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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喻今遇 
ENCOUNTER 

WITH  PARABLES



蕩子的比喻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蕩子的比喻 The Prodigal Son

路15:11-32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那小的向父親說：「父

親，請把我應得的一分家產給我罷！」父親遂

把產業給他們分開了。過了不多幾天，小兒子

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來，就往遠方去了。他

在那裡荒淫度日，耗費他的資財。⋯⋯



當他把所有的都揮霍盡了以後，那地方正遇著

大荒年，他便開始窮困起來。他去投靠一個當

地的居民；那人打發他到自己的莊田上去放

豬。他恨不能拿豬吃的豆莢來果腹，可是沒有

人給他。⋯⋯



他反躬自問：「我父親有多少傭工，都口糧豐

盛，我在這裡反要餓死！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

裏去，並且要給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也

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把我當作

你的一個傭工罷！」他便起身到他父親那裡去

了。⋯⋯⋯



他離的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他，動了

憐憫的心，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

地親吻他。兒子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

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

了！」⋯⋯



父親卻吩咐自己的僕人說：「你們快拿出上等

的袍子來給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給他

腳上穿上鞋，再把那隻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

應吃喝歡宴，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

而復得了。」他們就歡宴起來。⋯⋯



那時，他的長子正在田地裡，當他回來快到家

的時候，聽見有奏樂及歌舞的歡聲，遂叫一個

僕人過來，問他這是什麼事。僕人向他說：

「你弟弟回來了，你父親因為見他無恙歸來，

便為他宰了那隻肥牛犢。」長子就生氣不肯進

去，他父親遂出來勸解他。⋯⋯



他回答父親說：「你看，這些年來我服事你，

從未違背過你的命令，而你從未給過我一隻小

山羊，讓我同我的朋友們歡宴；但你這個兒子

同娼妓們耗盡了你的財產，他一回來，你倒為

他宰了那隻肥牛犢。」父親給他說：「孩子！

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

因為你這個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應當歡

宴喜樂！」



蒂索 (JAMES TISSOT) 的《浪子回頭》1862



蕩子比喻的釋經 
Exegesis of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父親，請把我應得的一分家產給我罷！父
親遂把產業給他們分開了」（12） —— 根據
梅瑟法律（申21:17），分家時長子比其餘
的兒子多得一份。比喻中只有兄弟二人，幼
年的兒子當然依法可以得到父親家產的三份
之一。



❖在某種情形下，如結婚或經商，兒子可向父
親要求他應得的一份家產。在此比喻中，幼
子託詞要到遠方去大展拳腳，父親為尊重兒
子的自主權，遂即答應他的要求，把他應得
的分給了他。但實際上，這個兒子的本意卻
是希望擺脫父親的監視及支配，張翅遠飛，
去過縱情享樂的生活。



❖「小兒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來，就往遠
方去了。他在那裡荒淫度日，耗費他的資財
⋯⋯他去投靠一個當地的居民；那人打發他
到自己的莊田上去放豬」（13-15）—— 小
兒子財產一到手，遂即挾帶所有的一切到遠
方去了。這荒淫無度的幼子，在酒肉朋友的
包圍下，不久即揮霍殆盡，貧困潦倒，連果
腹都不能。在饑寒交迫下，只得去哭求一個
富家人收留他。那人收容了他，叫他到自己
的莊田去放豬。



❖「他恨不能拿豬吃的豆莢來果腹，可是沒有
人給他」（16） —— 他只希望得些殘羹剩飯
來果腹，詎知他的希望依然落空，仍是不能
吃飽。「豆莢」即角豆樹（Carob，又名
「洗者若翰麵包樹」）所結的豆莢，在巴力斯
坦及地中海沿岸，叢生成林，味甜，有時貧窮
人拿來充作食品，但多用以飼養家畜（今日在
市場上竟成了健康食品！）。蕩子眼見豬有豆
莢吃，他雖願拿來充饑，可是沒有人給他。



❖「他反躬自問⋯⋯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裡
去」（17-18a）—— 蕩子的可憐處境終於使
他反省。他回想到自己快樂的幼年，思念著
父親富裕的家庭，他覺得自身的現狀委實堪
憐，更覺得自己犯了罪，喪失了兒子的身
份。但是他一想清了，就決意回頭。



❖「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
再稱作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你的一個傭工
罷」（18b-19）—— 他不敢希望再作父親的
兒子，只希望父親收容他充當一個僕役。他
忘了他父親寬大的慈愛。這是蕩子的自訟自
承，他承認自己得罪了父親，就是得罪了天
主。蕩子不說「天主」，因為那時的猶太人
為尊敬「天主」，不直接稱呼這個名號，多
以「天」代替。



❖「他離的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他，
動了憐憫的心，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
上，熱情地親吻他」（20）—— 望眼欲穿正
在遠眺的慈父，忽見小兒子的形影在遠處呈
現，他的心震蕩了起來，連奔帶跑的迎面撲
去。這細節也暗示父親天天都去看小兒子會
否回來，否則父親不會從遠處就看見他。父
子相遇，還是父親先抱住他，吻他。



