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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十六19 – 31 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

一、历史背景
1 耶稣的历史背景

四、解经结论
1 主要信息1、耶稣的历史背景

2、路加写作的历史背景

1、主要信息

2、次要信息

二、文意脉络
1、横向思考

五、今天合宜的释经应用

2、纵向思考

三、解释比喻
1、那一种生活经验

2、所针对的问题、所针对的问题

3、1与2相对应点

4、确定中心思想、确定中心思想

一、历史背景 ─1. 耶稣的历史背景
耶稣以夸张 对比性强 口语化的比喻 来教导属灵真理耶稣以夸张、对比性强、口语化的比喻，来教导属灵真理

这个比喻当中，是用犹太人所熟知旧约当中

「阴间」的题旨 来回应法利赛人的挑战「阴间」的题旨，来回应法利赛人的挑战

2. 路加写作的历史背景

路加是外邦的医生，新约作者中唯一的外邦人，

与保罗同工，写作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引导我们看见主后六十年代，保罗如何宣扬福音

写下耶稣生平，在外邦世界中传递耶稣是普世人的救主邦 界中

外邦人是路加福音的主要写作对象，

路加福音往往会避免采用外邦人难以理解的犹太术语路加福音往往会避免采用外邦人难以理解的犹太术语

这个比喻，却是路加少有富有犹太色彩的背景，

衬托出神国福音衬托出神国福音，

由犹太人转向外邦人神国福音的大逆转

二、文意脉络 ─1. 横向思考
其他的福音书有没有类似的比喻？其他的福音书有没有类似的比喻？

这个比喻是路加独家报导，

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出现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出现

四卷福音书一共有大概三十五个比喻，

其中有十九个比喻是路加独有其中有十九个比喻是路加独有

2. 纵向思考纵向思考
路十六 主耶稣基督做的教导，是在犹太后期、

比利亚的工作，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比利 ， 耶 撒冷 ，

 许多的比喻，看见主耶稣说话有大能

 当祂走向耶路撒冷，遇见非常多反对的势力祂走向耶路撒冷，遇见非常多 对的势力

路加整篇的写作当中，

十二章 也曾经出现一个无知的财主十二章 也曾经出现 个无知的财主，

用财主来写作、讲述比喻，出现过两次。



整段经文 十五到十七章 前后共有六个比喻…

神的恩典「欢喜」

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

人的责任，对门徒的训诲

三个管家的比喻

失
羊

失
钱

浪
子

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

智慧管家
的交账

财主的
悲惨下场

事奉的
正确态度

三个管家的比喻

羊 钱 子 的交账 悲惨下场 正确态度

十四-十六31 耶稣面对与法利赛人的挑战冲突

十五法利赛人不赞同耶稣跟税吏、罪人在一起，
神的国度当中为着悔改的罪人欢喜神的国度当中为着悔改的罪人欢喜，

对比于法利赛人的不欢喜

法利赛人就是浪子比喻当 的大儿子法利赛人就是浪子比喻当中的大儿子 ─
不参与神的欢喜，

甚至因着神的恩典而开始与耶稣产生冲突

十六章 耶稣转向对门徒 ─ 智慧管家交账的比喻
 1 耶稣又对门徒说 「有 个财主的管家 」 1 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14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

耶稣有 段讲论 评注 15-18 耶稣有一段讲论、评注
 19-31 财主悲惨下场的比喻

耶稣又对门徒说 绊倒人的有祸了了 十七1-4 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有祸了了，，
就算有人得罪你，一天得罪你七次，

有七次回转 你总要饶恕他有七次回转，你总要饶恕他
 十七5-10 门徒问耶稣 ─ 怎样加增我们的信心？

耶稣又讲 个比喻 我们所做的 切 都是本分应做的耶稣又讲一个比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本分应做的

一连串比喻中看到 ─ 神的恩典、人的责任，连串比喻中看到  神的恩典、人的责任，
耶稣 一方面处理跟法利赛人的冲突，

一方面教导门徒、一方面强调恩典，方面教导门徒、 方面强调恩典，

又引导门徒在恩典当中来承担责任…

比喻解释四个步骤
1 确定属于那 种生活经验 这段是 个故事体裁1. 确定属于那一种生活经验 ─ 这段是一个故事体裁，

可以用叙事文学的分析来看看这一段经文…

角色描写财主 ─ 没有记下名字 讨饭的拉撒路 ─ 有名字

故事场景
食
衣

天天奢华宴乐
穿紫袍、细麻衣

财主桌上掉下的零碎充饥
浑身生疮、狗来舔疮生

住
死亡

财主的门里
埋葬了

放在财主门口
草草的死了

前

生前「豪门」相隔

死后「深渊」相隔

享福 受苦

遭遇
食

在火焰里极其痛苦
指望打发拉撒路

被天使放在
亚伯拉罕怀里得安慰

死
后

死后「深渊」相隔

食指望打发拉撒路，
用指尖蘸水、凉凉舌头

亚伯拉罕怀里得安慰后

用故事场景、角色描写、结构布局、叙事手法，
来看这个比喻 耶稣用口语化的对比模式来看这个比喻，耶稣用口语化的对比模式，

让我们看见这个生活经验当中，对比 ─
财主只顾自己的奢华生活 却不顾念穷人财主只顾自己的奢华生活，却不顾念穷人

穷人在世只有狗来舔他的疮、财主不顾他，

可是在死后 在永恒当中 却是蒙眷顾 蒙祝福的可是在死后、在永恒当中，却是蒙眷顾、蒙祝福的

财主跟亚伯拉罕的对话中提到 ─
财主还有五个活着的兄弟，

他们的生活态度是「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耶稣教导 ─

十六31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十六31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 个
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在这生活经验中 耶稣明确的让人看见在这生活经验中，耶稣明确的让人看见 ─
有两种生活的方式、两种生活的角色。



