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信息 
路加福音十五章
十一至三十二节 

 

 

主题经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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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赀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著那地方大遭饥荒、

就穷苦起来。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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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粮有馀、我倒在这

里饿死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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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罢。於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

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著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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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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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

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甚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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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服事你这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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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他说、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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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世上的一切问题和痛苦，都源于我们对父神的误解而来。耶稣基督藉着“浪子回

头”的比喻说明了父神的慈爱、豫备和等候。其实父神的慈爱、能力和丰盛永远不变，直到

如今，但为什么在我们的心灵、人际关系和生活事奉当中，仍然充满了矛盾、挣扎、不安、

惧怕、贫穷、内疚、自卑呢？那是因我们总像比喻里的小儿子，在发现问题之后，迟迟不愿

回到父神面前；又因我们像比喻里的大儿子，一边自以为义地论断、定罪他人，一边埋怨父

神的作为，反而不能与父神的慈爱、荣耀、喜乐有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日仍然与“虚

心、哀恸、饥渴慕义、清心、怜恤别人、爱慕天国、爱神爱人”的人同在，使他们随时、随

事在任何人际关系里，都能享受父神的慈爱、丰盛、喜乐、盼望。今日，我们无论遇到任何

矛盾，只要存着谦卑的心到父神面前，就能参加父神所摆设叫我们得安慰、得赏赐、得喜乐

的宴席，就能享受父神一切的丰富。 

1． 神是爱，父神为我们豫备一切，也盼望我们能时常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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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里的父亲，不管两个儿子的条件如何，一样地爱他们，接纳他们，喜悦他们。耶稣基督

用这比喻来强调：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祂的慈爱是永远不变、无限、无条件的。真正发现这

慈爱进而认识神的人真是有福，他在凡事上会看见父神的慈爱、豫备、喜悦。但从亚当犯罪

后，历世历代，人最大的误解，就是误解神是“严厉的神”！这是在不认识神的状态里，犯

罪的良心被控告加上“伦理道德和宗教的教导”相互助长的结果，背后都有昼夜欺骗人、蒙

蔽人、控告人的魔鬼撒但的作为。这误解使人不可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早就为他

们所豫备的救恩和永远的福份，反使人一生都活在内疚、惧怕、不安、自闭、定罪、论断、

是非里。所以，神藉着自己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代死、代赎，向人显明祂永远无限

的慈爱，使他们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罪得赦免，成为义人，享受神为他们豫备一切的福份。

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明白这奥秘，只有一群神所拣选的子民，才能有机会听见这好消息，也

能相信且享受。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这两个属性在罪人身上是彼此相冲矛盾的，但是

在属于耶稣基督里的人身上乃彼此相辅相成得着满足的。原来神的公义，绝非因人的行为而

来的公义，乃是“信在耶稣基督里的公义和慈爱”而来的公义。真正明白而蒙受耶稣基督那

无限慈爱的人，才能心被恩感，表里如一，完全满足律法一切要求。故此我们不应该怕神或

敬神而远之，反而愿爱神，衷心亲近神。 

1) 父神的慈爱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只要灵眼打开，就能看见：神向那些不信的人，隐藏

自己而不显明，但向信而蒙爱的人，则随时随地显明自己，也使他们看见，享受祂无限的大

爱。一个蒙恩的人重生，灵眼打开后，头一个要发现的就是“神是爱”，祂因为爱才创造宇

宙万物，运行万有，创造我们，重生我们，引导我们，满足我们，我们正活在祂的大爱世界

里。 

① 看祂所造的宇宙万物和其运行，我们就能看见祂对我们的大爱（为我们安排那么美丽、

丰富、细密、正确的运行），我们只要能打开心灵眼睛，就能看见我们正活在祂的慈爱

里。 

② 看祂所造的生命，就能看见祂的慈爱（我们身体构造的美丽和运作，我们心灵里奇妙的

能力）  

③ 看祂为我们所安排父母、兄弟、亲戚、朋友的慈爱人际关系里，就能看见祂的慈爱  

④ 特别祂藉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永远、无限、无条件的大爱（显明看不见的神如何与我