❖「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
再稱作你的兒子了」（21）—— 蕩子感動極
了，把準備好的幾句求饒的話尚未說完，父
親便不讓他說下去。父親沒有理會，也沒有
答應兒子向他求饒的話，因為他早已寬恕和
忘記了兒子的罪過。



❖「父親卻吩咐自己的僕人」（22）—— 小兒
子話還未說完，父親已吩咐僕人。這裡所說
的「僕人」（dou,loj - doulos: servant）與
17,19節的「傭工」（mi,sqioj - misthios: hired 
servant）是有別的，僕人是家中的一份子
（拉丁文：famulus），而傭工是佃戶或日薪
勞工，是外人（拉丁文：mercennarius）。回
頭的蕩子就是要求父親把他看作一個傭工。



❖「你們快拿出上等的袍子來給他穿上，把戒
指戴在他手上，給他腳上穿上鞋」（22）
—— 父親吩咐僕人拿出上好的長袍給他穿
上，手上戴上鑲有寶石的指環，並且給他穿
上鞋。長袍、指環及鞋都是當時富貴顯要的
人所穿戴的。「指環」是有地位權柄的人纔
可以戴在手上。「鞋」或「革履」只是富貴
人纔穿，一般窮人和僕役常是赤足。父親這
樣做是想恢復他兒子的地位。



你們快拿出上等的袍子來給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
上，給他腳上穿上鞋。

牟利約(B a r t o l o m é 
Esteban Murillo)的
《浪子回頭》1667-70



❖「把那隻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應吃喝歡
宴，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
了」（23-24）—— 兒子歸來，為父的遂大
設筵席，甚至宰了悉心餵飼的肥牛犢，以示
慶祝（參看創18:7亞巴郎招待三旅客）。
父親認為他的小兒歸來，宛如兒子失而復
得，死而復生一樣，設筵慶祝是理所當然的
事。這個慶祝的理由，父親也對大兒子說出
來（32）。



❖「長子就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遂出來勸解
他」（28）—— 25-32節講出長子為了父親
因幼弟歸來設筵作樂而發的怨語，及父親答
覆他的話。父親的答話溫和而明智。他所以
如此歡樂，不是因為他過於溺愛幼子，而僅
因為幼子的歸來，有如死而復生，失而復
得，使父親高興萬分。耶穌講這個美麗比喻
的用心是異常顯明的。



❖這個「慈祥憐憫的父親」是指天主。兩個
「兒子」：一個是指住在父家的「義人」，
一個是故意遠離父家的「罪人」。傾家蕩
產，品性墮落及悽慘的處境，象徵罪惡的惡
果，及窮奢極侈的報應。罪人的行為逐漸改
善及回頭，在比喻中生動巧妙地刻畫出來。 

❖耶穌所欲闡明的，卻是天主對待悔改的罪人
所表現的聞所未聞的美善，及不可思議的仁
慈。



❖那些不能洞察天主慈憫深度的義人，也如同
那個長子一樣，抱怨天主過於善待回頭的罪
人。其實天主並非過於愛罪人，而僅是因罪
人的回頭改過，回到他懷中而所感到的喜
樂。 

❖有些經學家依照聖熱羅尼莫的見解，主張長
子是指法利塞人。他們是沒有離家的蕩子，
身在福中不知福，埋怨父親對弟弟太仁慈
外，還抱怨父親「你從未給過我一隻小山
羊，讓我同我的朋友們歡宴」（29）。



蕩子比喻的上下文 

❖路加有三個關於悔改的比喻：亡羊（15:4-
7）、達瑪（15:8-10）、蕩子（15:11-
32）。三個比喻以牧人、婦女和父親三人
失而復得的喜樂，反映出「對於一個罪人悔
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這樣歡樂」（路
15:10）。然而，在浪子的比喻中，故事並
不以浪子回家，「死而復生，失而復得」，
作圓滿結局，還有一個弦外之音。



❖在浪子比喻中，耶穌固然是要闡明天主對待
悔改的罪人所表現的美善及仁慈，但他設比
喻的目的，卻明顯不過。比喻的上文這樣
說：「稅吏及罪人們都來接近耶穌，為聽他
講道。法利塞人及經師們竊竊私議說：這個
人交接罪人，又同他們吃飯。耶穌遂對他們
設了這個比喻⋯」（路15:1-3）。



❖比喻的焦點於是落在那不贊成父親寬恕弟弟
的「長子」身上：可能標題應改為「忤逆的
長子」，或索性稱之為「二子的比喻」！以
這比喻來講論天主的仁慈和悔改的重要，正
是比喻的用意，但我們不可忽略那應悔改的
人當中，也應包括代表法利塞人及經師的長
子。



