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4

國度。

［耶穌基督的比喻］
窄門和大筵席
太七：13-14 中的“窄門的比喻”
和路十四：15-24 中的“大筵席的比喻”是關於
進入神國的條件的比喻。
A. 窄門

閱讀太七：13-14。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引言。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語來講述，比喻中的屬靈意義也是以此作為基礎。因此，我們要先研習故事的用詞
，以及其文化和歷史背景的資料。
討論。這個故事有什麼反映真實生活的元素？

筆記。
這個故事是以勸勉的形式來表述的。這個勸勉乃是針對世界上所有的人。它勸勉人要進窄門，也勸勉人要走窄
路，不要進入寬闊的門，也不要走廣闊的大路。無論是窄路，還是大路，都把人引到明確的目的地。這是一個
反映真實生活的事實。
窄門。這讓人想起一扇旋轉門，它每次只能夠讓一個人進去。
窄路。它就像兩個懸崖峭壁之間一條崎嶇的峽道，兩邊都有懸崖峭壁把旅客圍住。
寬闊的門。它寬闊得足以同一時間讓許多人帶着自己所有的行李進去。上面彷彿有一個牌子寫着：“無任歡迎
、多多益善！”
廣闊的大路。它就像一條既寬闊又易走的下坡路，沿路還有許多觀光景點。這條路上彷彿有一個路標寫着：“
隨心所欲到各處。”和“迅速快捷往各地。”
2. 觀察緊接的上下文，並確定比喻的元素。

引言。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釋或應用”。比喻的背景或指出講述比喻的場合
，或描述講述比喻時的情形。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解釋或應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後找到。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釋或應用是什麼？
筆記。
(1) 這個比喻的背景記載在馬太福音第五至第七章。
在登山寶訓中，耶穌描述神國的公民、他們所得的福分、他們與世界的關係（太五：1-16），以及大君王耶穌
基督一方面賜給他們的義，另一方面向他們要求的義（太五：17 - 七：12）。最後，祂勸勉所有聽到祂的信息
的人，無論是在信息發出的時候聽到，還是稍後才聽到，都要經過窄門進入天國（太七：13-14）。如果他們
已經這樣做了，就要堅定不移地在這扇門給他們引進的路上往前行。祂特別警告他們要防備假先知的教導，最
後，祂把這兩條路所通往的最終目的地作對比（太七：15-27）。
(2) 這個比喻的故事記載在太七：13-14。
它採用了勸勉的形式。
(3) 這個比喻的解釋或應用。
它實際上包含在這個勸勉中。
3. 找出比喻中相關和不相關的細節。

引言。耶穌無意給比喻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賦予一些屬靈意義。比喻不是寓言！相關的細節是指比喻故事中
那些加強比喻的中心思想、主題或教訓的細節。因此，我們不應給比喻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賦予獨立的屬靈
意義。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細節是真正重要或相關的？

筆記。
© 2016 “空中門訓” 門徒訓練手冊 10

附錄 4：窄門和大筵席

1

兩扇門和兩條路。“門”代表人生中最初的選擇，“路”則代表一個人此後的生活方式。因此，門和路在這個
比喻中都是相關的細節。
兩種旅客。“多”和“少”經常在聖經中出現，當然是相關的細節。
兩個目的地。“滅亡”和“永生”也經常在聖經中出現，是非常相關的細節。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中心主題）可以在解釋或應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我們可以從耶穌基
督解釋或應用比喻的方式知道應當如何解釋那個比喻。一個比喻通常只有一個主要的教訓，表明一個要點。因
此，我們不要嘗試從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尋找屬靈真理，而是要尋找一個主要的教訓。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

筆記。
太七：13-14中，窄門的比喻教導我們有關“進入神國的條件”。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一個人在人生中最初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在地上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最終目的
地！”這個勸勉有兩部分：要進窄門、不要進寬門，它包含兩個從屬論點。首先，人們喜歡寬廣、遼闊、容易
接觸的東西，而不喜歡狹隘、窄小的東西，這是很自然的事。其次，跟隨群眾的做法，而不是少數人的做法，
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當心你所作的選擇：你進哪扇門，你走哪條路！
根據神的條件進入神的國，是神國的其中一個基本特徵。沒有人能夠根據自己的條件（他遵行律法、他自己的
行善，以及他自己的信仰）進入神的國！神所定進入神國的條件，是要經過窄門進去，然後走在窄路上。我們
從聖經中得知“窄門”只可能是指相信耶穌基督，以及祂所成就的救贖大工（路十：25-26；約十：9；十四：
6；徒四：12）。我們從上下文得知“窄路”是指登山寶訓，換句話說，他必須按照神國的文化，並以神國公
民的身分來生活（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當一個人因着信而蒙恩得救之後，他就應當按照登山寶訓所教導的
方式行事（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神國的子民經過窄門進去，然後走在窄路上。因此，這是從相信耶穌基督
開始的，也是一個人所作最重要的決定！
5. 將比喻與聖經中相似和相對的經文作比較。

