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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迷羊

•1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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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耶穌尌用比喻說：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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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找著了，尌歡歡喜喜地扛在肩上
，回到家裡，6尌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
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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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



路加福音:失錢

•8「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
燈，打掃屋子，細細地找，直到找著嗎？9 找著了，
尌請朋友鄰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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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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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0)



路加福音:浪子

•11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12小兒子對父親
說：『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
尌把產業分給他們。13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尌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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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著那地
方大遭饑荒，尌窮苦起來。15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
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16他恨不得拿豬所
吃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17他醒悟過來，尌說
：『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裡餓
死嗎？ (路15:11-17)



路加福音:浪子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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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
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 20於是起來，往他
父親那裡去。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尌動了慈心，
跑去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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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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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
樂；24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他們尌快樂起來。 (路15:18-24)



路加福音:浪子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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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便叫過一個僕人來，問是甚麼事
。27僕人說：『你兄弟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
病地回來，把肥牛犢宰了。』28大兒子卻生氣，不肯
進去；他父親尌出來勸他。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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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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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父親對他說：『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
切所有的都是你的；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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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5:25-32)



1. 迷羊的比喻

2. 失錢的比喻

3. 浪子的比喻



馬太福音:迷羊
啟示父的態度

•18:1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裡誰是最
大的？」2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
中，3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
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4所以，凡自己謙卑
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尌是最大的。5凡為我的
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尌是接待我。」……12一
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
？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裡去找那隻迷路的羊
嗎？13若是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羊
歡喜，比為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14你
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
」(太1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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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迷羊
尋找失羊乃是子的工作

•1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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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耶穌尌用比喻說：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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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找著了，尌歡歡喜喜地扛在肩上
，回到家裡，6尌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
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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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



耶穌時代的牧羊人

當時在巴勒斯坦，牧人是第二普遍的行業，

僅次於務農。

作牧人並不浪漫，反而是十分辛苦、危險的行業；

他們須全天候工作，沒有下班時間；

為了保護羊群，有時甚至會犧牲自己的生命。

牧人有兩種：一種擁有自己的羊，另一種則是受雇看守別人的羊。

後者是所有職業中最沒人想幹的，只比罪犯稍好。

巴勒斯坦的羊多半養來剪毛，因此羊可能多年跟隨一個牧人。

牧人會給羊取名字，時常呼喚牠們，例如「黑腳」、「灰耳」。

巴勒斯坦的牧人在前面領路，羊群跟在後頭。

牧人會發出特別的聲音，他的羊群認得，就緊隨著他。

若陌生人學著呼喚羊群，牠們就停下來，驚惶的抬起頭；

若陌生人繼續叫喚，羊群就會開始逃竄。



大衛的簡歷-牧羊人

•17:34大衛對掃羅說：「你僕人為父親放羊，有時來
了獅子，有時來了熊，從群中啣一隻羊羔去。35我尌
追趕牠，擊打牠，將羊羔從牠口中救出來。牠起來要
害我，我尌揪著牠的鬍子，將牠打死。36你僕人曾打
死獅子和熊，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向永生 神的軍
隊罵陣，也必像獅子和熊一般。」37大衛又說：「耶
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
人的手。」掃羅對大衛說：「你可以去吧！耶和華必
與你同在。」(撒上17:34-37)



村鎮的公用羊圈：有堅固的門護守著，只有看門的人才有鑰匙。

看門的人只讓牧人進來，領羊出去。

野地的羊圈：溫暖季節，羊群不回村過夜，而住在野地的羊圈中。

它可能是由簡單的石牆或荊棘籬笆所圍起來，或是峭壁環繞的小山谷，

或是個山洞。它們的共通點是只有一個無門扇的出入口，

牧人往往就睡在出入口，成為羊圈的門。

耶穌時代的羊圈



我是好牧人(耶穌)

•10:2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3看門的尌給他開
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
出來。4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尌在前頭走，羊也跟著
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5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
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6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
，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甚麼意思。7所以，耶穌又
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尌是羊的門
。8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
。9我尌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
得草吃。10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
了，是要叫羊（或譯：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10:2-11)



