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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二1~14怪宴？圣宴！怪宴？圣宴！
1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2「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2「天国好比 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3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
4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 ，

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
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

5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
6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
7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
8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 上去 凡遇 的 都召来赴席 』9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

太廿二1~14怪宴？圣宴！怪宴？圣宴！
10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

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
11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12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答。
13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14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耶稣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他是坐在床边讲讲讲讲父母，

耶耶讲讲讲耶耶耶激发听众 尤尤尤尤 耶耶讲讲讲耶耶讲讲讲耶耶耶激发听众，尤尤尤尤，耶耶讲讲讲

 往往能够使柔和的光线、成为锋利的匕首，

刺透魂与灵 使听众无法安然入睡 饮食刺透魂与灵，使听众无法安然入睡、饮食

 甚至让人感觉不安、让人解卸了那以为有的

安全感 放下他们心目中的计算安全感，放下他们心目中的计算

马太福音耶耶耶耶讲耶：

 一个看来大意的农夫，随意地把种 个看来大意的农夫，随意地把种

撒在石头上、荆棘丛、浅土、路旁，

当然也有落在好土里面的。当然也有落在好土里面的。

任任任任讲讲讲任任他任尤任任诧异、困困，任农夫
怎会违反经济效率、资源运用的原则，乱撒种子呢？率 资 ，

一个人撇下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自己一个去山里面，找迷失的一只，

直到找着了，欢天喜地的…



我我我我我任我耶我讲比喻，

是是是讲 是让读者不安 困惑讲讲讲是是是讲任是让读者不安、困惑讲讲讲，

是是是筵席请客吃饭讲，

 不论古今 大家都喜欢请客吃饭 不论古今，大家都喜欢请客吃饭，

不是请人吃饭、就是被人请吃饭

 为了某些原因办宴会 选定了日子、 为了某些原因办宴会，选定了日子、

制定预算、确定佳宾的名单…
就就我我未必办过筵筵，至至至耶耶被邀请参参筵筵，就就我我未必办过筵筵 至至至耶耶被邀请参参筵筵

所以筵席、宴会对我们来讲，一点不陌生。

耶稣说任是比喻：一个王要为儿子办宴会，耶稣说任是比喻 个王要为儿子办宴会
可以想象其中的筹划、预备、邀请。

任是王的意志太强 – 他不断地催促宾宾宾宾，是 他 宾宾宾宾

了是宾客却任是任是却推却邀请。

也许我们也曾经推了别人的邀请、本来要去参加

后来临时不能去，也有这样的经验。

我我他我我任是比喻讲是：

不想去的宾客有必要去拿住仆人 凌辱 把他们杀了吗？ 不想去的宾客有必要去拿住仆人、凌辱、把他们杀了吗？

王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明白

生气到要发兵除灭凶手 毁灭他们的城？(廿廿6 7)生气到要发兵除灭凶手、毁灭他们的城？(廿廿6~7)

任是比喻究究究讲究究究…
 领受王命的仆人会遭受凌辱 逼迫吗？ 领受王命的仆人会遭受凌辱、逼迫吗？

 王迫切地希望宾客能够参加宴会吗？

 客人必须为拒绝参与宴会而付上代价吗？ 客人必须为拒绝参与宴会而付上代价吗？

 目的在于列举社交应该有的礼仪吗？

如缺席宴会，必必尤必必讲必必、借借，如缺席宴会 必必尤必必讲必必 借借

他不不蔑视主人、他讲代表，绝绝他耶绝、杀杀他我

如如我们是主人，当宾任拒绝我我讲我我，如如 当宾任拒 我我讲我我

不需要对号入座、不需要愤怒、

更不需要杀人、伤害别人

是吗？任是讲讲是讲这个？

这个故事究竟要讲什么呢？

继继继任讲我我 就就就我我宾觉得困扰继继继任讲我我，就就就我我宾觉得困扰…
其其其我其讲是：任是王是非常地坚持讲，

 尽管宾客以种种的借口拒绝出席 尽管宾客以种种的借口拒绝出席

 无论怎么样，王都不愿意取消宴会

了 在讲在在 如如如如 是宴会了任在讲在在，如如如如任是宴会，

没尤任没、或或不讲任至他没了，

最常的做法就咱们把它取消掉了。最常的做法就咱们把它取消掉了。

他！任是主人无无如任任不肯取消宴会，

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止他邀请人、参加他的宴会，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止他邀请人、参加他的宴会

他尤至他他他讲仆人到街街，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

那些仆人到了路上时，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来，那些仆 到了路 时， 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来，

结果筵席上就充满了善的和恶的宾客。

如如讲讲停在这里，那宾是那任安心、满意讲讲讲，如如讲讲停在这里 那宾是那任安心 满意讲讲讲

可是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

王进进没进宾客，见那见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就绝他说 ：朋友 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就绝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是任无那那或。读到这里，

读者或多或少都有 些莫名其妙 甚至不满的感觉读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甚至不满的感觉，

他是王他他仆人往路街上、凡遇见的都召来宾筵赴？

无无善恶讲、他任至是了任是筵街赴？无无善恶讲、他任至是了任是筵街赴？

绝任是对对对街街对没讲任要求他有礼服，这算合理吗？
所所尤任有解释这个比喻讲任就说：所所尤任有解释这个比喻讲任就说：

所谓的礼服就是宾客入席时，

主人提供的一个小褂子主人提供的 个小褂子，

所谓的礼服就是这个。

他他他任他他讲褂子至他也，王的责备是必合讲。他他他任他他讲褂子至他也，王的责备是必合讲。

即即如即，就就任是讲讲就是绝，

没有穿礼服的代价是不是太过分呢？没有穿礼服的代价是不是太过分呢？

大他了就不让他进去，如没尤也必你、如他究进没！



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没有穿礼服的客人呢？

任故事了说究究究？任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他提如任故事了说究究究？任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他提如：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你会有很大的代价。
任讲这不是故事 是天国的比喻 尤是神的比喻任讲这不是故事，是天国的比喻、尤是神的比喻，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毕竟 没有主人会如此渴切地请客的。毕竟，没有主人会如此渴切地请客的。