引言。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較。然而，在所有比喻中找到的真理，在聖經中其他經文也有教導相似或
相對的真理。可嘗試找出最重要的參考經文來幫助我們解釋比喻。總要以聖經直接明確的教導來檢視比喻的解
釋。
探索和討論。這些經文的教導與這個比喻所教導的有何異同？
(1) 哪一個在先：路還是門？

閱讀路十三：23-30。
到底這兩條路把人引到路的盡頭的兩扇門？抑或這兩扇門把人引到兩條不同的人生路呢？到底一個人是跟隨其
中一條路而進入其中一扇門？抑或他是進入其中一扇門而得以進到其中一條路呢？路在先、門在後這個說法，
在基督徒和基督徒藝術家當中非常流行。
有些基督徒引用路十三：23-30 來證明路在先、後通往一扇門的說法。耶穌說：“你們要努力（以某種方法）
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然而，路十三：23-30 的措辭和上下文與太七：
13-14 的措辭和上下文是截然不同的。在馬太福音第七章，祂提到“門”（希臘文：pulé）和“路”（希臘
文：hodos）；然而，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祂兩者都沒有提到，而只是提到“門”（希臘文：thura）。在馬
太福音第七章，耶穌談論的是進入神國現今在地上的樣式，以及現今在地上的神國中的生活。然而，在路十
三：23-30，祂談論的是要忍耐到底，直到祂第二次降臨的時候，以及進入神國的終極（末後）階段（參看太
二十五：10）。
在馬太福音第七章，耶穌提到兩條路之前，先提到兩扇門。經文強調門和路的密切關係。可是，經文不是說“
門或路”，彷彿兩者的次序是可轉換的。經文明確地說“門和路”，這表明門在路之先！
進入馬太福音第七章所說的門，耶穌想到的並不是死亡或祂的第二次降臨，而是一個人現今在人生中可以作出
的最重要選擇。一個人在人生中最初作出的選擇，將會決定他在地上的生活方式和他的終局！“門”代表人生
中最初的選擇，“路”則代表一個人作出決定之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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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終有多少人將會得救？
閱讀太二十二：14；羅九：27。
耶穌說：“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太二十二：14）。保羅說：“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得救的不過是剩
下的餘數”（羅九：27）。聖經中的其他經文明確地指出，許多人在今生最初作出的選擇是錯誤的。他們選擇
了寬廣的門和遼闊的路，後來才意識到這將會把他們引到滅亡。
然而，聖經也明確地指出，最終將會得救（稱義）的“少數人”的數目是非常多的！得救的人數將會是不可勝
數的！“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
。”（啟七：9）！
(3) 在這個世界上有哪兩種生活方式？