❖蕩子是指那些親近耶穌（15:1），回頭改
過的稅吏和罪人，長子是指那些自充為義
人，並指摘耶穌善待罪人的法利塞人和經師
們（15:2; 18:9）。



路加有關悔改的三個連環比喻（亡羊–達瑪–蕩
子）並沒有一個共同的下文，但每個比喻都以
「歡樂」作結束： 

‧亡羊：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
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7） 

‧達瑪：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
也是這樣歡樂。（10） 

‧蕩子：你這個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應當
歡宴喜樂！（32）



這些圍繞著「喜樂」的主題，反映出天主樂於
寬恕悔改的罪人。 

路加在三個連環比喻後，若要加上一個共同下
文，相信瑪竇的這段話也很貼切：「司祭長和
法利塞人聽了他的這些比喻，覺出他是指著他
們說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民眾，因為他們
以耶穌為一位先知。」（瑪21:45-46）他們應
醒覺到，路加所載比喻中，那個大兒子正是指
他們而設的。



三位教宗對蕩子比喻的反省 
3 Papal Reflections on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6/3 & 11/5/2016）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6/3/2016） 

1. 天主是慈父，藉著耶穌祂永無止境地愛我們 

天主永無止境地愛我們，始終準備迎接和擁抱
我們。蕩子回頭的比喻，更好地說，是慈悲父
親的比喻。在這個比喻中，父親對小兒子離家
出走的決定所具有的容忍態度最令人感動。同
樣地，天主也這樣對待我們，祂允許我們犯
錯，因為祂在創造我們時給了我們自由的大恩
典。這項恩典常常令我驚歎不已。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6/3/2016） 

父親與小兒子的分離，只是身體上的分離，他
其實始終把小兒子放在心上，滿懷信賴地等待
他回來，在路邊張望以期能看到他。有一天，
兒子離得還很遠時父親就看見了他（20）。這
意味著父親每天都爬到高處，看看兒子是否歸
來！他一看到兒子便動了憐憫的心，跑上前
去，擁抱他，親吻他。多麼溫柔的父親啊！這
個兒子犯下如此大錯，父親卻這樣接待了他！



他離的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他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6/3/2016） 

大兒子看到父親這樣，便感到氣憤，拒絕入席
以示抗議，因為他不明白，也不認同這種善待
有錯弟兄的做法。然而，父親對大兒子也懷有
同樣的態度，他走出去招呼大兒子，告訴他：
「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31）。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6/3/2016） 

透過這個比喻，我們可以隱約看到隱藏在其中
的第三個兒子 —— 耶穌。這位聖子兼僕人延伸了
天父的擁抱與心腸。天父接納蕩子，洗淨他腳
上的泥土，為慶祝寬恕而擺設筵席。耶穌教導
我們要「慈悲如同天父」（路6:36；慈悲禧年
格言）。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6/3/2016） 

比喻中父親的形象揭示了天主的心腸。天主是
慈父，藉著耶穌祂永無止境地愛我們，在我們
犯錯時一直等待我們悔改。天主是父親，當我
們認為自己可以不需要祂而離開祂時，祂等待
我們歸來；無論發生什麼事，他時刻準備擁抱
我們。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6/3/2016） 

天主就如福音中的父親那樣，當我們迷失時，祂
仍然視我們為祂的子女，當我們回到祂身邊時，
祂會溫柔地跑上前來迎接我們。當我們自認是義
人時，祂會和藹地教導我們。我們所犯的錯，即
使再大，也不能減損天主之愛的忠誠。藉著修和
聖事，我們總能重頭再來；天主將接納我們，恢
復我們身為祂子女的尊嚴，並鼓勵我們說：「前
進吧！願你平安！起來，前進吧！」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11/5/2016） 

2. 無人能剝奪我們作為天主子女的尊嚴，連魔
鬼也不能！ 

即使我們日子過得再糟糕也要堅信：天主在等
待我，天主願意擁抱我。天主的「慈悲邏輯」
擊潰人的一切邏輯，瓦解和顛倒「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的刻板規則。天主的心猶如一個大
家庭，家庭的法則是寬恕與友愛，讓家庭成員
有機會改過自新、團結合一。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11/5/201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比喻中的最後兩個場景。首
先，父親連小兒子的屈辱經歷和懺悔告白都不
想聽，直接恢復他作為兒子的尊嚴，給他披上
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 

耶穌並未描述一個被冒犯和忿恨的父親，一個
對小兒子說「你得付出代價」的父親。不，這
位父親擁抱小兒子，慈愛地等待他。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11/5/2016） 

父親心中唯一的盼望，就是小兒子能健康平安
地回到自己身邊，這會令父親感到高興，並大
事慶祝。多麼慈祥的父親！在小兒子「離得還
遠的時候，父親就看見了他」（20），這意味
著什麼？意味著父親經常站在高處，不斷遙望
遠處，看看兒子回來沒，始終等待著。小兒子
揮霍了一切，但父親依然在等待他。父親的慈
悲實在美妙！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11/5/2016） 

