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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的教训天国的教训 路加福音十三10至十四25

十三10-14a 安息日，
耶稣有几次在安息日行神迹医病耶稣有几次在安息日行神迹医病，

惹到法利赛人跟在会堂当中
认为要谨守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可以做做……

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

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

耶稣看见，便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

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

这是 个反讽的写法

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忿忿的…

这是一个反讽的写法…
当时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社会，

在会堂的崇拜当中就是着重礼仪 崇拜律法在会堂的崇拜当中就是着重礼仪、崇拜律法，

把赐律法的上帝不晓得丢到哪去了！

天国的教训天国的教训
十三15 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哪，

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 驴 牵去饮吗？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

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撒但捆绑了这十八年 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被撒但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到底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呢？
当代宗教人士所认为的这些规条 是真正重要的吗？当代宗教人士所认为的这些规条，是真正重要的吗？

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

众人因他所行 切荣耀的事 就都欢喜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同样这件事情，他的敌人那敌对的态度，同样这件事情，他的敌人那敌对的态度，
当主耶稣澄清了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众人因耶稣所行荣耀的事情就欢喜了众人因耶稣所行荣耀的事情就欢喜了

他的敌人就惭愧了

‧神国的比喻 ‧进入神国度‧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十三18-19a 耶稣说：「神的国好像甚么？
我拿甚么来比较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芥菜种就是百种里面最小的…芥菜种 是 种 最

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

小的不起眼的，可以长成一个大的；
神的国度最开始是微乎其微的 不起眼的神的国度最开始是微乎其微的、不起眼的，

可是上帝荣耀的彰显，

却必然因着神国的临到却必然因着神国的临到，

展现在众人眼前。

十三19b 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



‧神国的比喻 ‧进入神国度‧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十三20-21 又说：「我拿甚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
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妇 ， 」

我们习惯认为 ─ 面酵发酵，

酵就是罪的意思 指的是比较负 的 题酵就是罪的意思，指的是比较负面的问题。

耶稣提到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

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会带动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会带动

整体都变的假冒为善，所以说要防备
上 文在这的上下文是 ─神的国度最初是看不见的、不显眼的，

可是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

我们要看得见神的国度正在进行，
而不要像法利赛人跟文士在会堂服事，而不要像法利赛人跟文士在会堂服事，

只看重规条，却忽视神的国已经展现开来了。

‧神国的比喻‧进入神国度 ‧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十三22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他面向了十字架 面对敌对势力挑战他面向了十字架，面对敌对势力挑战，
耶稣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

路上他预备门徒一路上他预备门徒，

能够成为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门徒。

十三23-24 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从主耶稣所带来的能力 ─
有能力的教导、有权柄的医治人释放人，

许多神迹跟耶稣的教导展现在人的跟前，

是说 ─神的国已经来到！

‧神国的比喻‧进入神国度 ‧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让我们澄清 ─ 救恩仍然是白白的恩典，

惟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惟独 稣在 架 身 ，

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 ─
我们没法改善内在容易犯罪的倾向跟本性我们没法改善内在容易犯罪的倾向跟本性

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为罪付了全部的代价
使我们可以白白领受恩典

是不是每一个人对神的救恩有回应呢…

救恩

使我们可以白白领受恩典

救恩在主耶稣的当代，是上帝的国度临在当代，

神的国度、神的治理，高过撒但、

也高过文士跟法利赛人所制定宗教仪文的框框。

神的国度、救恩在当代已经临到了，神的国度、救恩在当代已经临到了，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准确的回应呢？

‧神国的比喻‧进入神国度 ‧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努力 ─ 奋力的抓住机会，彷佛要挤进窄门，要用力气的！

很认真的对主耶稣所带来救恩的信息 ─很认真的对 稣所带来 的信
要有回应，不可能冷漠、没有反应。

那时 你们要说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喝过十三26-27 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喝过，，
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他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那里来的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那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主耶稣在他们的当中行过神迹、同吃喝过，