閱讀約八：34；賽五十七：20-21。
許多人以為那些進寬門和走大路的人的生活方式使他們得到無限的自由和快樂，而那些進窄門和走窄路的人會
受到許多律例和規條約束，生活必定枯燥乏味，一點也不快樂！
抱着這種想法的人只是自欺而已。事實上，他們所謂的自由和快樂是十分膚淺的。聖經明確地教導我們，活在
罪中的人是“罪的奴僕”！“惟獨惡人，好像翻騰的海，不得平靜；其中的水常湧出污穢和淤泥來。我的神
說：惡人必不得平安”（賽五十七：20-21）。事實上，走大路的人就像帶着鎖鍊的囚犯，作奴僕為別人做苦
工。
雖然進窄門和走窄路意味着要捨己，面對困難和掙扎，也要承受痛苦和患難，尤其是因為肉體仍未完全被征
服，詩一一九：165 說：“愛你律法（神在聖經中的啟示）的人有大平安，什麼都不能使他們絆腳”（參看彼
前一：8-9）。
那少數進窄門的人“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
死亡”（林後四：8-9）。他們“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
死，卻是活着的；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喪命的；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
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林後六：8-10）。他們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他們成就極重無比、永
遠的榮耀（林後四：17；羅八：18）！
那少數進窄門的人“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耶穌基督”。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為我和福音撇下房
屋，或是兄弟、姊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兄弟、姊妹、母親、兒
女、田地，並且要受迫害，在來世得永生”（可十：28-30）！
(4) 人離開這個世界之後有哪兩個目的地？
閱讀太三：12；二十五：46；帖後一：8-9；啟十四：9-11。
這兩個目的地就是永刑或永生。那些選擇進寬門和走大路的人正在步向滅亡。“滅亡”（希臘文：apóleia）不
是指“毀滅”，而是指“永遠的咒詛和刑罰”，正如太二十五：46所說的（希臘文：kolasis）。那些選擇進窄
門和走窄路的人正走在邁向永生的路上。捨己的路使人在今時得着豐盛的生命，也在永恆裏得着與神同在的生
命。“生命”（希臘文：zóé）是指得救，並且在基督裏與神相交，這包括現在這一刻，也包括將來在第二次
降臨之後在新天新地裏。生命也包括因與神相交而得着神所賜各種各樣的福分。
6. 總結這個比喻的主要教訓。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教導或信息（教訓）是什麼？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知道什麼或相信什麼，祂教導我們要
成為怎樣的人，或要做什麼？
(1) 進入神國的條件。
“進入神的國”與“得救”的意思是相同的。耶穌指出，得救一方面是令人着迷的，另一方面卻一點也不容
易！那門是窄的，而且必須努力尋找！接下來的路也是窄的，令人感到受限制。窄門代表一個人在這生中最初
作出的選擇。從人的角度來看，這是“最初的歸信”；從神的角度來看，這是“稱義”。這條窄路或受限制的
路代表基督徒選擇了相信耶穌之後的生活方式。從人的角度來看，這稱為“每天的轉變”，從神的角度來看，
這稱為“成聖”。同樣地，寬門代表“不願意歸信”，大路則代表“自我放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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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門豎立在通往生命之路的起點。這條窄路代表生命之路，它穿過把人四面包圍的峭壁和深谷。一個人若要進
入窄門，就必須脫下許多東西，譬如對世俗財物的貪戀、不肯饒恕的心、自私自利和自以為義（參看來十二：
1）。然而，即使一個人已經進入了窄門，他的舊本性殘餘下來的一切，仍然反對自己丟棄其邪惡的特性和習
慣。舊本性並沒有完全被征服，因此，在人的一生中，直到肉身死亡的那一刻，新本性和舊本性之間都不斷激
烈地相爭（羅七：14-25；加五：17）。因此，窄門代表“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並且開始跟從耶穌基
督”。因此，窄路代表“不斷地捨己，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並且每天跟從耶穌基督”（路九：23）。
然而，完全的得勝是肯定的，因為這個人找到了窄門，而且已經進去了。他已經把罪人的道路轉換為義人的道
路（詩篇第一篇）。有意識地決定進入窄門代表“最初的歸信和稱義”。走在窄路上代表“每天的順服和成聖
”。
(2) 進入神的國的結果。
登山寶訓教導我們，進入神的國伴隨着有利和不利的境況和結果。有利的結果就是那些進入神國的人是有福的
：他們必承受地土、必蒙憐恤、必得見神，等等。不利的結果就是那些進入神國的人將會受逼迫和被人毀謗。
他們要肩負某些義務，他們所行的義必須勝過法利賽人的義。他們要愛他們的仇敵，也要為那迫害他們的人禱
告；他們不可假冒為善，卻要有識別能力，等等。這些事情是不利的，因為它們與人類的自然傾向，例如做正
確的事時敷衍了事、發怒、對待異性的時候缺乏自律、報復等等，是背道而馳的（太五）。
B. 大筵席