们同在，教导我们一切，为我们代死，解决我们永远的问题，回复永生和天国一切的福

份。尤其是我们还在作罪人，与祂为仇的时候…） 

⑤ 不但如此，祂知道信耶稣后，我们还会犯罪，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随时献祭

（认罪、洗净、顺从）的奥秘，好使我们时常能保持“圣洁而不受控告”的生命，凡信

的人都能看见父神的慈爱如何随时保护我们、跟随我们。 

⑥ 藉着祂的话语和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最完美的智慧（使我们认识世界、神、自己、人际

关系、天国、时光、凡事、永远的事），使我们管理、治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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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赐给我们永远无限的圣灵，引导、保护我们，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能与祂交通、同行，

成全祂的计划  

⑧ 差派天军、天使伺候我们，为我们打仗，使我们享受安宁… 

⑨ 每日为我们豫备新事、新恩典，使我们享受蒙恩的遇见  

⑩ 将“列国、万民、全世界”都交托给我们，叫我们传福音、赶鬼、拯救人、医治人、培

养人… 

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到神何等爱我们，祂的慈爱是永远不变，凡事上已经显明了，我们心

灵的眼睛打开就随时随事能看见而享受！一个蒙恩重生的人，他生命的真正得医治、得成圣、

得能力，心被恩感的跟随主、事奉主，都是由于发现主的爱而来的；换句话说，信徒生命的

不长进、不更新、无能力、不羡慕善工，实因尚未发现或时常失去主爱所致。 

2) 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父神面前，神的慈爱立时向我们显明，我们就能

看见祂的喜悦、安慰、赏赐：那小儿子的一切问题，是从他决心“我要回父家”的同时，已

经解决的，他在外的贫穷、矛盾、内疚、自卑、苦闷，剎那间都变为慈爱、安慰、感恩、丰

富了。其实我们今日所遭遇一切问题都是由于“离开神、看不见听不见神、不信神、忘记神、

不顺从神”而来的，不管我们的条件、情况是何等复杂、何等糟糕，只要我们愿意回到慈爱、

全能的父家里，我们很快就发现，在神根本没有难成之事。我们心灵里的不安、惧怕、劳苦

重担，原来都因“我们尚未发现父神的慈爱，又不懂得如何交托主”所引起；我们生活事工

上的难处，也都由于“我们不愿意接受神所赐的智慧和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夫妇、儿女、

一切人际关系上的矛盾，亦都因“我们不愿意回复主的心肠、主的眼光、主的作为”；我们

经济生活里的贫穷，更因“我们不愿意接受神所定运用经济的原理”。事实上永生的父神就

如同比喻里的父亲，早为我们样样都豫备好，昼夜等候我们的心灵回来。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主绝不会问“你在外面作了什么事？你的样子为何如此糟糕？”，父神的关心只在于“我的

儿子回来了！”，他就跑来抱着我们的颈项，连连与我们亲嘴，洗净我们，换上新衣服，把

象征儿子身份的戒子戴在我们指头上，开宴会来安慰、喜悦我们。犹如当初重生的时候，我

们的心灵经历了天上父神的迎接，心灵中所得的安慰、喜乐、慈爱、盼望就证明了天上父神

是何等喜悦我们的生命；其后在成圣的日子里，每当我们愿意回到神宝座前与祂交通，要发

现神的美意，且愿意顺服时，我们心灵又会经历一样的安慰、能力、慈爱、盼望。因此藉着

我们灵里的变化，我们就能知道整个灵界情况的变化，属灵人理该掌握这属灵的奥秘。 

3) 父神不会勉强地带领我们的生命，因为爱是不能勉强得来，所以祂一边昼夜为我们代祷，

一边等候我们自己明白，因心被恩感地回来，自愿跟从，自愿事奉：比喻里的父亲，虽然知

道了儿子还未成熟，离开自己可能会失败，但是儿子向他要求时，还是给他分家业，让他试

试。儿子离家出走后，昼夜开门点着灯等候儿子回家。虽然儿子失去了所有带出去的财产，

也作了许多不该作的事，仅存憔悴、骯脏的样子回来，但是父亲的喜悦却是加倍的，因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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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子明白了以前不明白的，主动地悔改而愿意更新了！所以永远爱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