3. 「慈悲學堂」有關浪子比喻的一課 

父親的慈悲是滿溢和無條件的。小兒子從父親
擁抱並親吻自己的舉動中意識到，他無論做了
什麼，在父親眼中永遠是兒子。耶穌的這個教
導十分重要：我們作為天主子女的身份與我們
的功勞或作為無關，只取決於天父心中的愛。 

因此，任何人都無法剝奪我們的這一尊嚴，連魔
鬼也不能！我們日子過得再糟糕也要堅信天主在
等待我，天主願意擁抱我；天主在等侯我。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11/5/2016） 

「蕩子回頭」的比喻還提到不懂父親慈愛之心、
對自己的弟弟懷有蔑視的大兒子。這位可憐的父
親：一個兒子離開了他，另一個兒子雖然在他跟
前伺候，卻從未體驗到這種親近之樂。 

大兒子，他也需要慈悲。義人，那些自命義人
的人，他們也需要慈悲。當我們懷疑自己付出
如此艱辛卻得不到任何回報是否值得時，我們
就和大兒子一樣了。



長子就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遂出來勸解他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11/5/2016） 

耶穌提醒我們，留在天父的家裡不是為了得到
回報，而是因為可以擁有天主子女共同責任人
的尊嚴。我們不能與天主「做交易」，而應跟
隨那在十字架上捨棄自己，捨棄到底的耶穌。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11/5/2016） 

比喻的最後，父親重獲失而復得的兒子，並將他
交給他的哥哥，心中懷著最大的喜悅，那種再次
看到兄弟團聚的喜悅。兒子們可以決定是否分享
父親的喜悅。他們應該省思自己的意願，反思自
己的生活態度。比喻懸而未結，我們不知道大兒
子做了怎樣的決定，這對我們是一種激勵。這段
福音教導我們，所有人都需要進入天父的家，分
享祂的喜悅，加入慈悲與友愛的筵席。



教宗方濟各的反省（11/5/2016） 

5月13日是花地瑪聖母紀念日。花地瑪聖母的
顯現再次邀請我們祈禱、悔改和皈依，不再得
罪天主；她提醒我們，人類必須全然信靠天
主，祂是愛與慈悲的泉源。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反省（14/3/2010）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反省（14/3/2010） 

在寬恕中我們看到天主的真心 

路加的記述形成一個劃時代的靈性與文學的交
匯點。試想如果沒有了這個揭示天主是一位慈
愛父親的描述，我們的文化、藝術，及更廣泛
的說，我們的文明又將會是怎樣的呢？每次聽
到或讀到這比喻時，它都能推動我們找到新的
意義。



倫勃朗(Rembrandt )的
《浪子回頭》1663-65 

整幅畫作籠罩在親情、良
善和仁愛無可匹敵的觀念
中。這畫作背後的故事表
達出人類智慧和靈性的高
尚，而且整個情節在完全
沉默和靜態中不言而喻。
故事的深義，盡以父子二
人的表情和姿態呈現。倫
勃朗晚年粗略的筆觸，畫
出了極精準細膩的感情。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反省（14/3/2010） 

這段福音首先很有力地講論天主，讓我們認識他
的面貌，或更好說是他的內心。當耶穌告訴我們
天父是充滿仁愛時，一切都變得與從前不一樣。
如今我們認識了天主：他是我們的父親，他由於
愛而創造了我們，賦予我們自由和良知。我們迷
失時，他會感到難過，我們回頭時，他會興高采
烈。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反省（14/3/2010） 

因此之故，我們與他的關係，就如同孩子與父母
的一樣：初時孩子完全依賴父母，孩子稍長，便
會堅持自己作決定，最後，如果有正面發展的
話，便會達到建基於修好和真愛的成熟親子關
係。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反省（14/3/2010） 

我們在這些階段中，可以找到人類與天主關係的歷
程。當中的孩童時代，即那出於需要和依賴而產生
的宗教。當人逐漸成長和自我解放時，他擺脫屈
就，變成自由、成人、自律、獨立自決，甚至以為
可以沒有天主而自把自為。幸而天主並沒有放棄自
己的信實不欺，即使我們遠離他和迷失，他仍對我
們懷著慈愛，不離不棄，寬恕我們的過錯，向我們
的良知說話，呼喚我們回到他那裡。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反省（14/3/2010） 

比喻中的兩個兒子有著相反的舉動：幼子離家遠
走高飛，且不斷墮落，而長子留在家中，但他與
父親的關係也是不成熟的。事實上，當幼子回家
後，他並不如父親那樣高興，反而發脾氣不想進
入屋內。兩個兒子代表著兩種與天主不成熟的關
係：反叛或幼稚的服從。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反省（14/3/2010） 

這兩種不成熟的與天主的關係，最終因感受到天
主的仁慈而被克服。只有透過體驗寬恕，並意識
到自己被天主無條件地愛著—— 那愛既大於我們
可憐的苦況，也大於我們的公義——  我們最終才
能對天主有一個真正孝愛和自由的關係。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反省（14/3/2010） 

