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國的教訓天國的教訓 路加福音十三10至十四25

這是一個反諷的寫法…
當時主後第一世紀猶太人的社會，

在會堂的崇拜當中就是著重禮儀、崇拜律法，

把賜律法的上帝不曉得丟到哪去了！

十三10-14a 安息日，
耶穌有幾次在安息日行神蹟醫病，

惹到法利賽人跟在會堂當中
認為要謹守安息日，什麼事都不可以做可以做……

耶穌在會堂裡教訓人。有一個女人被鬼附著，

病了十八年，腰彎得一點直不起來。

耶穌看見，便對她說：「女人，你脫離這病了！」

她立刻直起腰來，就歸榮耀與神。

管會堂的因為耶穌在安息日治病，就氣忿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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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5 主說：「假冒為善的人哪，

難道你們各人在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驢，牽去飲嗎？

況且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被撒但捆綁了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她的綁嗎？」

到底在上帝的國度當中，什麼是真正重要的呢？

當代宗教人士所認為的這些規條，是真正重要的嗎？

耶穌說這話，他的敵人都慚愧了；

眾人因他所行一切榮耀的事，就都歡喜了。

同樣這件事情，祂的敵人那敵對的態度，

當主耶穌澄清了到底什麼才是重要的，

眾人因耶穌所行榮耀的事情就歡喜了

祂的敵人就慚愧了

‧神國的比喻‧進入神國度 ‧筵席的首位 ‧大筵席的比喻

十三18-19a 耶穌說：「神的國好像甚麼？

我拿甚麼來比較呢？

好像一粒芥菜種，

芥菜種就是百種裡面最小的…
有人拿去種在園子裡，長大成樹。」

十三19b 天上的飛鳥宿在它的枝上。

小的不起眼的，可以長成一個大的；

神的國度最開始是微乎其微的、不起眼的，

可是上帝榮耀的彰顯，

卻必然因著神國的臨到，

展現在眾人眼前。

‧神國的比喻‧進入神國度 ‧筵席的首位 ‧大筵席的比喻

十三20-21 又說：「我拿甚麼來比神的國呢？好比麵酵，

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麵裡，直等全糰都發起來。」

我們要看得見神的國度正在進行，

而不要像法利賽人跟文士在會堂服事，

只看重規條，卻忽視神的國已經展現開來了。

我們習慣認為 ─ 麵酵發酵，

酵就是罪的意思，指的是比較負面的問題。

耶穌提到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

法利賽人的假冒為善會帶動

整體都變的假冒為善，所以說要防備

在這的上下文是 ─ 神的國度最初是看不見的、不顯眼的，

可是它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能夠使全團都發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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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22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

十三23-24 有一個人問他說：「主啊，得救的人少嗎？」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從主耶穌所帶來的能力 ─

有能力的教導、有權柄的醫治人釋放人，

許多神蹟跟耶穌的教導展現在人的跟前，

是說 ─神的國已經來到！

祂面向了十字架，面對敵對勢力挑戰，

耶穌繼續走十字架的道路；

一路上祂預備門徒，

能夠成為背起自己十字架來跟隨主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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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每一個人對神的救恩有回應呢…

救恩在主耶穌的當代，是上帝的國度臨在當代，

神的國度、神的治理，高過撒但、

也高過文士跟法利賽人所制定宗教儀文的框框。

神的國度、救恩在當代已經臨到了，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準確的回應呢？

讓我們澄清 ─救恩仍然是白白的恩典，

惟獨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捨身流血，

為我們的罪付了代價 ─

我們沒法改善內在容易犯罪的傾向跟本性

主耶穌基督捨身流血，為罪付了全部的代價

使我們可以白白領受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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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奮力的抓住機會，彷彿要擠進窄門，要用力氣的！

很認真的對主耶穌所帶來救恩的信息 ─

要有回應，不可能冷漠、沒有反應。

主耶穌在他們的當中行過神蹟、同吃喝過，

可是他們對主耶穌的救恩、神國的臨到，有沒有反應呢？

答案是否定的！

當那個時機不再的時候 ─ 好像是門關了…
主說 ─ 我不認識你們，我不曉得你們從哪裡來的！

十三26-27 那時，你們要說：「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過喝過，，

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訓過人。」

他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曉得你們是那裡來的。

你們這一切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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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群上帝的子民，應該最認識耶穌，

卻沒有抓住機會、沒有努力進窄門…

十三31 正當那時，有幾個法利賽人來對耶穌說：

「離開這裡去吧，因為希律想要殺你。」

法利賽人拒絕耶穌，是他們想要殺耶穌…

在後的將要在前，

本來在神國度之外的外邦人，可以進入神的國

在前的 ─ 本國的選民以色列人，卻將要在後

十三29-30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裡坐席。

本來應該在神的國裡排名在前面、上帝本國的選民呢？

只是有在後的，將要在前；有在前的，將要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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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過程中澄清了神國度的真理，耶穌引導我們看見 ─

就算當代的人不接受耶穌，

神的國度一樣正在前進！

十三33 雖然這樣，

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前行，

因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喪命是不能的。

舊約以來，

許多先知不被選民所接受，那些殉道的行列，

主耶穌基督自己也是走在這個十字架的道路。

路加的寫作當中，

勸勉了主後第一世紀跟隨耶穌作門徒的人 ─

跟隨耶穌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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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34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們不願意。

主耶穌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面對許許多多的挑戰…
耶穌提醒 ─ 祂往十字架去的道路是確定的