地对待祂的儿女们。暂时任凭我们与世界同在，等到我们的心灵成为“虚心、哀恸、饥渴慕

义、清心”的时候，差派福音的使者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知道父神的怜悯、慈爱、

恩典和所豫备的一切福份而自愿回到父神家里。不但祂的儿女们重生的时候如此，成圣、事

奉的过程里也都是如此。 

2．我们的一切的矛盾痛苦，都是由于我们的“放纵、被控告、控告别人”而來 

在比喻里，两个儿子所遇到的矛盾和痛苦，都是由于“福中不知福，不愿意回家，定罪

论断兄弟”而引起。他们的心与父亲的心不相称！我们的生命里，时常反反复覆出现“小儿

子、大儿子”的毛病，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时常带给我们痛苦的，并不是我们所遭遇的人、

条件、情况、事情，乃是我们心灵里总不能割掉的“放纵、被控告、控告别人”这三个生来

天然人里的自然倾向。唯有主的福音才能给我们最完美的答案和能力，使我们能突破这三个

拦阻。 

1) 天然人生命里，总是有一种“脱离拘束，想随自己意思而活”的倾向。重生之后，我们

必要得着“在主里才能得着更完整的自由和喜乐”的绝对眼光，同时要寻找如何才能使主在

凡事上居首位的秘诀: 笔者本人还未蒙恩的时候，对〈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我已经与

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罗馬書十二章一

至二節〉「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经文完全相反的了解，每次读到这经文时，心

里感到无限的压力，自认为“这样的献身是像使徒保罗那样伟大的人才能作到的，像我这样

软弱的人恐怕一辈子也作不到…”。但是蒙恩之后，才能发现我根本不清楚“福音的精义”。

福音告诉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生来都在于“肉体、罪根、撒但”的捆绑之下，甚至重生

后，若一不谨慎，也会跌倒，又受“肉体、罪性、撒但”的影响，变成不自在不自由的人。

所以，并非那些伟大刚强的人才能随时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成為“活祭”的生命，反

而发现自己软弱的体质的人，才努力随时随地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成为活祭”，而享受

从主而来一切自由、丰盛的生命。在主里睡觉，我们能享受更甜蜜的睡眠；在主里吃饭，我

们能享受更美好的味道并能健康；在主里读书作工，我们能得更大的效果；在主里面对人，

我们会遇见贵人；在主里用钱，我们能享受更丰盛；在主里休息，更使我们快快回复能力。

换句话说，我们要在主里用感恩的心接受凡事，寻找主的美意，以欢喜快乐的心作一切的事。

其实一天 24 小时，在每样例行公事中都隐藏着主的慈爱和美意，我们应试着找一次机会，

安静下来一一寻找每天凡事上主的美意，并感恩顺服的心来接受而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里