但任是任是比真实还要真实讲比喻：

约约16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约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神对世人的爱之坚持简简是顽固，爱我我到任是却爱、神对世人的爱之坚持简简是顽固，爱我我到 是却爱、

把他的爱子差到我我其差为我们死。

因因我我因因了历史讲见的，因因我我因因了历史讲见的，

上帝的子民如何拒绝神的仆人，

杀害他们、逼迫他们，杀害他们、逼迫他们，

甚至到一个地步，把上帝的儿子也杀掉！

这些拒绝上帝的仆人、杀害神的儿子的人，

最后自己也落在非常惨的光景最后自己也落在非常惨的光景，

所所任是是比真实更真实的比喻。

我我至我我因因因因错过某些宴会，我我至我我因因因因错过某些宴会，

而没讲任而失落、后悔，

如如我我如耶了天国的盛宴、丰盛讲、真理讲筵筵，如如我我如耶了天国的盛宴 丰盛讲 真理讲筵筵

 那就不仅仅是沮丧、失落，甚至懊悔、挣扎、苦痛

 我们就会被罪恶、死亡，所压迫、吞噬我们就会被罪恶、死 ，所压迫、吞噬

任是神国的比喻，

 不是麻醉人、要人睡得好的故事，是叫人警醒的声音 不是麻醉人、要人睡得好的故事，是叫人警醒的声音

 它告诉我们神不气馁地、锲而不舍地

邀请我们参加他的盛宴，，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神邀请我们参与天国筵席的恩惠，神邀请我们参与天国筵席的恩惠
配因我我交付生命的主权。

了保罗讲书信见的，

形容基督徒是穿上新人形容基督徒是穿上新人、

来表达基督徒那种的新的生命，

就好像穿上新衣一样就好像穿上新衣一样

约翰讲启示录，常所白衣没来来

得胜的基督徒 穿白衣的新妇、圣徒的义行得胜的基督徒，穿白衣的新妇、圣徒的义行

所所大所我我，

参参任是天国的筵席必必穿着礼服参参任是天国的筵席必必穿着礼服，

不是因为有礼服、才被邀请到筵席，

是进入筵席 应该有这样的礼服是进入筵席、应该有这样的礼服。

保罗说讲穿上新人，约翰说讲穿上白衣，

这个看起来奇怪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比喻，

它所说讲它它让我们看见 –
神在救恩历史所彰显的恩情 计画神在救恩历史所彰显的恩情、计画。

如如如如却上进，我我就就任不是一般的故事，

这是天国的比喻！就是天上来的声音这是天国的比喻！就是天上来的声音，

 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生命、

神的恩手是怎么样工作的神的恩手是怎么样工作的

 所彰显的，这位神是不离不弃、锲而不舍地要举办筵席，

希望人能够参与他的盛宴、分享他的丰富、恩典希望人能够参与他的盛宴、分享他的丰富、恩典

了救恩的历史见的，尤我有讲任先后拒绝，

不仅仅拒绝 还为难神的代表 神的仆人 神自己的儿子不仅仅拒绝，还为难神的代表、神的仆人、神自己的儿子，

这些人所做的落到一个悲惨的结局；

其他的人本没不在邀邀讲邀邀，却却接纳到筵席见的。其他的人本没不在邀邀讲邀邀 却却接纳到筵席见的

了任是筵席讲见的，我我不不尤配得的生活、生命，

 用比喻的讲法就是穿礼服 用比喻的讲法就是穿礼服
 马太福音耶稣的讲论是「好树要结好果子」

任了耶稣讲的，究尤如实生命讲的就–任了耶稣讲的 究尤如实生命讲的就

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任是比喻那我我醒过来，好好却看看自己的生命，

自己是如何被纳入筵席的里面自己是如何被纳入筵席的里面

 邀请我们进入这个筵席里面的那位王，

是如何地希望我们有配得的身分是如何地希望我们有配得的身分
希希我我任是比喻，

 能够把你在读比喻时产生的困惑放下来， 能够把你在读比喻时产生的困惑放下来，

他是因因我我解释什么使因如那所使使没，

而是你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天国的比喻而是你知道这不是 般的故事、而是天国的比喻

然然耶然把我我所因讲那有情节、必礼、必礼、

任人任人差讲规范耶然放下来讲的，任人任人差讲规范耶然放下来讲的

也许我们就开始从这个比喻里面，

听到从上头来的声音听到 来 声

看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

我我进到这位主给我我讲邀请、提醒，我我进到这位主给我我讲邀请 提醒
至也也不不怎么样回应他。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地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再 次地谢谢你，
你总是借着许多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跟随你、靠近你。

今天借着耶稣的这样一个比喻，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所得的恩典是一个贵重的恩典，我们所得的恩典是 个贵重的恩典，
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应该是配得这个恩情的，

好像保罗所说的：穿上新人
这个比喻所说的：穿上礼服

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得以尝到主恩，， ，
帮助我们珍惜、帮助我们看重，

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彰显天父的荣美。

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立志，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