讓我們反思這個比喻。讓我們自比那兩個兒子，
但尤其要默想天父的心懷。讓我們投入他的懷
抱，讓他的慈愛使我們重生過來。願童貞瑪利
亞、仁慈之母助佑我們達成此事。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反省（14/3/2010） 

藉著這個蕩子的比喻，耶穌邀請我們信賴天父的
無限仁慈，帶著因悔改而淨化的心靈，回歸到他
身旁。值著四旬期的善工，及領受懺悔聖事和感
恩聖事，願我們能加強對罪惡的痛恨，並重新體
會天父仁慈的懷抱。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30/11/1980）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5. 一種類比（Analogy） 

在基督的宣講裏，那承襲自舊約的天主形象，變
得更單純及更有深度。這在浪子的比喻裡最為明
顯。雖然他沒有使用「仁慈」一詞，卻以一種特
別清晰的方式，表達天主仁慈的精髓。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基督不像舊約般用術語來表達仁慈的內容，而是
用類比使我們更充份了解仁慈的奧秘，它是一齣
父愛與兒子的不肖和罪惡之間的意義深長的戲
劇。那個浪子從父親手裏接受了屬於他的一份家
產，到遠方去揮霍。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這個故事，可以說，是從失去恩寵和原始義德的
原祖父母開始，以至每一時代的人所共有的故
事。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類比可適用的範圍，
是非常廣泛的。這個比喻間接地觸及所有愛的盟
約的破裂，每一恩寵的失落，每一種罪。但這個
類不像先知傳統那樣，強調整個以色列民族的背
信，雖然浪子回頭的類比，也能夠包括這一點。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當浪子把家產揮霍殆盡的時候，他開始過窮困的
生活，尤有甚者，他離家僑居之地又發生了大災
荒。在這情形下，浪子只好拿任何東西來充飢，
甚至是他為人放的豬所吃的豆莢，可是連這個他
也吃不到。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這個類比很明顯地係指向人的內心。浪子從父親
所接受的是物質的家產，但比這物質家產更重要
的，是他在父家作為兒子的尊嚴。他失去物質財
富時的處境，應當會使他覺悟到，他失去了作為
兒子的尊嚴。以前當他向父親索取家產離家時，
他並沒有想到這一點。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即使在現在，當他對自己說：「我父親家有多少
傭工，都有飯吃，且有剩餘，而我卻要餓死在這
裡」的時候，似乎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把自
己所失去的財物來衡量自己，覺得自己還不如父
親家裡的傭工。因為傭工目前還擁有那些財物。
他的這些話雖然主要是表達他對物質財富的態
度，不過在這些話的底下，掩藏了失去兒子尊嚴
的悲哀。他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不肖的兒子。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就是在這時候，他做了一個決定：「我要起身到
我父親那裏去，並且要給他說：父親！我得罪了
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把我
當作你的一個傭工罷」。這些話更深入地揭露了
問題的本質。浪子因愚蠢和罪而陷入了物質生活
上的困境，現在卻因着這個困境，使他意識到所
失去的尊嚴感。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他決心回到父家，請求父親接納他的時候──不
是作為一個兒子，而是作為一個傭工──初看起
來，好像是饑餓和窮困迫使他這樣做：不過，饑
餓和貧困的動機，卻參雜著一種更深的失落感：
在自己父親的家裡受僱為一個傭工，的確是一項
巨大的屈辱，令人引以為恥。可是，這個浪子卻
決心忍受這樣的屈辱和羞恥。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他知道在父親家裡除了做傭工外，他已別無任何
權利。他做這個決定時，明知自己應得的報應，
及按照公義而論，他仍能有什麼權利。浪子這樣
考慮，表明他已意識到所失落的尊嚴，即那來自
父子關係的尊嚴。作了這個決定後，他遂動身回
家去。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在浪子回頭的比喻裡，「公義」一詞從未出現
過，正如在原文裡，也未用過「仁慈」一詞一
樣。可是公義與那發自仁慈的愛的關係，卻非常
明確地刻畫在這福音比喻的字裡行間。越來越明
顯的是，當愛必須超越公義的狹隘標準時，便轉
化成「仁慈」。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浪子耗盡了父親給他的財產，回到父家後，只
值得在父家當傭工來糊口。他也許能夠逐少積
蓄一些財物，但永不會像他所揮霍的那麼多。
這也是合於公義的，特別因為浪子不但耗盡了
屬於自己的一份家產，同時也因自己的行為傷
了父親的心。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這事既使他喪失了作為兒子的尊嚴，在父親眼裡
也不能是無關緊要的。它必定使父親痛心，它多
少也使父親受到牽連。畢竟那做錯事的是自己的
兒子，這個關係不會因任何行為而被取締或消
失。浪子也知道這一點。正因他知道，他就更清
楚自己所失去的尊嚴，而使他正確地估量自己在
父家還能有怎樣的地位。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6. 特別注視人性尊嚴 

