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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

這篇比喻的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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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寓意的都是天國的到臨，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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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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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答應出席的賓客如果屆時不來，是對主
人家極大的侮辱。

• 赴宴的人要送禮，飲宴後主人家會回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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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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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瑪用婚宴作比喻，路只用宴席

猶太人用婚姻來比喻人與天主的密不可分的
關係，例 :

1) 耶穌比喻自己是新郎: 「有人來向耶穌說：
『為什麼若翰的門徒和法利塞人的門徒
禁食，而你的門徒卻不禁食呢﹖』耶穌
對他們說：「伴郎豈能在新郎還與他們
在一起的時候禁食﹖他們與新郎在一起
的時候，決不能禁食。」(谷 2:18-20, 參
閱路5:33-35，瑪9:14-15)；



2) 若翰的作證：「…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
證，我曾說過：我不是默西亞，我只是
被派遣作衪前驅的。有新娘的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侍立靜聽，一聽得新郎的
聲音，就非常喜樂：我的喜樂已滿足
了。」(若3:29)

3) 就如青年怎樣娶處女，你的建造者也要
怎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愛新娘，你的天
主也要怎樣喜愛你。(依62:5)



4) 默示錄的新天新地中比喻教會是新娘：

「我看見那新耶路撒冷聖城，從天上由
天主那裏降下，就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
己丈夫的新娘。」 (默21:2)

• 瑪的寫作對象是猶太人，他們熟悉自己
民族的習俗和與天主關係的概念。

• 路的寫作對象是外邦人，他們沒有以上
的概念，所以只用宴席來帶出訊息。



天主啟示人與天主的關係

在不同時期，天主會啟示人與祂的關係 : 

• 造物主及受造物(創1:27)，
• 君-臣 - (出19:5-6)

• 夫妻 - 用婚姻來比喻人與天主的密不
可分的關係，(雅歌；耶穌/創造者是新
郎，依62:5，耶31:32，歐2:16-18，瑪
9:14-15，谷2:18-20，路5:33-35，若
3:27-30；夫妻相處之道，弗，5:22-33；
新天新地，默21:1-2，9-10)



• 父子 - (瑪6:7-9天主經；路3:23-38

基督的族譜)

• 一體 (若15:1-10，葡萄樹的比喻；
格前12:12-27，哥1:18 教會是基督
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頭)。



• 瑪竇的寫作對象是猶太人，他們熟
悉自己民族的習俗和與天主關係的
概念。

• 路加的寫作對象是外邦人，他們沒
有以上的概念，所以只用宴席來帶
出訊息。



上下文

• 上文：21: 23-27 司祭長和民間長老
挑戰耶穌的權柄失敗

• 下文：法利塞人明白耶穌所說的比
喻中的人物是指他們說的，(21:45) 

遂商量怎樣在言談上叫耶穌入圈套。
(22:15)



• 與路相同的故事主線 – 邀請赴宴，被邀
者只顧自己的事而拒絕赴宴，主人隨機
在路上召人入席。結論被召的人不配，
另找一批人。最先的變成最後的，最後
的變成最先的。

• 瑪竇把三個比喻放在上下文中間，是諷
刺他們不願回應天主的召叫，救恩給了
外邦人， (21:28 - 22:14)，促使宗教領
袖們要對付耶穌。這三個比喻可以理解
為天主對以色列的審判。

上下文



二子的比喻 ：

長子(以色列)先蒙召，答應父親去
葡萄園工作 (成為天主的子民)，卻
沒有實際行動。次子 (外邦人)，雖
然口中說不去 (初時沒有回應召叫)，
後來悔悟，而又去了 (因悔改而實
際地回應)。(21: 28-32參7:21-23)



園戶的比喻：
這比喻更露骨地喻意霸佔著葡萄園的
園戶(天主所揀選負責傳播天主救恩
訊息的猶太人)，不願交出葡萄園 (沒
有做好天主所交托的工作)，凌辱及
殺害園主派去的僕人 (舊約中充軍前
和充軍後的先知)，甚至殺害園主派
來的兒子 (天主子耶穌)。宗教領袖明
白這比喻是針對他們而說的，即時想
逮住耶穌，但害怕群眾，不敢下手。
(21: 33-46)



婚宴的比喻：

內容和佈局都與園戶的比喻近似；
也是主人派出二批僕人，第二批僕
人(宗徒和門徒)被人凌辱殺死，園主
和國王的反應。反映最後審判時的
結局。(22:1-14 )