閱讀路十四：15-24。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討論。這個故事有什麼反映真實生活的元素？
筆記。
這個故事與娶親的筵席的比喻相似，但它與那個比喻是不同的。耶穌經常講述比喻。有時候，祂會在不同的情
況下講述同一個比喻，例如失羊的比喻（太十八；路十五）。有時候，祂會在不同的情況下講述類似的比喻，
例如娶親的筵席的比喻和大筵席的比喻。娶親的筵席是一個君王在結婚禮堂擺設的宴席，大筵席則是一個家主
在他的房子裏擺設的正式晚宴。
第一次邀請。第16節表明各人顯然都接受了筵席的第一次邀請。經文沒有提到有任何人拒絕了邀請。
第二次邀請。筵席快要開始的時候，主人打發一個僕人去請那被邀請的人來，因為筵席已經預備好了。對於這
個第二次發出的邀請，被邀請的客人都開始提出各種各樣薄弱的借口來推辭。這些人都曾經答應會出席，但現
在卻食言了。鑒於為這個筵席所作出的大量預備工作，這種言而無信的行為被視為不可原諒的過錯。這證明那
些被邀請的客人是不誠實的！他們口是心非，嘴裏說“是”，但他們的意思卻是“不”。
此外，他們的借口是既膚淺又虛假的。沒有人會不先看看一塊地就把它買下來的！即使他之前已經把地買了下
來，之後理應也有足夠的時間去看那塊地吧。同樣，沒有人會不先試一試一對價值高昂的牛就把牠買下來的！
剛剛結婚的人也沒有借口不出席這樣歡樂的筵席，即使他在結婚的第一年得到豁免，不用從軍出征、辦理公事
和履行宗教義務（申二十四：5）！
第三次邀請。筵席並沒有取消，而是按照原定的時間舉行！於是主人就打發僕人出去邀請那些貧困的人來，免
得沒有賓客。他甚至吩咐僕人領他們來，換句話說，拉着他們的手，領他們進到筵席中，因為他們當中有殘廢
的、有瘸腿的，也有瞎眼的。
最後，主人吩咐僕人甚至要勉強他們進來，換句話說，以愛的力量來勸導他們，領他們進來。這是必要的，因
為許多客人都感到自己完全不配！這樣，筵席便如主人所願的坐滿了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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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緊接的上下文，並確定比喻的元素。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釋或應用是什麼？
筆記。
(1) 這個比喻的背景記載在路十四：1-15。
耶穌在一個法利賽人的首領家裏吃飯。祂剛剛才這樣教導人：“你擺設午飯或晚飯（晚宴或正式的晚宴），不
要請你的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怕他們也請你，你就得了報答。”
“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你。到義
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着報答”（路十四：12-14）。這並不是指我們總不可邀請我們的朋友和家人。但這確
實意味着邀請社會上貧困的人就更有福了。
與法利賽人的首領同席的一個客人說：“在神國裏吃飯的有福了”（路十四：15）。接着，耶穌就講述這個大
筵席的比喻，為要向他和其他人指出，重點並不在於你是否獲得邀請，而是在於你是否對邀請作出回應！接受
邀請的人有福了。那些拒絕邀請的人不能進入神的國！
(2) 這個比喻的故事記載在路十四：16-24。
(3) 這個比喻的解釋或應用記載在路十四：24。
那些獲得邀請卻拒絕的人，總不能進入神的國。只有那些回應並接受邀請的人才能進入神的國。
3. 找出比喻中相關和不相關的細節。

討論。這個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細節是真正重要或相關的？
筆記。重要或相關的細節必須根據上下文和聖經中相似的經文來決定。因為耶穌沒有解釋任何細節。
大筵席。這是一個相關的細節。大筵席跟娶親的筵席一樣，象徵神的國在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展開的終極階
段（參看啟十九：7）。它代表生活在新天新地裏的喜樂，在那裏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地承認神在基督裏的王權
（統治）。故事描述的是一個廣闊寬敞、燈火輝煌的宴會廳，賓客躺在榻上一同坐席，桌上擺滿了食物。賓客
彼此愉快地交通，也與主人彼此暢談。這種表述的元素可以在詩二十三：5；賽二十五：6；太八：11-12；二
十二：1-14；二十六：29；啟三：20；十九：9 中找到。
問題是：“這些元素在多大程度上應該以字面意義來解釋，又在多大程度上應該以象徵意義來解釋？”答案
是：象徵主義在比喻中佔了主導地位，這並不意味着它們所象徵的事物是不真實的。“新耶路撒冷”和“新天
新地”都是十分真實的！真實的情況比象徵符號的字面意義更高深、更豐富，也更美麗！在神國裏，得救的人
是蒙福和喜樂的，這是十分真實的。然而，當聖經本身並沒有詳細說明或根本沒有闡明這些細節的意思時，猜
測這些細節的意思是毫無意義的。
邀請。在所有的比喻中，真正重要的是掌握耶穌基督要教導的中心思想或主要信息。在這個比喻中，問題是：
“我是否已經真的接受了進入神國的邀請呢？”“我的生命是否顯明我已經接受了邀請，而且確實走在邁向蒙
福的路上，甚至在此時此地預嘗那種真實的體驗？”這個比喻的引言（第15節）和總結（第24節）都指向這個
問題！真正重要的並不在於你是否獲得邀請，而是在於你是否以神所要求和期望的方式對那個邀請作出回應。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
筆記。
路十四：15-24中，大筵席的比喻教導我們有關“進入神國的條件”。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拒絕接受神恩慈的邀請，不藉着信而蒙恩得救，所帶來的結果是在神國以新天新
地終極彰顯出來的時候，被排除在神國的福分和喜樂之外。”
按照神的條件進入神國，是神國的其中一個基本特徵。真正屬於神國的子民回應並接受神的邀請，他們被呼召
的時候必來到。當神的僕人拉着他們的手領他們進去的時候，他們並不會抗拒。當愛的力量勸導他們，領他們
進去的時候，他們也不再懷疑神恩慈的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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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比喻與聖經中相似和相對的經文作比較。