這種對浪子心境的細膩描述，使我們明確了解天
主仁慈的含義。無疑地，在這簡單而深入的類比
裡，那個父親的形象，給我們揭示天主就是父
親。在這比喻裡，父親的行動和他的一切做事方
式，都顯出他內心的態度，讓我們能夠在一個單
純而深入的全新綜觀裡，重新發現舊約聖經對仁
慈的各種不同看法。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浪子的父親忠於父職，忠於他對自己兒子的愛。
這種忠信態度，在浪子回頭的故事裡，不但表現
在他對耗盡家產的兒子的回頭，表示立即樂意接
納；同時在他興高采烈的態度上，在慶祝兒子回
頭的宴會上，此種忠於愛的態度，也表現得更為
淋漓盡緻。他所備辦的慶祝宴會是那麼舖張，甚
至激起了浪子長兄的反對和憤恨，因為這位兄長
從未遠離他的父親，亦從不曾離家出走。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父親這種忠於父職的態度──這個特徵在舊約
裡是用盟約的愛（ḥesed）一詞表達的──同時
也表現在感情洋溢的態度。事實上按福音所
載，當父親看見浪子回來的時候，「他動了憐
憫的心，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地
親吻他。」父親必然是因深情所動才會這樣
做，這也說明他對浪子為何會這樣寬大。這種
寬大卻激怒了他的大兒子。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父親之所以這樣動情，是有個重深的原因。因為
父親知道，兒子保住了他最基本的財富，那即他
的人性美善。雖然兒子已耗盡家產，卻保住了他
的人性，或更準確的說，是失而復得。這可見於
父親對大兒子所說的話：「因為你這個弟弟死而
復生，失而復得，應當歡宴喜樂。」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在同一章裡（路15），我們還可找到亡羊和
失錢的兩個比喻。每個比喻所強調的，同是
與浪子回頭一樣的喜悅。父親一直關心的，
就是離家而去的兒子的人性，他的人性尊
嚴。這一點最能說明，為何浪子回家時，父
親會如此高興。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接下去，我們可以說，父親的愛子之情，是出於
其為父之本性。這個本性使父親不能不關心兒子
的尊嚴。這種關心便構成了他的愛。這種愛就是
聖保祿筆下所寫的：「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
⋯⋯愛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卻與
真理同樂⋯⋯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還有「愛
永存不朽」(格前13:4-8)。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基督在浪子比喻中所說的仁慈，具備愛的內在形
式，即新約所稱的「愛德」（agape）。這種愛
能夠俯就任何浪子，親近任何人類的疾苦，尤其
是任何形式的道德慘況——罪惡。一旦有這樣的
情況發生，那被憐憫者不會感到屈辱，反而感到
失而復得和「重新受到尊重」。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父親首先對他表示喜悅，因為他是「失而復
得」，「死而復生」。這種喜悅表示成功保住了
一個「善」：他雖然是個蕩子，但仍然不失為他
父親的兒子；這喜悅也表示一種「善」業已失而
復得。在浪子身上，這個善就是他終能對自身有
所醒悟。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在基督的比喻裡，父子關係所發生的事，不可
「從外表」來衡量。我們對於仁慈所懷的偏見，
多半是從外表來衡量的結果。這情況有時會發生
在我們從外表來衡量仁慈的時候，把它視作施予
仁慈者與獲得仁慈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結果我
們會很快作出結論，指仁慈的行為是貶損那接受
仁慈者，有辱他的人的尊嚴。浪子回頭的故事指
出，事實並非如此⋯⋯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這仁慈的關係，是基於對人這個「善」的共同
經驗，即對人本有的尊嚴的共同經驗。這同共
經驗使浪子開始發現自己及自身行為的真貌
（而真正的謙遜就在於明認真理）。另一方
面，因著這個理由，浪子成了父親所愛惜的特
殊的「善」：在一剎那真理與愛情的光照下，
父親清楚看見面前完成的一個「善」，致使他
似乎忘記了兒子所犯的一切過錯。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浪子回頭的故事，用簡單而深入的方式，表達出
悔改是怎樣一回事。改邪歸正是愛的行動與仁慈
臨現人間的最具體表現。仁慈的實在意義，不在
於如何深入而體貼地體諒人在道德、身體或物質
上的惡；真正的仁慈在於能從人世間一切形式的
惡中，重新肯定、促進和擷取出「善」。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反省 
《富於仁慈旳天主 》（30/11/1980） 

上述所描寫的仁慈，實在就是基督救世訊息的基本
內容，及其救世使命的主要力量。基督的門徒和追
隨者，也如此理解和實踐仁慈。在他們的心中和行
動上，可以不斷看到那別有創意的仁慈所實現的
愛，這愛「不為惡所勝」，反而「以善勝惡」。仁
慈的真面貌需要不斷展示出來。縱使人對仁慈懷有
重重偏見，仁慈似乎是我們這時代特別需要的。



蕩子比喻的猶太背境 
Jewish Background of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蕩子比喻的猶太背境 