各人偏行己路:如羊走迷

•53:1我們所傳的（或譯：所傳與我們的）有誰信呢？
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2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
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
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3他被藐視，被人厭
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
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6我們都如羊走
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
他身上。7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或譯
：他受欺壓，卻自卑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
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
口。…… 12……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
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賽53:1-12)



路加福音:失錢

•8「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
燈，打掃屋子，細細地找，直到找著嗎？9 找著了，
尌請朋友鄰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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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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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0)



十塊錢

•「十塊錢」實際上是十個希臘的銀幣。一個drachmas
約等於羅馬的一個denarius（一個denarius約等於一
日的工資）。公元前300年，一個drachmas銀幣可購
得一隻羊，但公元後第一世紀的同銀幣貶值了。

• 路加是否採用當時敘利亞通用的銀幣，還是採用讀
者所熟悉的drachmas單位，不得而知。比喻中的婦人
的十塊銀元，可能串於頸項上，或放在她的錢包裏。
這些錢想像是她的儲蓄或嫁奩之部份。

•巴勒斯坦的小土屋，土地板，屋子有的沒有窗子，有
的只有小小的通風透光的窗子。銀幣掉在地上雜碎、
草堆中很難發現。所以得「點燈、仔細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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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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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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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路加福音:浪子

•11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12小兒子對父親
說：『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
尌把產業分給他們。13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尌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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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著那地
方大遭饑荒，尌窮苦起來。15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
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16他恨不得拿豬所
吃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17他醒悟過來，尌說
：『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裡餓
死嗎？ (路15:11-17)



路加福音:浪子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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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
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 20於是起來，往他
父親那裡去。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尌動了慈心，
跑去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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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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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
樂；24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他們尌快樂起來。 (路15: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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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

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

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路15: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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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

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

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路15:22-24)

袍子

戒指

鞋子

肥牛犢



袍子 稱義

戒指 權柄

鞋子 分別

肥牛犢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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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

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

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路15:22-24)



路加福音:浪子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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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便叫過一個僕人來，問是甚麼事
。27僕人說：『你兄弟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
病地回來，把肥牛犢宰了。』28大兒子卻生氣，不肯
進去；他父親尌出來勸他。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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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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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父親對他說：『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
切所有的都是你的；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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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5:25-32)



迷失在罪惡裏 迷失在自義裏

從遠方回來了 離家不遠卻不肯進去

和父親快樂起來 向父親生氣

自覺得罪了父親 覺得父親虧欠了他

自覺不配作兒子 覺得作父親的不配

在父前認罪自卑 在父前自誇驕傲

以父為樂 以朋友為樂

小兒子 大兒子



耶穌講比喻 找迷羊 找失錢 浪子回頭 大兒子

失去時感受 去尋找那失落
的，直到找著

細細地找，
直到找著

(申21:18-21)

得回時感受 歡歡喜喜請大
家一同歡樂

請大家一同
歡樂

＊小兒子的醒悟
＊父親動了慈心，
跑過去抱著他，連
連親嘴
＊父親的歡樂：連
同僕人都吃喝音樂
和跳舞慶祝(死而
復生，失而復得)

＊大兒子為不
公平待遇生氣

結論 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也要這樣
為他歡樂，比
為九十九個不
用悔改的義人
歡樂更大

一個罪人悔
改，神的使
者也必這樣
為他歡樂

#動了慈心&歡樂
的父親

#開導大兒子
的父親



提問

•傳統宗教=先要求外在行為對，才能換獎賞

•基督信仰=要求與神關係對，才能激發好行為

請捫心自問：

•“我”看重罪人的悔改嗎？

•“我”真心為罪人悔改開心嗎？

•“我”覺得服事是剝奪/犧牲，而非祝福嗎？

•“我”真心願意不計代價去陪談探訪，只為那人
歸回嗎？



三一神拯救失喪的人

1. 迷羊的比喻：聖子的尋找 (迷喚)

2. 失錢的比喻：聖靈的光照 (迷思)

3. 浪子的比喻：聖父的接納 (迷返)

失去 - 尋回 - 快樂

神會因著一人的悔改而歡喜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