討論。這個比喻與馬太福音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章中的兩個兒子的比喻、兇惡的園戶的比喻，以及娶親的筵席的
比喻相比有何異同？
筆記。大筵席的比喻，正如那三個比喻一樣，都指出那些不肯悔改和歸信的人不能進入神的國，也就是神國在
基督第二次降臨時終極顯現的時候。
6. 總結這個比喻的主要教訓。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教導或信息（教訓）是什麼？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知道什麼或相信什麼，祂教導我們要
成為怎樣的人，或要做什麼？
筆記。
(1) 進入神國的條件是接受而不是拒絕神的邀請。
在舊約時代，天生的以色列民是神的立約之民，但許多猶太人拒絕了神的邀請。神再三發出恩慈的邀請：
• 首先是藉着舊約的眾先知
• 最後是藉着彌賽亞，耶穌基督
• 以及祂的使徒。
因此，他們（在天生的以色列民當中那些不信的人）總不能得嘗終極的大筵席，換句話說，他們總不能進入神
的國以新天新地展開的終極階段！他們必滅亡！“先前所請的人，沒有一個得嘗我的筵席”（路十四：24）。
然而，雖然天生的以色列民拒絕了耶穌基督，但神的計劃並沒有廢棄或落空！
• 在整個舊約時期，猶太人當中（賽一：9；羅九：29）和外邦人當中（賽五十六：3-8）一直都有真正的信
徒。
• 在基督在地上傳道的時候，猶太人當中（祂的門徒）和非猶太人當中（徒十七：4；帖前一：6-10）一直都
有真正的信徒。
• 直到基督第二次降臨之前，天生的以色列民的“餘民”將會歸信耶穌基督，並且得救（王上十九：18；賽
一：9；賽十：22；太二十二：14；路五：31-32；路十三：1-5；羅九：27；羅十一：5，11-24；參看太二
十四：34）。
(2) 以愛和勸導的方式把人領進神的國。
僕人不但要邀請貧困的人進到宴會廳，也要拉着他們的手把他們領進宴會廳。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因為殘疾而無
法行走。實際應用是：神的僕人應當特別關顧世上貧困和殘疾的人，把他們領進神的國。
之後，僕人不得不勉強在路上和籬笆那裏的人進到宴會廳。這意味着許多人感到自己完全不配進去。這特別是
指那些起初沒有得到邀請的人，也就是外邦人。事實上，神不但再三發出祂的邀請，而且實際上也擴大了邀請
的範圍，把非猶太（外邦）民族也包括在內，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早在舊約時代，先知已經知道神的國必擴
展至包括非猶太民族的信徒（創二十二：17-18；賽五十四：2-3；五十六：3-8；六十：1-3；六十五：1-3；詩
七十二；但二：34-35，44-45）！但舊約的先知並不知道，這將會藉着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而發生（在新約時
期），而且將會在與天生的以色列民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發生（弗三：2-6）！這事自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的時
候開始成就。
(3) 勸告那聽到或讀到這個比喻的人作出回應。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人應當對邀請（傳福音）作出回應，並且接受邀請，才能進入神的國。因此，如果你
還沒有作出回應，現在就接受耶穌基督吧！
C. 總結有關進入神國的比喻的主要教導或教訓

教導。進入神國的條件不是由任何人（或宗教）決定的，而是單單由聖經中的神決定的。
(1) 窄門的比喻（太七：13-14）。
神所定進入祂的國的條件是，要經過窄門進去，也要走在窄路上。窄門代表最初歸向和相信耶穌基督的決定。
窄路代表信靠和順服耶穌基督的生活，並且藉着聖靈成聖，正如登山寶訓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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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娶親的筵席的比喻（太二十二：1-14）。
神所定進入祂的國的條件是，要穿上基督的義為袍，這義只有神能夠賜給人，也必賜給人。禮服代表耶穌基督
的義，是神藉着恩典歸給和賜予凡相信耶穌基督的人的。
(3) 大筵席的比喻（路十四：15-24）。
神所定進入祂的國的條件是，要接受神的邀請，而不是拒絕這邀請。拒絕接受神救贖的邀請、不蒙神的恩典和
藉着信得救，所帶來的結果是在神國以新天新地展開終極階段的時候，被排除在神國的福分和喜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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