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月 14日 2020年，苏黎士活泉教会主日敬拜: 路加福音 16:19-31 

前一段经文: 

路 16:1-15 

• 基督设“不义管家”的比喻，并非教导门徒利用自己现有的能力，为自己在世上的前途作打算，也不是鼓励

我们浪费别人的财富；根据上下文，基督是教导我们不要贪恋地上的物质，却要抓紧机会怜悯与宽容别

人，因为将来当上帝审问我们有否遵守祂的诫命时，我们在世上爱人如己的行为，就成为我们遵守爱上

帝诫命的证据。 

o 基督举坏管家为例子，是为了使我们看到，连一个世俗的坏管家都晓得为自己面对主人的审判而

作预备，我们作为基督的管家，难道不必为面对基督公义的审判作预备吗? 

 

路 16:19-31 
基督设另一个比喻，指出那些只懂得纵容自己享受丰盛物质，同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没有善用资源实行爱人

如己诫命的人，他们的结局将是何等悲惨。 

 

路 16:19-20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

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Es war aber ein gewisser reicher Mann, und er kleidete sich in Purpur und feine Leinwand und lebte alle Tage fröhlich 

und in Prunk. aber ein gewisser Armer, mit Namen Lazarus, [der] an dessen Tor lag, voller Geschwüre,  

• 基督以“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及“天天奢华宴乐”，指一个在富裕生活中，无穷地追求物质享乐的人。 

o 上帝并非厌恶高贵华丽的东西，或是人一切追求完美的努力都被上帝拒绝，只是世上很少人在享

受物质并追求完美的事上有节制，最终众人都会因以物质为他们的满足，以人的努力为自己的依

靠，以人的成果为骄傲，而得罪上帝。 

• 基督除了指出这财主无节制及放纵的错误以外，也明确地指出，他忍心及残酷地对待上帝放在他面前一

个明显有需要之穷人的罪。 

o 虽然财主在穿着和饮食上都丰富有余，但他却没有为眼前一个穷困、饥饿，及全身伤痛的拉撒路

动一点点慈心。 

 

路 16:21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餂他的疮。 

und er begehrte, sich von den Brosamen zu sättigen, die von dem Tische des Reichen fielen; aber auch die Hunde 

kamen und leckten seine Geschwüre. 

• 虽然财主能吩咐他的厨师供应拉撒路简单的食物，但他却让拉撒路挨饿到，甚至想得到桌子上掉下来的

碎食都没有把握。 

o 基督在比喻中指出财主的怜悯人能力比动物都不如，因为连野狗都会用自己的舌头安慰拉撒路的

痛苦，但财主却任凭自己的同胞挨饿而死去。 

 

路 16:22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 

Es geschah aber, daß der Arme starb und von den Engeln getragen wurde in den Schoß Abrahams. Es starb aber auch 

der Reiche und wurde begraben. 

• 无论人在世上所遭受的待遇何等不同，上帝使每个人在经过自己短暂的人生后，都有同样的结局，就是

所有人都要归回尘土。 

o 人在肉身死亡后，他在永恒中所要遭受的待遇，是基于他在今生的善行。 

o 基督没有提到拉撒路被埋葬的事，不是因为他被丢在路旁，而是因为拉撒路的死亡与他在世上时

一样，没有引起人对他的注意。 

• 圣经教导我们，虽然苦难是人犯罪的结果，但苦难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一方面是表达上帝对自己儿女

的爱，促使人悔改，离弃罪恶，并寻求救恩；另一方面是刑罚那些不能悔改的人，上帝借着苦难使他们

的心刚硬，也借着苦难制止他们继续伤害别人，或破坏上帝的创造。因此，每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时，

