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宴？聖宴！

馬太福音

第廿七課…

3 就打發僕人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肯來。
4 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人，
僕
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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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
2 「天國好比一個王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
天國好比 個王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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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宰了，
各樣都齊備，請你們來赴席。』
5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個到自己田裡去；一個做買賣去；
6 其餘的拿住僕人，凌辱他們，把他們殺了。
7 王就大怒，發兵除滅那些兇手，燒燬他們的城。
8 於是對僕人說：『喜筵已經齊備，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9 所以你們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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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見的，

不論善惡都召聚了來，筵席上就坐滿了客。
不論善惡都召聚了來
筵席上就坐滿了客
11 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裡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
12 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裡來怎麼不穿禮服呢？』
對
來 麼 穿
』
那人無言可答。
13 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
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14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耶穌是講故事的高手，祂不是坐在床邊講故事的父母，
耶穌的故事每每能激發聽眾 尤有甚者 耶穌的故事
耶穌的故事每每能激發聽眾，尤有甚者，耶穌的故事
 往往能夠使柔和的光線、成為鋒利的匕首，
刺透魂與靈，使聽眾無法安然入睡、飲食
 甚至讓人感覺不安、讓人解卸了那以為有的
安全感，放下他們心目中的計算
馬太福音 耶穌曾經講過：
 一個看來大意的農夫，隨意地把種
撒在石頭上、荊棘叢、淺土、路旁，
當然也有落在好土裡面的
當然也有落在好土裡面的。
任何聽這故事的人都不免有一點詫異、困惑，這農夫
怎會違
怎會違反經濟效率、資源運用的原則，亂撒種子呢？
濟 率 資源運 的原則 亂
 一個人撇下了九十九隻羊在曠野，
自己一個去山裡面，找迷失的一隻，
直到找著了，歡天喜地的…

我們今天讀這段經文的比喻，
是另外的 個讓讀者不安 困惑的故事
是另外的一個讓讀者不安、困惑的故事，
是關於筵席請客吃飯的，
 不論古今，大家都喜歡請客吃飯，
不是請人吃飯、就是被人請吃飯
 為了某些原因辦宴會，選定了日子
為了某些原因辦宴會，選定了日子、
制定預算、確定佳賓的名單…
就算我們未必辦過筵席 至少也曾經被邀請參加筵席
就算我們未必辦過筵席，至少也曾經被邀請參加筵席，
所以筵席、宴會對我們來講，一點不陌生。
耶穌說這個比喻：一個王要為兒子辦宴會，
耶穌說這個比喻
個王要為兒子辦宴會
可以想像其中的籌劃、預備、邀請。
這個王的意志太強
這個
的意志太強 – 他不斷地催促賓客赴會
他不斷地催促賓客赴會，
只是賓客卻一個一個地推卻邀請。
也許我們也曾經推了別人的邀請、本來要去參加
後來臨時不能去，也有這樣的經驗。

這個故事究竟要講什麼呢？
繼續聆聽的時候，就發現我們會覺得困擾…
繼續聆聽的時候
就發現我們會覺得困擾
其中最明顯的是：這個王是非常地堅持的，
 儘管賓客以種種的藉口拒絕出席
 無論怎麼樣，王都不願意取消宴會
在一般的情況，如果你辦一個宴會，
在
般的情況 如果你辦 個宴會
沒有人來、或答應的人也不來了，
最常的做法就咱們把它取消掉了。
不！這個主人無論如何都不肯取消宴會，
沒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止他邀請人 參加他的宴會，
沒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止他邀請人、參加他的宴會，
他甚至吩咐他的僕人到街上，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
那些僕人到了路上時 凡遇見的 不論善惡都召聚來
那些僕人到了路上時，凡遇見的、不論善惡都召聚來，
結果筵席上就充滿了善的和惡的賓客。
如果故事停在這裡，那會是讓人安心、滿意的故事，
如果故事停在這裡
那會是讓人安心 滿意的故事
可是這個故事沒有停在這裡…

我們不明白這個比喻的是：
 不想去的賓客有必要去拿住僕人、凌辱、把他們殺了嗎？
不想去的賓客有必要去拿住僕人 凌辱 把他們殺了嗎？
 王生氣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也沒有辦法明白
生氣到要發兵除滅兇手、毀滅他們的城？(廿二6~7)
(廿二6 7)
這個比喻究竟要講什麼呢…
 領受王命的僕人會遭受凌辱、逼迫嗎？
領受王命的僕人會遭受凌辱 逼迫嗎？
 王迫切地希望賓客能夠參加宴會嗎？
 客人必須為拒絕參與宴會而付上代價嗎？
 目的在於列舉社交應該有的禮儀嗎？
如缺席宴會 必須有合宜的禮貌 藉口
如缺席宴會，必須有合宜的禮貌、藉口，
不應該蔑視主人、他的代表，絕對不能打、殺害他們
 如果我們是主人，當客人拒絕我們的時候，
如果我們是主人 當客人拒絕我們的時候
不需要對號入座、不需要憤怒、
更不需要殺人、傷害別人
是嗎？這個故事是講這個？

王進前來看賓客，見那裡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
就對他說 「朋友 你到這裡來 怎麼 穿禮服呢？
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裡來，怎麼不穿禮服呢？」
那個人無言可答。讀到這裡，
讀者或多或少都有 些莫名其妙 甚至不滿的感覺
讀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甚至不滿的感覺，
不是王吩咐僕人往路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嗎？
無論善惡的、不都也是在這個席上嗎？
對一個隨手從街上找來的人要求他有禮服，這算合理嗎？
所以有一些解釋這個比喻的人就說：
所謂的禮服就是賓客入席時，
主人提供的 個小褂子，
主人提供的一個小褂子，
所謂的禮服就是這個。
他連主人提供的褂子也不穿，王的責備是合理的。
即便如此，就算這個的講法是對，
沒有穿禮服的代價是不是太過分呢？
大不了就不讓他進去，你沒有穿禮服、你不要進來！

