失而复得的壹块钱（表明当一个罪人悔改归主时神

的国都会欢喜的）。 

 

也许这个妇人忘记定时查看捆绑钱币的线绳，或者是因为绳子不

小心被什么东西拉住，钱币脱落下来。总之，她丢了这块钱，妇

人若是不把它找到一定不能安心的。在人生中，有的人知道在他

们丢了什么东西。也许他们寻找的是满足，或者成功，亦或是合

适的工作或者人，但是没有一样能够真正的填补他们心灵的空缺。 

  

当你按照你的 GPS 行驶的时候是否曾经迷过路? 你以为自己开的

方向是对的。或者你跟在一辆车后面，但是它穿过了红绿灯而你却

被红灯拦住了。不巧的是你前面的那辆车还不知道你没有跟上来，

一会儿就开得不见踪影了! 我们有时就像这个比喻中的迷失的羊，

自己都没有察觉我们已经偏离方向很远了! 要找到我们，需要“寻

找并拯救”。好牧人知道他的羊走失不是因为故意要跟羊群走不同

的方向，往往是因为羊儿不小心偏离了方向。所以羊儿还是羊群中

的一员，它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走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有

朋友或者什么人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神的视野——“走失

了”。 我们需要一定的指引才能回到耶稣那里，他才是“道路”（约

翰福音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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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人寻找所失钱物的比喻中，她知道丢掉的是什么，而对于其

他人来说，除非他们认识到在生命中丢失的是神，否则心灵很难

得到满足。一旦相信基督，在他们的灵魂中就会与神建立起爱的

关系，那么无论在地还是在天，他们都能够感受到不尽的喜乐！ 

 

 

 

 

 

 

 

 

 

 

 

 

浪子的比喻(15：11-32) 

路加福音“失而复得”三部曲最后由浪子的比喻作为结束。前两

个比喻很清楚的表明了基本的信息（神寻找失落的罪人），而最

后这个比喻中的不同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圣经中其他故事有所不

同。 众所周知这是个“浪子的比喻”，而如果称它为“父亲的心

意”则更为恰当。 

 

离家出走的小儿子（1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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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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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的文化下，儿子只有在父亲离世后才能够继承家业。 

  

法利赛人不像在天上的天使那样，为罪人得救而欢呼雀跃。对于法利

赛人的刚硬我们可以轻松评判。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在此多做自我反省。

在教会中，是否人们对于那些背离自己的家、偏离内心、以及生活目

标的人抱有偏见呢？比起费劲去寻找那 1 只迷途的羊，基督教团体更

多地关注那 99 只没有迷途的羔羊，不让多数基督徒受到失丧的灵魂影

响。当然，和那些尚未认识主的人成为朋友要保持警醒。你要有坚定

的信念。想想看，自己所在的基督教团体中是否和耶稣时代的法利赛

人很像？或者， 你是否看到基督教团体欢迎不同的人都来感受神的爱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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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小儿子要求提早分家产肯定让父亲觉得很难过。就相当

于他对父亲说：‘父亲，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父亲为要满足儿

子生活所需，把家产分成两份给两个儿子，也许这暗指神给了我

们自由意志。哪怕我们所做的让神的名受亏损，他都让我们按照

自己的意思而行。小儿子分得家产后就立刻离开家国，挥霍家产。 

 

 

 

 

 

 

 

 

 

 

 

 

小儿子回家（15: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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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打发他到田地去放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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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在这里饿死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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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小儿子的“好时光”很快就结束了，变得穷困潦倒。刚开始他想

通过自己的方式“纠正”自己的生活，但是却沦落到去帮人喂猪。

这种工作对于犹太人来说简直就是耻辱，因为犹太人认为猪是

“不洁净的动物”。即便是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神。 

  

