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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花果樹下課程 –揭開聖經73小時

無償邀請 - 宴席
路 14 : 16-24



猶太人的寫作筆法

猶太人的寫作筆法和說話方式，有
時會用一些極端的、反諷的、誇張
的、不合常理的、甚至負面的事物
來形容一件事，以期帶出吸引人注
意的效果。



例一：

依9:2描述當以色列人知道默西亞
會降臨時的心情：「你加強了他們
的快樂……又如分贓時的愉快；」
盜賊分贓本是道德上不容許的事，
然而先知所寫的，不著意分贓的道
德對錯，只用作形容賊人得手，分
贓時無可比擬的興奮心情。



例二：

亡羊的比喻 (路15:3-7)看起來不合
情理，牧人無理由把99隻羊丟在荒
野，置牠們的安危於不顧而去找一
隻迷失的羊，但比喻的焦點是強調
天主的慈愛，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也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



例三：

耶穌在勸告人在等待基督第二次來臨時
的態度，用了這個比喻：「如果家主知
道，盜賊幾更天要來，他必要醒寤，不
讓自己的房屋被挖穿。」(瑪24:43-44) 
把基督的第二次來臨比作盜賊何時會來，
似乎十分不敬，然而比喻的重點在於
「事出突然」，要人時刻警覺的意思。



例四：

「不忠信的管家」(路16:1-12)的比
喻不是稱讚這不義管家的精明，而是
耶穌勸告他的跟隨者要為自己的永恆
生命作好準備，因為不義的「今世之
子」 (管家) 也懂得為他日後的生活
謀劃，反而已經跟隨耶穌的「光明之
子」依然故我，渾渾噩噩。



所以看比喻時要注意的是其中
的教訓，而非內容的合理性。



路加和瑪竇福音都有「宴席」的比
喻，內容和教訓不盡相同，但也有
共同的訊息：
• 先前被請的那些人，沒有一個能

嘗我這宴席的。(路14:24)
• 婚宴已經齊備了，但是被請的人

都不配。(瑪22:8)



以色列民是第一批被天主揀選的
子民，但他們不願回應天主的召
叫，所以天主的救恩便給了其他
民族。「有許多在先的要成為在
後的，在後的要成為在先的。」
(瑪19:30)。



元素 路加福音 瑪竇福音

寫作對象 外邦人 猶太人

講比喻的
時間

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 已榮進耶路撒
冷，準備接受
苦難，作最後
的勸喻。

上下文 上文14:1-15 (在法利塞
人家中坐席)

下文14:25-27 做耶穌門
徒的條件

上文21:28-45 (二
子的比喻， 惡園
戶的比喻)

下文 22:15 法利
塞人設圈套陷害
耶穌

路加與瑪竇兩福音的比較：



元素 路加福音 瑪竇福音
比喻的聽
眾

法利塞人首領，法學士 司祭長，民間
長老及法利塞
人

比喻中的
主人家

家主 國王

宴會的形
式

盛宴 兒子的婚宴

僕人的人
數

一人 多人

僕人的遭
遇

被拒 不被理會，有
些被凌辱，殺
死。



元素 路加福音 瑪竇福音
推卻赴宴
的理由

買了田(14:18)，要試牛，
(14:19), 娶了妻 (14:20，
參申24:5)

要下田，做生
意 (22:5)

主人家的
反應

生氣 動怒，派出軍
隊，消滅殺人
兇手，焚城。

主人家補
救方法和
邀請的次
數

再發出兩次邀請，第一
次請貧窮殘疾的人士，
尚有空位再請路旁，籬
笆邊的不相干人士也請
來，坐滿座席。

再發出一次邀
請，把好人和
壞人都請入婚
宴，坐滿座席。



元素 路加福音 瑪竇福音
後續發展 無。 國王巡視入席賓

客，把一個沒有
穿禮服的人捆綁，
扔到外面黑暗之
中，那裡有哀號
和切齒。



猶太人宴客的特色 : 
• 邀請兩次，第一次的目的是計算來赴

宴的人數，以準備充足的酒食，第二
次是通知賓客食物已準備好，請賓客
來入席。

• 被邀的賓客要準備日後回請。(參路
14:12-14)

• 赴宴的人要送禮，飲宴後主人家會回
禮。

• 答應出席的賓客如果屆時不來，是對
主人家極大的侮辱。



上文 14:1-14
安息日，耶穌進了一個法利塞人首領的家中吃飯；他們就留心觀察他。
在他面前有一個患水臌症的人。
耶穌對法學士及法利塞人說道：「安息日許不許治病﹖」
他們都默然不語。耶穌遂扶著那人，治好他，叫他走了。
然後向他們說：「你們中間，誰的兒子或牛掉在井裏，在安息日這一天，
不立刻拉他上來呢﹖」
他們對這話不能答辯。
耶穌注意到被邀請的人，如何爭選首席，便對他們講了一個比喻說：
「幾時你被人請去赴婚筵，不要坐在首席上，怕有比你更尊貴的客也被
他請來，
那請你而又請他的人要來向你說：請讓座給這個人! 那時，你就要含羞地
去坐末席了。
你幾時被請，應去坐末席，等那請你的人走來給你說: 朋友，請上坐罷! 
那時，在你同席的眾人面前，你才有光彩。
因為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 」
耶穌也向請他的人說：「幾時你設午宴或晚宴，不要請你的朋友、兄弟、
親戚及富有的鄰人，怕他們也要回請而還報你。
但你幾時設宴，要請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人。
如此，你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可報答你的；但在義人復活的時候，你
必能得到賞報。」