必充满喜乐、自由、盼望。一个重生的圣徒，还未得着这奥秘之前，他无法享受在真理里〈约

翰福音八章三十二節〉、基督里〈加拉太書五章一節〉、圣灵里〈哥林多后書三章十七節〉

隐藏着的真自由，故时常找机会离家出走，继续受苦。 

 
第二卷   第五十四期  

 
2006/11/10

 
- 4 -



Website:  http://www.spring4life.net
Email:  info@spring4life.org 

clcwdc@yahoo.com 

2) 天然人生命的倾向，总是很怕神，也时常受到暗示：神厌恶我，会管教我，审判我，不

好的事情会临到我身上。其实无论我们的状态如何，父神仍然怜悯、爱我们，我们不应该怕

神、远离神，乃要爱神、亲近神，当我们软弱跌倒时，主的怜悯反而更大，我们不要留在“内

疚、怕神”的状态，尽快来到祭坛前，拿着“五个祭”来寻求主的怜悯：比喻里的小儿子，

他心里严重的控告和自卑，叫他不能尽快回家，一直等到他快要饿死，才兴起回家的念头。

他跟父亲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罢”。但是他的父亲，

却从他离家后，一直在门前天天等候他回来，当父亲发现儿子回家时，那么喜乐，接纳拥抱

他为更蒙爱的儿子。犹如亚当犯罪，神早就知道将会有这事，父神早就豫备好了“耶稣基督

的救恩（女人的后裔、皮衣 〈创世記三章十五節，二十一節〉）”，但犯罪的亚当因觉极

其羞辱、内疚、自卑感，而躲避不要见神。又如以色列出埃及后，每当遇到困难，总是被控

告，而常说：“神领我们出埃及，是为了在旷野击杀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神儿女们，每

当自己软弱跌倒时，头一个自然反应就是“不好意思面对神”，其实在爱里，没有惧怕，爱

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壹書四章十

八节〉，“怕神”会叫人更自闭自己，远离神，被控告的心灵越被负面的暗示捆绑，就越惧

怕，结果自己所惧怕的果真临到；这完全是魔鬼撒但的作为，因他昼夜控告神的儿女们，神

儿女们得胜的秘诀在於惟独“羔羊的宝血”〈启示录十二章十一節〉。神借着耶稣基督十字

架上的成就，已向我们显明了他永远、无限、无条件的大爱，并向我们证明“听到基督福音，

而信且变”的我们就是祂所拣选，祂亲自所生的永远的儿女。“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蒙恩重生的圣徒，必

要早日割除“生来天然人软弱时，被控告而怕神的自然反应”，尤其自己软弱时，更要随时

随地看见神的怜悯和慈爱，保持爱神亲近神的心。 

3) 天然人对别人软弱的自然反应，就是定罪论断。凡蒙怜悯的重生人，必能以怜悯、饶恕、

包容的心对待人：比喻里的大儿子对回家的弟弟的反应，就是所有天然人的自然反应，他如

此作是因为他的心眼与父亲的心眼不相称。大儿子自己认为是义人，他用自己的尺寸来判断

自己，也判断弟弟；他没有看见自己有今日平安的生活都是父亲的恩典，不懂满足感恩，却

满心埋怨；他无法了解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怜悯和慈爱，他定弟弟的罪，论断弟弟，就等于

定父亲的罪，论断父亲处置不公平。人还未控告别人之前，自己的生命已沦于受控告的状态

里；亚当控告夏娃之前，他的心灵是已因自己所犯的罪被控告了。当我们留意观察时常控告

人的生命时，不难发现那人的生命，本是被律法拘束，时常被控告，不蒙怜悯，也看不见神

的饶恕和宽容，因此时常埋怨、不喜乐。我们藉着大儿子所讲的话，发现大儿子的问题不单

单是控告弟弟的问题，乃是自己从未看见父亲的怜悯、慈爱、供应的问题，他看不见自己眼

中的梁木，只见别人眼里的刺。我们还未怜悯人、饶恕人、包容人前，我们自己先要蒙怜悯、

蒙饶恕、蒙慈爱，其实父神对我们的慈爱和赐福从未改变，只要我们带着虚心、哀恸、饥渴

慕义、怜恤别人的心，就能看见且得着。大儿子若得着了父亲的心肠，与父亲同工，便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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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享受父亲的怜悯、喜乐、荣耀，但因为他得不着那心肠，所以全家那么欢喜快乐的时刻，

他自己却被困在埋怨、憎恨、发怒的心灵状态里痛苦。若一生能享受父神的怜悯、慈爱、恩

惠，而怜悯、包容、祝福周围的人，就能参与父神丰盛荣耀欢喜的宴席；他周围的人必感到

喜乐、自由自在，逐渐喜欢与他在一起，他所在的地方有从天而来的慈爱、自由、喜乐、盼

望，他周围的人渐渐受到他生命的影响，重生、成圣的事继续不断地兴起，他的一生也会遇

见时代性的贵人。 

3．今日回家，享受父神那丰盛的怜悯、慈爱、赐福的宴席 ---- 实际的确认和更新  

当我们认真诊断我们的生命、生活和人际关系时，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时常在神的教