天父上帝给了我们自由意志。神并不是要“控制”我们。他允许我

们行使自己的意志，哪怕我们所行的和他的心意截然相反。他甚

至允许我们肆意妄为，哪怕我们所作所为就好像在说: “父亲，你

在我眼里就像已经死了！”他还允许我们自行选择自己的道路。我

们亏欠了神的荣耀，大肆挥霍我们的时间，天份和财富，最后一

无所有。然而，天父自始自终仍然爱着我们，他等待我们回心转

意，再次回到他的身边，知道他对我们的爱。你是否现在仍然远

离神的心？是否曾经经历过无法解释的苦难和损失？也许是神在

召唤你回到他的身边，让你在他的爱，在他的计划中得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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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过了些时日，这个小儿子终于”恢复理性”，想到他的父亲

对自己的雇工都是充满同情、爱和尊重的。最后，他终于回心转

意回到自己的家中。 

 

 

 

 

 

 

 

 

 

 

 

 

 

父亲迎接小儿子回家（1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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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戒指带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

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

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 在耶稣所说的比喻中，这个故事着

实令人动容！这位父亲是不是一直望眼欲穿地等着儿子回来？他

是否也曾经派手下的人外出寻找儿子？不管怎样，这位父亲远远

地看到自己的儿子就心怀慈爱。天父的心意就是这样。他一直在

寻找，直到找到我们，他是“天国的寻找者”！ 

 

在当时的文化中， “跑”不是这样身份的长者合适的动作。但

是这位父亲在相离很远的地方就向他跑去。父亲还和儿子“亲嘴”。 

在希腊文中这个动作被翻译为：“他亲吻儿子，亲吻他，又亲吻

他。”这位父亲在回头的浪子面前放下身段，他对自己为儿子表

现出的深深爱而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很多人吸取教训的过程比较痛苦。在我们内心常常有某种冲动，想

要去“远方”寻求那里的价值。也许一段时间里，我们在他乡也有可

能得到成功，实现所谓的价值。但最终我们还是会感到缺失了什么。

有时也到了被破碎而又走投无路的程度。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恢

复理性”，认识到我们要去寻找圣经的真谛：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处

上帝形状的空缺，只有他能够填补这个空缺。认识到这一点，就是

我们意识到应该回到“家中父亲的身边”。 我们要相信他的爱，回到

他的身边。他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羞愧，用他温暖的双臂

赦免我们，重建我们的生命。神一直在等着我们。只要我们向他敞

开心扉，他永远不会拒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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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父亲没有让儿子把懊悔的话都和盘托出。他打断了儿子，就

好像他根本不需要去听儿子有多懊恼。之后，父亲让人拿来衣袍，

戒指，鞋子给他穿上。这些他早就预备好了。那时候的戒指代表

着尊贵，表明佩戴者是家中的一员。也许戒指上还刻有家族的徽

章。父亲还让人准备好宰杀肥牛犊来庆祝儿子回家。无论浪子漂

流到哪里，无论他离家多久，父亲的心都时刻牵挂他，期盼他回

来的日子。 

 

 

 

 

 

 

 

 

 

 

 

 

不满的大儿子（15:25-30）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做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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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服侍你这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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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利赛人肯定意识到耶稣把他们描绘成这个大儿子。 

  

我想，圣经中没有哪段经文像这段一样生动的表现天父上帝对迷失

的人们的爱和心意了。我们能用哪些词来形容这位父亲呢？热情的，

期盼的，找寻的，有同情心的，帮助人的，喜乐的，无私的，毫无

保留的爱的。牧师提姆凯勒管这段比喻称为“挥洒爱的上帝”。“挥洒”

有两种意思：既可以指“浪费”，也可以指“丰丰富富”。这个比喻就把

上帝刻画成为一位向儿子丰丰富富播撒爱的父亲。而我们的上帝也

确实就是这样一位“挥洒爱的上帝”！你能否今天就感谢他，感谢他丰

丰富富，毫无保留的爱你？而你又将如何回应他的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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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好像是个“好人”，因为他“呆在家”，遵守各项家规。他认