上文路14:1-14的思想

教訓法利塞人和宗教領袖，他們現
行的待人處事方式並不符合天主的
旨意；跟隨耶穌的態度 – 憐憫人 (安
息日治好水臌症病人)，謙卑 (不爭上
座)，施恩不望報 (宴請無法回禮的
人)。



今則比喻經文 (路14:16-24)

耶穌給他說:「有一個人設了盛宴，邀請了許多人。
到了宴會的時刻，他便打發僕人去給被請的人說: 請來罷! 
已經齊備了。
眾人開始一致推辭。第一個給他說：我買了一塊田地，必
須前去看一看，請你原諒我。
另一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去試試牠們，請你原諒我。
別的一個說：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僕人回來把這事告訴了主人。家主就生了氣，給僕人說：
你快出去，到城中的大街小巷，把那些貧窮的、殘廢的、
瞎眼的、瘸腿的，都領到這裏來。
僕人說：主，已經照你的吩咐辦了，可是還有空位子。
主人對僕人說：你出去，到大道以及籬笆邊，勉強人進來，
好坐滿我的屋子。
我告訴你們：先前被請的那些人，沒有一個能嘗我這宴席
的。」



下文 14:25-27，33 做耶穌門徒的條件，
(參閱9:57-62)

有許多群眾與耶穌同行，耶穌轉身向他們說：
「如果誰來就我，而不惱恨自己的父親、母
親、妻子、兒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
性命，不能做我的門徒。
不論誰，若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後面
走，不能做我的門徒……
…同樣，你們中不論是誰，如不捨棄他的有
一切所有，不能做我的門徒。



比喻中的角色

家主 – 天主
僕人 – 耶穌
首批被邀的賓客 – 以色列人
第二批被邀的賓客 – 當時宗教領袖所
拒絕的低下階層猶太人
第三批被邀的賓客 – 外邦人



14: 7, 12, 13, 16, 17, 24節中所用的
「請」字(καλέω，call), 也可解作「召
叫」。

原文的宴席的用詞是δεῖπνον, deipnon 
晚宴



釋義

14:15 比喻的引言是同席的人向耶穌
說能參與天國宴席的人是有福的。這
有依25:6的影子：「萬軍的上主在這
座 山 上 ， 要 為 萬 民 擺 設 肥 甘 的 盛
宴……」。說話的人可能期望耶穌會附
和他的說法，認為與會的法利塞人都
得到天主的祝福。引出耶穌說這個比
喻。



14:16 比喻開始時假設設宴的家
主已發了第一次邀請，並得到回
覆說會出席。寓意以色列人已接
到天主的邀請，並已肯定、正面
地回覆：「凡上主所吩咐的，我
們全要作。」 (出18:8)



14:17 猶太人習俗，當宴席已準備好
時，主人會派僕人去請人赴宴，此時
才拒絕或缺席是極端無禮的表現。路
加所述派遣的僕人(δοῦλος)是單數詞，
所以可能是寓意家主 (天主) 擺設盛宴
(邀請人成為天國子民)，賓客 (以色列
人)被邀，答應出席。盛宴準備好時
(天國來臨)，主人第二次派僕人(耶穌)
去邀請賓客赴宴。



14:18-20 第一批本來答應出席的賓
客一致推辭，但推辭的理由各有不
同：

第一個賓客推辭的理由是要去看一
看新買的田。事實上他可以在其他
時間去視察他的財產，他卻把財產
放在首位，推卻了當初答應的宴會。
再者臨近夜間如何視察田?



第二個賓客推辭的理由是要去試牛。
表面看來這人也是把他的財產放在
首位，但試牛也是一種工作；這人
因工作的俗務推辭了邀請。又者夜
裡如何試牛 ?

第三個賓客說娶了妻，以這個理由
推辭暗示他對家庭的重視高於主人
的邀請。



財產，工作和家庭是一個人在世
生活的核心部份。以這些理由推
辭，顯示了對俗世生活的重視和
依戀，高於跟隨基督。

所以下文(14:25-33)耶穌重申跟
隨基督的條件。(參閱9:57-62)



第二批被邀的人的特徵讓人聯想7:22
「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潔淨，
聾子聽見，死人復活，貧窮人聽到喜
訊」。這些都是當時被宗教領袖所認
為因身體殘缺不全、不潔的罪人而不
准進入聖殿的低下階層，現在卻可以
進入天主的盛宴。
「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天主的
國是你們的。你們現今飢餓的是有福
的，因為你們將得飽飫。」(參路6:20-
21)



14:22 當發現再有空位時，主人叫僕
人再出去把籬笆旁邊，大道旁的人也
拉到宴席。籬笆邊寓意以色列家以外
的民族；大道旁的人是路經的過客，
其他國家的國民，可以理解為與以色
列毫無關係的外邦民族。這些人都被
家主(天主)拉入宴席 (天國)。主人的意
願是要座無虛席。天主願意每一個人
都得救，(參弟前2:4) 得救的是願意回
應(願意入席)的人。



這篇比喻是路加福音記載中，耶穌最
後一頓與法利塞人的飯局。

耶穌說這比喻的訊息有五點: 
1. 宗教領袖因為他們的言行，已面對

失去進天國的機會的風險；然而他
們還是不願反省，不聽從天主要他
們悔改的命令，所以若他們不能進
天國 (參加宴席)，這並不是天主沒
有邀請他們。



2. 不是天主把他們拒諸門外，是
他們自己拒絕天主。

3. 無論他們是否回應，天國都會
來臨，他們若然不來，天主會
召叫另一批他們認為不配的人。

4. 所以現在就是應該回應的時刻。

5. 跟隨祂就要放下一切俗務，把
天主的召叫視為第一優先。



我
們
感
謝
主

讚
美
主

為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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