让我们不要在心里自义地论断他们，我们反而应该更多为那些受苦的肢体向上帝祈求恩惠。 

o 虽然我们知道有些人受苦是因承受自己罪的代价，但我们也不被允许去定罪。我们作为基督的肢

体，即使没有与他们犯同样的罪，也不表示我们的本性比他们更好，而是因为上帝约束与保守我

们不犯同样的罪。 

• 虽然拉撒路在世上时被人遗弃，又被困在各种痛苦中，他的境况仿佛是上帝从他的身上剥夺一切的普遍

恩惠，以致使人想起上帝对罪人的审判和愤怒。然而当拉撒路的灵魂离开世间时，基督以“被天使带到亚

伯拉罕的怀里”，表达拉撒路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珍贵。 



o 基督作为天使的主人，吩咐众天使作“上帝儿女救恩的仆役”，以便为上帝所拯救的教会效力。我

们今天有那么高贵、圣洁，及有能力的‘仆役’，是因为上帝将祂所拣选的儿女看为宝贵。 

o 来 Hebräer 1: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o Sind sie nicht alle dienstbare Geister, ausgesandt zum Dienst um derer willen, welche die Seligkeit 

ererben sollen? 

• 虽然拉撒路在世人眼中被看为是非常不幸及可丢弃的人，就如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时，人人都回避

注视祂，因为祂所遭受的待遇，使人感到耻辱；但拉撒路在上帝眼中是何等尊贵，上帝并没有丢弃他。

在他离开世界时，上帝还借着天使将他带到亚伯拉罕那里，表明拉撒路的一生是讨上帝喜悦，而不是被

上帝厌恶的。 

• 亚伯拉罕的怀里: 

o 基督采用这个隐喻指在天上历世历代圣徒的灵魂聚集的欢乐境况。 

o 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使亚伯拉罕成为上帝子民的列祖，并收纳他的后裔成为上帝的子民。 

▪ 因此，凡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都被算为亚伯拉罕的儿女，他们以上帝话语为真实，并相

信那以肉眼所看不见，以人今生有限知识所不明白的应许。他们在离世后，被放在亚伯拉

罕的怀里，表明他们被算在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约之内。  

o 虽然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共同的信心，但他们在世上时却被置于不同的考验之下，因为上帝要用不

同的方式，预备祂的儿女承受共同的荣耀。 

• 财主在世上时享受丰盛的物质，他鄙视所有贫穷的人，甚至为自己安排挥霍风光的葬礼，为要向世人展

示自己的能力和财富；但是基督在之后的经文告诉我们，在财主死后，他的灵魂被带到充满痛苦绝望的

阴间里。 

o 基督徒尊重葬礼，并妥善地安葬死人的遗体，因为他们知道人的身体是上帝所赐的，但是基督徒

的葬礼不应该带有地上的风俗及民间的迷信。 

 

路 6:23-24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

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Und in dem Hades seine Augen aufschlagend, als er in Qualen war, sieht er Abraham von ferne und Lazarus in seinem 

Schoße. Und er rief und sprach: Vater Abraham, erbarme dich meiner und sende Lazarus, daß er die Spitze seines 

Fingers ins Wasser tauche und meine Zunge kühle; denn ich leide Pein in dieser Flamme. 

• 基督在比喻中所采用的描述，是为了迁就我们有限的理解力，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灵魂及人的肉身，在功

能和感觉上是不同的。 

o 灵魂没有指头或舌头，也不像人的肉眼能看见事物，灵魂不会口渴，也不会被火焰煎熬而感到痛

苦，而且财主的灵魂与亚伯拉罕的灵魂不会好像比喻中那样对话。 

o 基督用“在亚伯拉罕怀里”，比喻上帝的儿女离开肉身时，上帝要将他们的灵魂带到我们今天所无

法想象与明白的快乐境况；但是那些没有悔改恩典的人离开肉身时，他们的灵魂要被带到人所无

法想象的痛苦境况，承受仿佛一直被火烧那样的疼痛，一直被虫咬那样的坐立不安。 

• 当财主在世间时，拉撒路天天都在他的门前，但他却没有留意到拉撒路的苦况。现在当财主在阴间经受

极大的苦楚时，他才想起了自己先前冷酷地对待人的罪，虽然拉撒路现在离他十分遥远，但他的罪疚却

使他注意到亚伯拉罕怀中的拉撒路。 

o 因此，在地狱中的人，不是因火太大，虫太凶才感到痛苦，而是因他们一直无法摆脱自己的罪疚

感，而一直想起自己的过犯。 

• 虽然财主称亚伯拉罕为他的‘先祖’，但那只是出自他内心极度懊悔的呼喊，因他在世间没有以信心看待上

帝的诫命，而没有尽上爱自己身边之人的本份，以致错失了作为亚伯拉罕儿女的机会。 

o 财主要求拉撒路给他水喝，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先前苦待拉撒路，是他现在受苦的原因，所以他