为自己应该得到奖赏。但是尽管他待在家里，他的心却不像小儿

子的心跟父亲那么亲近。注意一下耶稣在比喻中所使用的词汇。

大儿子管小儿子称为“你的儿子”，看来他内心已经不再把他当成

自己的兄弟了！ 

 

 

 

 

 

 

 

 

 

 

但是对于大儿子，还有些重要的部分我们要注意。在那个年代，

家中的长子是有义务替父亲经营管理产业的。这是长子的职责。

他也有义务代替父亲去寻找自己的弟兄。而他却不认自己的弟弟

（就像法利赛人认为自己和税吏和罪人败类一样。）耶稣却不同，

他以天父的名替神去寻找自己走势的兄弟们！耶稣所做的，法利

赛人也应该去做——这样才像一个真正的大哥。 

 

父亲请求大儿子（15:31-32） 

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

乐。’” 

 

这个比喻没有最后的结尾。读者还有问题：这个哥哥是否改变心

意，去参加欢迎弟弟回家的宴会呢？我们都希望哥哥能在最后不

再拒绝接受弟弟，而是和他重归于好。 

  

哪怕待在家里，但是很可能这个儿子的心却远离父亲，就像远离家

乡的人一样。换句话说，哪怕“虔敬”的人也有可能在灵性上和不认

识神的人一样迷失! 问题在于不认识主的人知道自己的光景，而宗

教人士却有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距离神的心究竟有多么遥远。

这就是耶稣时代法利赛人的写照。他们以为自己尊主为大，但实际

上他们却远离了神的心。请阅读路加福音 18 章，看看税吏和法利

赛人的对比。回到父家的人是税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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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喻不需要结尾，因为它的警示就在于：提醒骄傲的法力赛

人；提醒他们要纠正自己对税吏和罪人的偏见，重新认识耶稣和

他们的关系。他们是否能够从耶稣这里学习到，用神的心去爱那

些迷失的人呢？他们是否愿意出发去寻找那迷失的羊，钱币和浪

子呢？ 

 

**圣经教导我们，在神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迷失的”。如果

我们能够通过耶稣找到重新回到天父身边的路，那么耶稣的使命

就在我们的身上达成了。耶稣尽管没有罪，他却代替我们承担了

与天父隔绝的罪，承担这罪的惩罚，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接受他。

倘若我们认识到自己也是被找回的迷失的人，我们就能够同情那

些仍然等待神去找寻他们的迷失的人们。耶稣说“我们要像小孩

子那样谦卑自己”，要承认我们也是迷途的羊，也需要神的爱。

这样我们才能够和神一起去寻找和拯救失丧的灵魂。 

 

 

 

 

 

 

 

 

 

 

 

 

 

 

 

  

在路加福音 19 章 10 节告诉我们耶稣的使命，”人子来，为要寻找，

拯救失丧的人。“如果这是耶稣的心意，如果耶稣是教会的首领，那

么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就应该致力于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换

句话说，去关心那些还不认识基督，不晓得基督的爱的人。这也就是

Oak Pointe Church 所追求的。我们要出去寻找流浪的儿子或女儿，帮

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我们要到他们身边，拥抱他们，告诉他们神丰

丰富富的爱。OPC 也要成为一个“有丰丰富富爱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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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 这三个比喻你对哪一个比较有认同？你个人是否感受过耶稣

曾经“找寻”你呢？在此过程中你是在哪里迷失，又被找到

的？你在哪里帮助过别人认识耶稣，得到了耶稣的赦免呢？ 

 

2. 你是否从现今的基督徒身上看到和法利赛人相近的态度呢？

那么你自己是如何感想呢？ 

 

3. 这三个比喻让你有何感想？对那些“远离主”的人，你是否

爱他们，同情他们？ 

 

4. 这三个比喻中的哪个部分让你更理解，更爱天父的心意呢？

你自己是否曾经有过（和这三个比喻）相似的体会呢？ 

 

5. 现在，要成为周围朋友中的“真正的长兄”，你应该如何发挥

自己的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