2. 从上下文找出所针对的问题

十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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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14-15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
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上下文当中，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自认为财富是蒙神赐福的记号

耶稣用比喻指责他们 ─
 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藐视耶稣，是真正的问题

 今生所看重的，而在永恒当中呢？

用这比喻来质疑、挑战，法利赛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法利赛人

从十五章 开始，已经是法利赛人在挑战耶稣话语的权柄。

3. 找出第一、第二点之间相对应点
法利赛人自以为义 自以为在神国当中有高位法利赛人自以为义，自以为在神国当中有高位，

在耶稣的比喻让我们看见大逆转 ─
在永恒里 他们的处境是颠倒过来的在永恒里，他们的处境是颠倒过来的，

 财主今生享福、却错失了神国的福音

先福后苦的财主 就是法利赛人的写照 先福后苦的财主，就是法利赛人的写照

4. 确定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 ─ 以书信的原则来看…
耶稣说了些什么 What，耶稣怎么说的 How，

耶稣为什么这样论述、路加为什么这样编排 Why。y

以今生的享乐、永恒的痛苦，神的恩典、人的责任做对比 ─
让人认知神国度的次序，真正神国福音中，让人认知神国度的次序，真正神国福音中，

先前不配的，反而在神的国度当中被纪念

同时教导门徒应当有的事奉的态度同时教导门徒应当有的事奉的态度，

在恩典中做好管家，忠心承担这样的职份

解经的结论，区别…
主要信息 耶稣要求听众要有的回应主要信息 ─ 耶稣要求听众要有的回应

次要信息 ─ 耶稣所有教导的比喻，

不适合做为教义的支持经文不适合做为教义的支持经文

在这个比喻中 耶稣所说的阴间 ─在这个比喻中，耶稣所说的阴间
 不同于华人聊斋志异故事里的阴曹地府

其实是承袭着旧约希伯来人的世界观其实是承袭着旧约希伯来人的世界观，

一个已死的人仍然是有意识的存在，

并不是人死如灯灭并不是人死如灯灭

不适合做为个人末世论的支持经文

死死后的个人末世论的经文，
 有其他的书信做归纳式的教义经文

 这个经文体裁是比喻，要留意它是次要信息

主要信息 ─ 唤起法利赛人对神国福音应有的回应…

路加福音非常多的篇幅，耶稣的教导包含了法利赛人、文士，

 耶稣没有拒绝他们、仍然用比喻来教导他们

也让我们去好好的思想 ─ 自己对神国的福音，

是不是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以为理所当然的

我们殷勤爱主，就一定在神国当中是被纪念的？

反而用这个比喻，在反讽、对比当中，

引导我们做一些反省

耶稣教导门徒 ─ 如何做天父恩典的好管家耶稣教导门徒  如何做天父恩典的好管家，
如何妥善运用神给的财富与机会，

 在耶稣的教导比喻并没有 ─ 在耶稣的教导比喻并没有

咒诅财富、有钱就是有罪

相对让我们看见相对让我们看见，

要如何妥善运用神给的财富、以及现今的机会



第三个层次对路加福音的读者 ─ 受书的外邦人…
神国的福音就是神的恩典 犹太人群体 理所当然领受神国的福音就是神的恩典，犹太人群体，理所当然领受

 延续传递给外邦，这是真正的恩典
路加福音写作的文脉 在这个比喻里路加福音写作的文脉、在这个比喻里，

认清神国福音的特质 ─从旧约延续到耶稣，，

在这比喻之前 耶稣说

十六16-17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在这比喻之前，耶稣说…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
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

这句话的意义 ─ 旧约所预言的到施洗约翰为止，
从此进入新的时代 ─ 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从此进入新的时代  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耶稣一连串跟法利赛人的辩论、给门徒的教导，让我们看见 ─
 从耶稣走进人类的世界 神的国度已经开始 从耶稣走进人类的世界，神的国度已经开始

旧的世代已经开始结束了

神国的福音就是不折不扣的恩典 ─ 人人努力要进去，
每 个人对神国的福音要有反应 要努力每一个人对神国的福音要有反应、要努力，

不可能停留在原处，像法利赛人一样，

保有旧有的价值观 既有的生活模式保有旧有的价值观、既有的生活模式

也就是耶稣用比喻教导的目的…
你要做决定你要做决定 ─

 要不要放下自以为所宝贵的

是否愿意所谓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 是否愿意所谓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

在一连串的比喻当中，
耶稣仍然给法利赛人机会 ─

他们贪爱钱财，耶稣就讲述财主的比喻

人所看为在今世享福的，思想可否在永恒里面呢？

让我们练习用解释比喻的步骤 抓住比喻的中心信息让我们练习用解释比喻的步骤、抓住比喻的中心信息，
进而思想 ─怎么样在今天带来合宜的释经应用。

亲爱的耶稣 我们仰望你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望你，

我们承认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旧有的价值观 ─

祷告祷告
自以为是、自以为理所当然的框框…

当你用这些浅显易懂的比喻、

用这些对比的人物角色来描述的时刻，

帮助我们都能够有所反省 ─
 面对神的国，我是那一类型的人物？

 我是否看见神国的宝贵、愿意放下自以为是、我是否看见神国的宝贵、愿意 下自 为是、

自以为对，而甘愿跟随耶稣进入你的国度？

愿你自己的话 赐给我们生命 赐给我们亮光愿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亮光。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