可是他们对主耶稣的救恩、神国的临到，有没有反应呢？可是他们对主耶稣的救恩、神国的临到，有没有反应呢？

答案是否定的！

当那个时机不再的时候 ─ 好像是门关了…当那个时机不再的时候  好像是门关了…
主说 ─ 我不认识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



‧神国的比喻‧进入神国度 ‧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这一群上帝的子民，应该最认识耶稣，

却没有抓住机会、没有努力进窄门…进窄门
十三29-30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

本来应该在神的国里排名在前面 上帝本国的选民呢？本来应该在神的国里排名在前面、上帝本国的选民呢？

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十三31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法利赛人拒绝耶稣，是他们想要杀耶稣…
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后的将要在前，

本来在神国度之外的外邦人，可以进入神的国
在前的 本 的选民以色列人 却将要在后在前的 ─ 本国的选民以色列人，却将要在后

‧神国的比喻‧进入神国度 ‧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这段过程中澄清了神国度的真理，耶稣引导我们看见 ─
就算当代的人不接受耶稣，

神的国度一样正在前进！

十三33 虽然这样十三33 虽然这样，
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

旧约以来，
许多先知不被选民所接受，那些殉道的行列，

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走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路加的写作当中，

劝勉了主后第一世纪跟随耶稣作门徒的人 ─劝勉了主后第 世纪跟随耶稣作门徒的人
跟随耶稣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神国的比喻‧进入神国度 ‧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十三34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主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
耶稣提醒 ─ 他往十字架去的道路是确定的

不断的训勉教导门徒，

跟随耶稣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

耶稣从来不逃避苦难，

苦难当中让我们看见 ─
上帝所预备神的国度，，

多么丰富的展现在当代的眼前。

‧神国的比喻‧进入神国度 ‧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十四1-4 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
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臌的人。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

耶稣实质上又再回应这些人 ─ 生命当中优先次序，
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刻 上帝所看重的是你所看重的吗？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刻，上帝所看重的是你所看重的吗？

还是拘泥于我们认为这个才是对的、才是重要的？

让我们常常以神的话
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

而不是拘泥在某一些传统、

或是自己的喜好当中或是自己的喜好当中。



‧神国的比喻 ‧进入神国度‧筵席的首位 ‧大筵席的比喻

耶稣跟法利赛人对话的场景是一个筵席，
耶稣看到 ─ 法利赛人总是喜欢坐在高位上…

十四11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十三30 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只 在 ，将 在 ； 在 ，将 在

上帝的国度翻转了人的价值观，
颠覆在当时主后第 世纪所看重的 所看轻的颠覆在当时主后第一世纪所看重的、所看轻的…

十四10 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
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 「朋友 请上坐 」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坐。」

耶稣用一个大筵席的比喻来讲述说神的国，耶稣用 个大筵席的比喻来讲述说神的国，

上帝发出邀请，邀请人来进入神的国。

这一群宗教人士应该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回应，这 群宗教人士应该要有 个准确的判断、回应，

可是他们却为了一些次要的因素，混乱了真理的核心。

‧神国的比喻 ‧进入神国度‧筵席的首位 ‧大筵席的比喻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经验、变成一种限制…
我在国内服事培训的时候，

当地教会有一个异端的问题 ─ 呼喊派，

认为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一定要大声的呼喊。认为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 定要大声的呼喊。

有一位传道人分享，有属灵长辈教导说 ─
「你信主得救的时候 有没有痛哭流涕 大声呼求主名？」「你信主得救的时候，有没有痛哭流涕、大声呼求主名？」

传道说：「我个人天生就不爱哭，所以没有…」

「好 好弟 你还是哭 哭「好不好弟兄你还是哭一哭吧，

哭一哭才能够让我们确定有得着救恩。」

「我 觉得我 装 我真 道我 我 诚实 」

让我们澄清 ─ 不要让我们的经历，代替了属灵的真理；

「我不觉得我要装假…我真的知道我必须向我的主诚实。」

不要被外在的、个人的不同经历，来取代了真理的核心。

‧神国的比喻 ‧进入神国度‧筵席的首位 ‧大筵席的比喻

耶稣当代，法利赛人、宗教人士跟耶稣的冲突点 ─
包含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经历、