设想若拉撒路现在对他仁慈，或许他的苦楚得以减轻，好像他被原谅了一样。 

 

路 16:25-26 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

痛苦。 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

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Abraham aber sprach: Kind, gedenke, daß du dein Gutes völlig empfangen hast in deinem Leben, und Lazarus 

gleicherweise das Böse; jetzt aber wird er hier getröstet, du aber leidest Pein. Und zu diesem allem ist zwischen uns 

und euch eine große Kluft befestigt, damit die, welche von hier zu euch hinübergehen wollen, nicht können, noch die, 

welche von dort zu uns herüberkommen wollen.  

• 虽然亚伯拉罕用‘儿’回应财主对他‘父’的称呼，但亚伯拉罕却告诉财主，凡属亚伯拉罕的儿女，现在都已

经在他的怀中享受安息了，而如今财主被放在遥远的阴间里受苦，这就证明他并不属于亚伯拉罕。 



• 从表面看来，亚伯拉罕好像是说，凡在世间享受富裕的人，将来都要被下到阴间受苦，但是我们记得亚

伯拉罕在世上时也是当时世上最富有的人。 

o 奥古斯丁解释说： “天国的门并没有向所有富人关闭，但是凡被许可进入天国之门的，是那些在

世上节制地使用钱财，并善用手中的财富恩待身边穷人的富人。” 

• 因此，那些被下到阴间的富人，不一定都是作恶多端的人，而是他们误用上帝所交给他们行善的财富，

他们将自己当作支配一切的主人，以致沉溺于不节制的物质追求，总是想要讨好自己那不能被满足的欲

望。 

o 既然他们藐视上帝的命令，也将自己贬为没有灵魂的生物，他们的结局就与他们所追求，所敬拜

的短暂物质之结局一样，最终都要被毁坏。 

o 许多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富人，但是没有多少人有恩赐作敬虔的富人。 

• 亚伯拉罕说，拉撒路在世间所受的苦，蒙上帝记念，所以上帝以永恒的安息赏赐他。 

o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拉撒路在世间受苦不是因为他懒惰，或是行了什么恶事，而是上帝对拉撒路

顺服上帝的考验，为要预备他承受上帝所应许的永生。 

o 凡没有顺服的心，忍受上帝加在我们身上考验的人，他们就没有资格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女，因为

上帝的儿子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向我们证明，凡不愿意学习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人，就不可分享基

督的荣耀。 

▪ 太Matthäus 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跟从我。 

▪ Dann sprach Jesus zu seinen Jüngern: Wenn jemand mir nachkommen will, der verleugne sich 

selbst und nehme sein Kreuz auf und folge mir nach.  

▪ 罗 Römer 8:17…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 Wenn aber Kinder, so auch Erben, - Erben Gottes und Miterben Christi, wenn wir anders 

mitleiden, auf daß wir auch mitverherrlicht werden. 

▪ 提下 2Timotheus 2:12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

们；  

▪ wenn wir ausharren, so werden wir auch mitherrschen; wenn wir verleugnen, so wird auch er uns 

verleugnen; 

▪ 彼前 1Petrus 2:20-21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

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

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 Denn was für ein Ruhm ist es, wenn ihr ausharret, indem ihr sündiget und geschlagen werdet? 