怎麼能夠這樣對待沒有穿禮服的客人呢？
這故事在說什麼呢？這是從天上來的聲音提醒你：
這是從天上來的聲音提醒你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的話，你會有很大的代價。
這的確不是故事 是天國的比喻 有關神的比喻
這的確不是故事，是天國的比喻、有關神的比喻，
它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畢竟，沒有主人會如此渴切地請客的。
但這是一個比真實還要真實的比喻：
約三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神對世人的愛之堅持簡直是頑固，愛我們到一個地步、
神對世人的愛之堅持簡直是頑固，愛我們到
個地步、
把祂的愛子差到我們中間為我們死。
因為我們記得在歷史的裡面，
上帝的子民如何拒絕神的僕人，
殺害他們 逼迫他們
殺害他們、逼迫他們，
甚至到一個地步，把上帝的兒子也殺掉！

在保羅的書信裡面，
形容基督徒是穿上新人、
形容基督徒是穿上新人
來表達基督徒那種的新的生命，
就好像穿上新衣一樣
 約翰的啟示錄，常以白衣來比喻
得勝的基督徒，穿白衣的新婦 聖徒的義行
得勝的基督徒，穿白衣的新婦、聖徒的義行


所以大家明白，
參加這個天國的筵席必須穿著禮服，
參加這個天國的筵席必須穿著禮服
不是因為有禮服、才被邀請到筵席，
是進入筵席、應該有這樣的禮服。
保羅說的穿上新人，約翰說的穿上白衣，
這個看起來奇怪的故事，其實是一個很真實的比喻，
它所說的幾乎讓我們看見 –
神在救恩歷史所彰顯的恩情、計畫。

這些拒絕上帝的僕人、殺害神的兒子的人，
最後自己也落在非常慘的光景，
最後自己也落在非常慘的光景
所以這個是比真實更真實的比喻。
我們也許還記得因為錯過某些宴會，
而來的一種失落、後悔，
如果我們錯過了天國的盛宴 豐盛的 真理的筵席，
如果我們錯過了天國的盛宴、豐盛的、真理的筵席，
 那就不僅僅是沮喪、失落，甚至懊悔、掙扎、苦痛
 我們就會被罪惡、死亡，所壓迫、吞噬
我們就會被罪惡 死亡 所壓迫 吞噬
這是神國的比喻，
 不是麻醉人
不是麻醉人、要人睡得好的故事，是叫人警醒的聲音
要人睡得好的故事 是叫人警醒的聲音
 它告訴我們神不氣餒地、鍥而不捨地
邀請我們參
邀請我們參加祂的盛宴，
的盛宴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
神邀請我們參與天國筵席的恩惠，
神邀請我們參與天國筵席的恩惠
配得我們交付生命的主權。

如果很細地去看，我們發現這不是一般的故事，
這是天國的比喻！就是天上來的聲音，
這是天國的比喻！就是天上來的聲音
 讓我們看清楚我們的生命、
神的恩手是怎麼樣工作的
 所彰顯的，這位神是不離不棄、鍥而不捨地要舉辦筵席，
希望人能夠參與祂的盛宴 分享祂的豐富 恩典
希望人能夠參與祂的盛宴、分享祂的豐富、恩典
在救恩的歷史裡面，有許多的人先後拒絕，
不僅僅拒絕，還為難神的代表、神的僕人、神自己的兒子，
這些人所做的落到一個悲慘的結局；
其他的人本來不在邀請的行列 卻被接納到筵席裡面
其他的人本來不在邀請的行列，卻被接納到筵席裡面。
在這個筵席的裡面，我們應該有配得的生活、生命，
 用比喻的講法就是穿禮服
 馬太福音耶穌的講論是「好樹要結好果子」
聽了耶穌的話，要有如實生命的表現
聽了耶穌的話
要有如實生命的表現 –
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

這個比喻讓我們醒過來，好好地看看自己的生命，
 自己是如何被納入筵席的裡面
 邀請我們進入這個筵席裡面的那位王，
是如何地希望我們有配得的身分
希望今天這個比喻，
 能夠把你在讀比喻時產生的困惑放下來，
 不是因為我們解釋什麼使得你可以放下來，
而是你知道這不是 般的故事 而是天國的比喻
而是你知道這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天國的比喻
然後能夠把我們以為的那些情節、禮數、禮節、
人與人之間的規範能夠放下來的話
人與人之間的規範能夠放下來的話，
也許我們就開始從這個比喻裡面，
 聽到從上頭來的聲音
聽到從
來的聲音
 看見的是我們自己、我們的生命
我們看到這位主給我們的邀請、提醒，
我們看到這位主給我們的邀請
提醒
也知道應該怎麼樣回應祂。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地謝謝你，
親愛的天父
我們再 次地謝謝你
你總是藉著許多的方式來帶領我們、
幫 我們 隨
幫助我們跟隨你、靠近你。
靠
今天藉著耶穌的這樣一個比喻，再一次提醒我們：
我們所得的恩典是 個貴重的恩典
我們所得的恩典是一個貴重的恩典，
是因為這樣子，我們的生命應該是配得這個恩情的，
好像保羅所說的：穿上新人
這個比喻所說的：穿上禮服
我們是何等樣的人，得以嚐到主恩，
我
是 等
嚐
幫助我們珍惜、幫助我們看重，
在我們的生活、生命當中，彰顯天父的榮美。
垂聽我們的禱告和立志，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