福音比喻當中許多元素，只有在猶太文化傳統
的角度，才容易明白。讓我們拿路加所載的蕩
子比喻（路15:11-32）與猶太辣彼設的比喻
作比較。比喻中的父親是整個比喻的中心人
物，這慈愛和樂於寬恕的父親就是天主的象
徵。 



1. 分家產 

大部分福音讀者對小兒子要求父親分家產一事
感到疑難，事實上，猶太古籍米市納
（Mishnah）也有提及類似的事。要注意，長
子雖沒有提出要求，但也同樣分得產業，只是
他沒有離開父家，間接默許弟弟所為，此舉無
異於期望父親逝世。



有些猶太辣彼認為，人若把自己的產業分配給自
己的兒子，他必須註明：「由今日及在我死
後。」（辣彼猶大 Rabbi Judah）但辣彼若瑟
（Rabbi Jose）卻說：「他毋須這樣做。」



他們也認為，人若安排把自己的產業在死後分
配給自己的兒子，這父親便不可把它們賣掉，
因為已分配了給兒子，兒子也不能把它們賣
掉，因為父親仍掌管著它們。若父親把它們賣
掉，（只能）在他死後才歸屬他人；若兒子把
它們賣掉，買家在父親死前也不能擁有它們。



父親可以收割（他已分配給兒子的田地上的
農產），並給他願意的人吃。若有所餘，應
歸所有子嗣。若是歸予長子及幼子，則長子
不可不顧幼子而取用共有的產業，幼子也不
可妄顧長子而取用，但大家應共同分享
（Baba Batbra 8:7）。



《德訓篇》也這樣教導說： 
幾時你還在世上，不要將你的權柄，交給兒
子、妻子、兄弟和朋友，也不要將你的產業，
交與別人，怕你將來後悔，而有求於他們。當
你還活著，氣息尚存的時候，不要讓任何人支
配你。⋯⋯



你的子女有求於你，勝於你望著你子女的手。
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你應作主。不要污辱你
的榮譽。在你壽命結束之日，在你快要去世之
時，應分清你的遺產（德33:20-24）。



2. 豆莢與悔改 

小兒子為人放豬，巴不得拿豬吃的豆莢來果
腹。這「豆莢」（希臘文：keration）一般被認
定為角豆樹（Ceratonia siliqua - carob tree）；又
因為其希伯來名字（brx - ḥaruv）與蝗蟲（bgx  

- ḥagav）形音相近，這樹又被稱為聖若翰麵包
樹（St. John’s Bread Tree），因為福音說若翰的
食物是「蝗蟲和野蜜」（見瑪3:4）。



豆莢被喻為窮人的食物，又由於「豆莢」

（brx - ḥaruv）與另一希伯來詞「刀劍」（brx 
- ḥerev）形音相近，猶太辣彼們便用以解釋依
撒意亞的話（依1:19-20）。所以豆莢在後期
猶太傳統中，常與悔改相連，那是說人在窘迫
中要以豆莢充饑時，便會想到自己的罪惡，誠
心懺悔，皈依上主。



塔耳慕得（Talmud）有這樣的記載：「假若你
們樂意服從，你們將享用地上的美物；假若你
們拒絕反抗，你們將為刀劍（ḥerev）所吞滅」
（依1:19-20）。這也可讀作「你們將要吃豆
莢（ḥaruv）。」 

辣彼阿哈（Rabbi Acha）說：「以色列需要豆莢
（ḥaruv），即窮窘，才會被迫悔改，即是說，
只有在以色列到了如此窘迫的地步，以致要拿豆
莢來充饑時，他們才會由自己的惡行中悔改。」



角豆樹 Carob（Ceratonia siliqua）



角豆樹 Carob (Ceratonia siliqua)

他恨不得拿豬吃的豆莢來果腹（路15:16）（參看瑪3:4）

角豆樹的豆莢

角豆樹的總狀花序



角豆樹的豆莢（Pod）和種子（Seed: Karat）

角豆樹的種子平均
重量為0.20克，
是古代的重量單位

角豆莢末是巧克力
和糖的健康代用品



路加為了表達幼子的極度窘境，描寫幼子不但要投
靠外邦人，還要為他放豬，這對猶太人來說，是最
不潔的事。 



「養豬」或「放豬」為猶太人，尤其為一個富
有的人，是一件奇恥大辱的事。因為在他們的
格言書上有這麼一句：「養豬的人是可詛咒
的」（Talmud, Baba Kama, 82b）。又按梅瑟
法律，豬是不潔的動物，決不准吃（肋
11:7）。蕩子沒法只得無條件的承允，接受
這下賤的工作。



3. 歸依上主（שוב - shuv）如歸父家 

「你必回心歸向上主你的天主，」（申4:30）  

辣彼說：「這事可比作什麼呢？那就好比君王
的一個走入歧途的兒子。君王派一位導師向兒
子說：『我兒，你悔改罷！』可是兒子把他遣
回父親處說：『我怎有顏面回去呢？我自愧來
到你跟前。』⋯⋯