会和肢体里生活，但我们的心怀意念，常处于离开父家或不能享受父家的丰盛宴席的状态。

本周在祷告里，经过确认、诊断、决断，我们要彻底地回家，享受父神每天的慈爱和新的恩

典，继续成全神藉着我生命和生活条件要得的荣耀。 

1) 确认：我正活在父神的大慈爱里的证据。参考大纲一的内容，凡事上都要看见且享受父

神的预备。 

2) 确认：我重生后，每当我要更新、顺从主、更爱主爱人时，在我心灵里所得的喜乐、安

慰、能力、盼望，与父神作为的关系。藉着我心灵的变化（恐惧、不安、惧怕、贪心、憎恨，

或释放、自由、喜乐、满足、爱神爱人、盼望等状态），能知我属灵生命所处灵界的光景。

属灵人必要掌握这奥秘，并藉此与神交通，看见父神的带领。 

3) 更新：不再作糊涂、愚昧人而要作智慧、聪明人，深信圣徒所作一切事都是神圣的，要

在每天反复作的事上，得着主所隐藏的美意和慈爱，无论作何事都当作事奉，都认定主的带

领，享受主所赐的能力和美好效果，也看见主所赐的冠冕加在自己永远的生命里：我每天反

复所作的事、喜欢作的事、不喜欢作的事，都带到爱我的父面前，与祂交谈商量，必能发现

使我欢喜快乐的主的许可、美意、慈爱，从此我们作凡事的心态、确据、享受都会不一样。 

4) 决断：从今以后，我不再容许任何的控告，拒绝怕神的暗示在我心里，当我发现自己软

弱的时候，更尽快跑去祭坛那里求父神的怜悯和慈爱：与神和好，时常保持与神相爱的关系，

乃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要努力寻找能保持喜爱神的心的秘诀。参考今年年初特别信息（祷

告七讲），拿着五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藉着大祭司--耶稣基督，

靠圣灵深入至圣所，实际地与神交通，早晚作献祭（祷告），每次祷告都记念三个节期（逾

越节的重生、五旬节的能力、收藏节的果子）。 

5) 决断：继续看见父神在自己软弱的生命里所赐的怜悯和慈爱，来怜悯、祝福周围的家人、

肢体、同事、朋友，参与父神那一切丰盛的宴席，在地上的日子里，天天遇见贵人，彼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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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得合适，一同兴旺福音，天天加增永远的基业和冠冕：诊断目前我与配偶、儿女、肢体、

同工、邻居的关系，就能知道目前自己生命蒙怜悯蒙爱的程度。在每一个关系里要回复耶稣

基督那无限、永远、无条件的大爱。 

*** 本周祭坛祷告题目 *** 

借着本周祭坛信息，我已经发现：过去，我完全误解父神对我、对我肢体的看法。那都是因

邪灵藉着我们所犯的罪，昼夜控告我们所带来的结果。今日父神藉着耶稣基督十架，已经向

我们显明了父神对我们永远、无条件、无限的大爱，也赐给我们随时能用基督宝血洗净一切

不洁，而坦然无惧来到父神面前的奥秘，也吩咐我们彼此相爱。 

1) 目前，我在神的面前，凡事上都坦然无惧吗？我心灵坦然无惧的凭据是甚么？或者心里

还常被控告而惧怕神管教？应该如何解决？  

2) 在我生命里，有否时常经历：每当我决心转向父神怀抱时，就即刻看见父神的喜乐、安

慰、医治、赏赐？拿出几个明显的见证来，与小组肢体们一同分享。 

3) 目前，在我心里，有否时常定罪、论断的对象？我如何才能将那种心里的定罪改为怜悯、

包容、代祷、祝福？同时思想我应该如何实际地祝福、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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