不斷的訓勉教導門徒，

跟隨耶穌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

耶穌從來不逃避苦難，

苦難當中讓我們看見 ─

上帝所預備神的國度，

多麼豐富的展現在當代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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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1-4 安息日，耶穌到一個法利賽人的首領家裡去吃飯，

他們就窺探他。在他面前有一個患水臌的人。

耶穌對律法師和法利賽人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他們卻不言語。耶穌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

耶穌實質上又再回應這些人 ─ 生命當中優先次序，

當神的國來到的時刻，上帝所看重的是你所看重的嗎？

還是拘泥於我們認為這個才是對的、才是重要的？

讓我們常常以神的話

來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

而不是拘泥在某一些傳統、

或是自己的喜好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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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跟法利賽人對話的場景是一個筵席，

耶穌看到 ─ 法利賽人總是喜歡坐在高位上…

十四11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十三30 只是有在後的，將要在前；有在前的，將要在後。

上帝的國度翻轉了人的價值觀，

顛覆在當時主後第一世紀所看重的、所看輕的…

十四10 你被請的時候，就去坐在末位上，

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你說：「朋友，請上坐。」

耶穌用一個大筵席的比喻來講述說神的國，

上帝發出邀請，邀請人來進入神的國。

這一群宗教人士應該要有一個準確的判斷、回應，

可是他們卻為了一些次要的因素，混亂了真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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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澄清 ─ 不要讓我們的經歷，代替了屬靈的真理；

不要被外在的、個人的不同經歷，來取代了真理的核心。

有時候，我們會因為我們的經驗、變成一種限制…

我在國內服事培訓的時候，

當地教會有一個異端的問題 ─呼喊派，

認為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一定要大聲的呼喊。

有一位傳道人分享，有屬靈長輩教導說 ─

「你信主得救的時候，有沒有痛哭流涕、大聲呼求主名？」

傳道說：「我個人天生就不愛哭，所以沒有…」

「好不好弟兄你還是哭一哭吧，

哭一哭才能夠讓我們確定有得著救恩。」

「我不覺得我要裝假…我真的知道我必須向我的主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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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來的時候、當救恩臨近有需要的人，

每一個有需要的人

都是這些宗教人士看不上眼的人 ─

是生病的、貧窮的、

是他們請客擺筵席絕對不會請的人，

可是竟然是耶穌願意去接近的人

所以當地的宗教人士、法利賽人，

心裡面老是不平衡、老是覺得主耶穌有問題。

耶穌當代，法利賽人、宗教人士跟耶穌的衝突點 ─

包含他們的傳統、他們的經歷、

所固守宗教禮儀當中的框框，

他們認為這些都是不可少的、重要的

‧神國的比喻 ‧進入神國度 ‧筵席的首位‧大筵席的比喻

十四17-20 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說：

「請來吧！樣樣都齊備了。」眾人一口同音的推辭。

頭一個說：我買了一塊地，必須去看看。請你准我辭了。

又有一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去試一試。請你准我辭了。

又有一個說：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筵席的邀請，跟生活當中許多推託之詞，

哪個比較重要、哪個比較次要呢？

用比喻的方式提醒說 ─

請問神國的邀請、上帝國度的邀請，

你的回應、你的推辭呢？

在筵席當中，許多人有自己的成見、自己的經歷，

似乎認為比上帝國度救恩的邀請是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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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用筵席請客的比喻，來描述神的國也在你們眼前，

上帝正在透過耶穌做邀請，你有沒有準確的回應呢？

十四25-27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

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十四21-24) 這些本來邀請的人不願意來，就派僕人去，

在大街小巷領那些貧窮的、殘廢的、…
把那些本來不配的人都邀來了，

坐滿了我的屋子；

從前被邀請的人，一個都沒有能夠來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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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28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

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

什麼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在我們愛的尺度當中，愛耶穌是第一。

十四26a 若不愛我勝過愛

（愛我勝過愛：原文是恨）…

愛、恨這個兩極化的尺度當中，愛上帝、愛耶穌是第一…
當我們耶穌放在第一的時候，

我們懂得回應神國的邀請、懂得回應那個筵席的邀請。

回應神國的邀請要付代價，

不回應神國的邀請也要付代價，要付更高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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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35b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神的國度，

隨著耶穌的事奉已經展現在所有人的眼前，

我們有沒有準確的回應呢？

當我們真正努力進窄門，

你會發現以耶穌為主、尊耶穌為大的門徒，

就是在世界上有味道的鹽，

可以成為世界當中有影響力的、

具有神國子民生命力的門徒。

這是耶穌對當代所發出的挑戰，我們聽到了嗎？

我們在今天能否成為主耶穌的門徒，

真的願意付代價的跟隨祂呢？

禱告禱告親愛耶穌我們仰望你，

你是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

當我們一天跟隨你，

讓我們每一天就是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你，

我們每一回合必須在跟隨你的當中，

要捨己的時刻、要更多放下自己；

背起自己十字架來跟隨你的當中，

那每一回合的放下、願意為你的緣故的捨己，

你就使我們的生命，

有更多你的榮美、更多像你的部分，

從我們的生命當中活出來了。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仰望耶穌，惟有像你的生命，

惟有你自己芬芳馨香的生命之氣

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對這個世界才有影響力。

求你釋放我們，讓我們自由的跟隨你，

讓我們不是再彎著腰的那個婦人、

在撒但的轄制當中，

乃是自由的直起腰來、跟隨你！

你生命復活的能力，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是真實的是大有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