他的父親再傳話給他說：『我兒，難道一個

兒子會害羞回到自己父親那裡？難道你不會

回到父親那裡嗎？』為此，那應受讚頌的至

聖者，派遣耶肋米亞到犯罪的以色列民那裡

說：『你去向我的兒子說：請你歸來！』我

們從那裡得知這事？經上說：『你去向北方

宣布這些話說：失節的以色列！請你歸來』

（耶3:12）。⋯⋯



以色列民問耶肋米亞說：『我們怎有顏面回到

天主那裏呢？』我們又從那裡知道這事？經上

說：『讓我們躺臥在我們恥辱中，讓我們以羞

愧遮蓋我們，因為我們和我們的祖先，自我們

幼年直到今日，得罪了上主我們的天主，從來

沒有聽從上主我們的天主的聲音』（耶

3:25）。



但天主回應他們說：『我的兒子，你若回來，

難道你不會回到你的父親那裏嗎？』我們是從

那裡得知這事呢？『因為我是以色列的慈父，

厄弗辣因是我的長子』（耶31:9）」。



我兒，難道一個兒子會害羞回到自己父親

那裏？難道你不會回到父親那裏嗎？



路加比喻中的兒子和辣彼比喻中的君王的兒
子，都離棄了自己的父親，到遠方去。 

辣彼梅依爾的比喻緊貼著耶肋米亞呼喚北方
的以色列回歸天父，他們因犯罪而被充軍至
「遠方」。這比喻與申4:30的話密切有關：
「你必回心歸向上主你的天主。」



另一篇辣彼文學說：「以色列！歸向上主你的
天主罷！」（歐14:2）這事好比君王的一個兒
子，遠離了自己的父親──約有一百天路程的
距離。他的朋友對他說：「你回到父親那裡
罷！」他回答說：「我不能。」他的父親派人
向他說：「你按自己的力量能走多遠，就走多
遠，我會走你剩下的路程來迎上你！」為此，
那應受讚頌的至聖者說：「現在你們轉向我
罷！我必轉向你們」（拉3:7）。



按以色列智者的教訓，人只需盡己所能作出
初步的皈依，天主必定會回應他，並協助他
完成。 

這與路加比喻中父親所做的完全吻合，「他
離的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他，動了
憐憫的心，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
情地親吻他」（路15:20）。



猶太典籍米德辣市（Midrash）還有一個記載，與
這福音比喻十分貼切： 

經上記載：「當你們生養了子孫，在那地住得久
了，如果你們墮落下去，製造任何形狀的偶像，
行了上主你的天主眼中視為邪惡的事，惹他發
怒⋯⋯」（申4:25）。經上又說：「我今天就指
著上天下地對你們作證，你們必在過約但河後所
佔領的土地上迅速滅亡，決不會在那地長久生
存，必全被消滅」（申4:26）。⋯⋯



我們可拿什麼來比喻以色列呢？他好比一個兒子對
自己的父親說：「我要離開這裏，出海到遠方
去。」父親警告他說：「可是水手乘船出海的季節
已過！」但他堅持這樣做，並和父親爭辯起來。
「你要明白，」父親苦勸他說，「你若現在出海，
你會遇上意外！結果你的船會沉沒，你所有的一切
都會失掉。聽著，我如今對你說，你若不聽從我的
話，堅持要出海，我警告你的這一切事情，⋯⋯



必會發生。可是，即使船沉沒了，你失去了一
切，你所有的都被大海沖散，只有你保了命，你
必定要謹記一件事：不要害羞回到我這裏。你不
要說：『我怎有顏面回到父親那裏。』我如今告
訴你，即使你沒有聽從我的話，而且這一切可怕
的事情真的發生在你身上，你決不應害羞回到我
這裏來，我必定要接納你。」為此，至聖者要對
以色列說：「我今天就指著上天下地對你們作
證⋯」（申4:26）。⋯⋯



至聖者要呼喚他們說：「你在那裏必要尋求上主
你的天主，只要你全心全靈尋求，你就可尋到
他。日後，當這些事都臨於你，使你困惱時，你
必回心歸向上主你的天主，聽從他的聲音」（申
4:29-30）。他還要肯定說：「當你們生養了子
孫，在那地住得久了⋯⋯」（申4:25）。



可是，即使船沉沒了，你所有的都被大海沖散，只
有你保了命，你必定要謹記一件事：不要害羞回到
我這裏。



辣彼比喻中那充滿仁慈和樂於寬恕的父親，一
如路加比喻中的慈父，是天主的象徵。 

人獲得寬宥和得救，全在於天主的仁慈和樂於
寬恕，人所要做的就是不要害羞回到天主那
裡，他只須踏出第一步，天主必會助他完成。



由上面幾個例子可見，福音比喻秉承著猶太傳
統，這是我們理解比喻的先決條件之一。 

遇到比喻中難明之處，我們首先要問：這是否
猶太文化傳統的思維特色。在這角度下看，許
多細節都成了深刻的描述，有助我們更能把握
比喻的中心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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