所固守宗教礼仪当中的框框，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可少的、重要的

当耶稣来的时候、当救恩临近有需要的人，
每 个有需要的人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都是这些宗教人士看不上眼的人 ─
是生病的 贫穷的是生病的、贫穷的、

是他们请客摆筵席绝对不会请的人，

可是竟然是耶稣愿意去接近的人可是竟然是耶稣愿意去接近的人

所以当地的宗教人士 法利赛人所以当地的宗教人士、法利赛人，
心里面老是不平衡、老是觉得主耶稣有问题。

‧神国的比喻 ‧进入神国度‧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十四17-20 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

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筵席的邀请 跟生活当中许多推托之词筵席的邀请，跟生活当中许多推托之词，
哪个比较重要、哪个比较次要呢？

用比喻的方式提醒说 ─
请问神国的邀请、上帝国度的邀请，

你的回应、你的推辞呢？

在筵席当中，许多人有自己的成见、自己的经历，

似乎认为比上帝国度救恩的邀请是更重要。



‧神国的比喻 ‧进入神国度‧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十四21-24) 这些本来邀请的人不愿意来，就派仆人去，
在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

把那些本来不配的人都邀来了，

坐满了我的屋子；

耶稣用筵席请客的比喻 来描述神的国也在你们眼前

从前被邀请的人，一个都没有能够来体验…

耶稣用筵席请客的比喻，来描述神的国也在你们眼前，
上帝正在透过耶稣做邀请，你有没有准确的回应呢？

十四25-27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

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神国的比喻 ‧进入神国度‧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在我们爱的尺度当中，爱耶稣是第一。在我 爱 当 ，爱 稣

十四26a 若不爱我胜过爱
（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恨）（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恨）…

爱、恨这个两极化的尺度当中，爱上帝、爱耶稣是第一…爱 恨
当我们耶稣放在第一的时候，

我们懂得回应神国的邀请、懂得回应那个筵席的邀请。

十四28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
不先坐下算计花费 能盖成不能呢？

我们懂得回应神国的邀请、懂得回应那个筵席的邀请。

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

回应神国的邀请要付代价，回应神国的邀请要付代价，

不回应神国的邀请也要付代价，要付更高的代价。

天国的教训天国的教训
十四35b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神的国度神的国度，

随着耶稣的事奉已经展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我们有没有准确的回应呢？

当我们真正努力进窄门，

你会发现以耶稣为主、尊耶稣为大的门徒，

就是在世界上有味道的盐，

可以成为世界当中有影响力的、

具有神国子民生命力的门徒。有神 命

这是耶稣对当代所发出的挑战，我们听到了吗？

我们在今天能否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在今天能否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真的愿意付代价的跟随他呢？

祷告祷告亲爱耶稣 祷告祷告亲爱耶稣我们仰望你，

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当我们一天跟随你，

让我们每一天就是让我们每 天就是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

我们每一回合必须在跟随你的当中我们每一回合必须在跟随你的当中，

要舍己的时刻、要更多放下自己；

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的当中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的当中，

那每一回合的放下、愿意为你的缘故的舍己，

你就使我们的生命你就使我们的生命，

有更多你的荣美、更多像你的部分，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了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了。



祷告祷告仰望耶稣 惟有像你的生命 祷告祷告仰望耶稣，惟有像你的生命，
惟有你自己芬芳馨香的生命之气

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对这个世界才有影响力。

求你释放我们 让我们自由的跟随你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自由的跟随你，

让我们不是再弯着腰的那个妇人、

在撒但的辖制当中，

乃是自由的直起腰来、跟随你！

你生命复活的能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真实的是大有能力的。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真实的是大有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