Wenn ihr aber ausharret, indem ihr Gutes tut und leidet, das ist wohlgefällig bei Gott. Denn hierzu 

seid ihr berufen worden; denn auch Christus hat für euch gelitten, euch ein Beispiel hinterlassend, 

auf daß ihr seinen Fußstapfen nachfolget; 

• 基督教导我们，在人肉身死亡后，上帝所定的结局就显明了，再也没有圣徒的灵魂可以从乐园降到阴间

去向不信者的灵魂传福音。 

o 这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防火墙’将两者隔开，而是没有人可以改变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没有在

阴间赐予赦罪的恩典，就不可能有悔改的灵魂。 

 

路 16:27-29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

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Er sprach aber: Ich bitte dich nun, Vater, daß du ihn in das Haus meines Vaters sendest, denn ich habe fünf Brüder, 

damit er ihnen ernstlich Zeugnis gebe, auf daß sie nicht auch kommen an diesen Ort der Qual. Abraham aber spricht 

zu ihm: Sie haben Moses und die Propheten; mögen sie dieselben hören. 

• 财主设想，如果乐园与阴间没有沟通的可能，那么乐园与人间是否有沟通的可能? 亚伯拉罕回答财主，上

帝已经将一切得永生的教导赐给人了，所以不会有个从死里重新复活的人来向世人作见证，或告诉他们

乐园的真实及阴间的痛苦，或是任何上帝在圣经中所没有吩咐的事。 

• 亚伯拉罕以“摩西和先知的话”指上帝律法的一切要求，其中有圣洁的准则，罪人蒙恩的道路，及永恒的福

份和刑罚，所以上帝不需要任何人从天堂到人间来做补充。 

o 申 5Mose 30:11-14「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

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

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

行。 

o Denn dieses Gebot, das ich dir heute gebiete, ist nicht zu wunderbar für dich und ist nicht fern. Es ist nicht 

im Himmel, daß du sagen könntest: Wer wird für uns in den Himmel steigen und es uns holen und es uns 



hören lassen, daß wir es tun? Und es ist nicht jenseit des Meeres, daß du sagen könntest: Wer wird für uns 

jenseit des Meeres hinüberfahren und es uns holen und es uns hören lassen, daß wir es tun? sondern sehr 

nahe ist dir das Wort, in deinem Munde und in deinem Herzen, um es zu tun.  

• 今天上帝借着福音向我们宣告，基督就是我们能够满足上帝律法要求的唯一依靠，基督就是旧约先知预

言的实现，基督的灵必在教会中成为信徒唯一的教师，引导帮助信徒顺服上帝的要求，满足上帝的心

意。 

 

路 16:30-31 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

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Er aber sprach: Nein, Vater Abraham, sondern wenn jemand von den Toten zu ihnen geht, so werden sie Buße tun. Er 

sprach aber zu ihm: Wenn sie Moses und die Propheten nicht hören, so werden sie auch nicht überzeugt werden, wenn 

jemand aus den Toten aufersteht. 

• 财主想要叫拉撒路劝诫他在世上的兄弟，不要继续放纵私欲，享受物质，而是赶紧遵行上帝的诫命，免

得他们无知的自信，也使他们与他有同样的结局。 

• 亚伯拉罕回答财主，人对上帝的信心，不是基于神迹奇事，而是完全基于上帝的恩典，既然上帝已经规

定使用祂的话语来工作，也使祂的话语成为人信心的对像，上帝就不在祂话语以外赐予信心及信心的果

子。  

• 我们是因相信基督的话，而相信基督，所以凡拒绝基督话语却宣称自己相信基督的人，只是相信了自己

所想象的偶像。 

o 许多不读圣经的‘基督徒’实际上是相信自己所想象的偶像，他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拯救普世人，慈

悲、不愤怒罪恶，及不审判恶人的‘上帝’，但这并非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 

o 许多高调地强调“圣经是上帝的话”之人，虽然随身携带圣经，却不读经，或是有读经却不按照圣

经中的话行事，而是按照自己的常理过生活。他们生活中的许多安排，只有合乎自己的理，及合

乎自己利益的决定，而没有根据圣经的决定。他们没有求问过上帝，即使他们祈求，也没有等候

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所以他们不可自称是相信上帝话语的人。 

• 圣灵是借着上帝的话使我们认识救恩，并借着相信圣经的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而且按照基督的应许

使我们经历天父的慈爱，因为上帝只选择了这种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