三篇比喻像是寓意三個階段：

• 回應天主的召叫，基督親自來召
叫，最後的審判。

• 都在諷刺猶太人的宗教領袖不願
回應天主的召叫，並指出他們不
履行他們的職務的後果， (稅吏
和娼妓因相信而得進天國，宗教
領袖因不悔悟而落後於人。
(21:31-32)



這篇寓意天國的比喻，以國王
和他兒子的角色，寓意天主及
天主子，但天主子由始至終沒
有在文中出現，所以可以理解
為天主子已回到天主那裡，這
場婚宴是最後的審判。



• 這段比喻的經文，重心放在第二次邀
請：「…一切都齊備了，你們來赴婚
宴吧!」寓意最後的審判已經迫在眉睫。

• 賓客殺死來通知他們赴宴的僕人，國
王派出軍隊去焚城，消滅殺死他僕人
並且不願來赴宴的賓客，有點不合常
理，但耶穌用這段比喻正要影射猶太
的經師，司祭和法利塞人對天主呼召
的麻木不仁，迫害基督和祂的跟隨者。
焚城暗指耶路撒冷被毀的命運。



經文
耶穌又開口用比喻對他們說：
「天國好比一個國王，為自己的兒子辦婚
宴。他打發僕人去召被請的人來赴宴，他
們卻不願意來。又派其他的僕人去，說：
你們對被請的人說：看，我已預備好了我
的盛宴，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殺了，一切
都齊備了，你們來赴婚宴吧!他們卻不理：
有的往自己的田裏去了， 有的作自己的生
意去了；其餘的竟拿住他的僕人凌辱後殺
死了。國王於是動了怒，派自已軍隊消滅
了那些殺人的兇手，焚毀了他們的城市。



然後對僕人說：婚宴已經齊備了，但是被請
的人都不配。如今你們到各路口去，凡是你
們所遇到的，都請來赴婚宴。那些僕人就出
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無論壞人好人，都
召集了來，婚宴上就滿了坐席的人。
國王進來巡視坐席客人，看見在那裏有一個
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便對他說：朋友， 你
怎麼到這裏來，不穿婚宴禮服? 那人默默無
語。國王遂對僕人說：你們捆起他的手和腳
來，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裏要有哀
號和切齒。因為被召的人多，被選的人少。」



• 比喻中有兩組人：第一組是認為自
己有特權，應該可以進天國的宗教
領袖，和另一組被前者鄙視的，被
認為無緣天國的社會低層人士和外
邦人。

• 耶穌用這三篇比喻顛覆了他們的思
想，讓他們知道得進天國與否，端
賴他們是否回應天主的召叫，履行
他們的責任(結果子)而非他們的社
會或宗教的地位。 (參瑪21:43)



釋經

22:2 瑪竇喜用國家和國王這些圖像來
代表天國和天主。雖然經文說是國王
為兒子辦婚宴，但兒子沒有出現在經
文中，暗示天主子已回到天上，這婚
宴邀請世人去赴天主的國的盛宴，是
最後審判的日子。瑪竇把路加的盛宴
改成婚宴。



釋經

22:3 文中假設國王已發出過一次邀請，
並獲賓客接受。有資格被國王邀請的
賓客應該非富則貴，所以這些賓客寓
意是民間長老，司祭長等領袖。婚宴
預備好時，國王再派出僕人去那些先
前已接受邀請的人來赴宴，這些人卻
不願意來。



釋經

22:4 「看，我已預備好了我的盛宴，
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殺了，一切都齊
備了，你們來赴婚宴吧!」第二次邀請
顯示國王對被邀的賓客的尊重，也象
徵天主對以色列人仁至義盡，天國臨
近，天主審判快將實現。 「你們悔改
吧，因為天國臨近了。」(參 瑪4:17) 

第一批派出的僕人寓意充軍前的先知。



釋經

22:5 被邀的人拒絕赴宴的理由是下田
和做生意，暗示他們重視俗世的事物
多於天主的召叫，自己的生意，自己
的事優於國王的命令，無視(ameleo)

國王的命令，侮辱國王的尊嚴，殺死
來傳達命令的僕人 – 寓意舊約的以色
列人殺死先知，與園戶比喻的僕人遭
遇相同 (參閱21:34-36)



釋經

22:6-7國王的反應 : 報復 –消滅兇手，
焚城，有影射耶路撒冷被毀的影子，耶
路撒冷不再是「天主」的城，而是「他
們」的城。這段比喻的經文，國王派出
軍隊去焚城，消滅殺死他僕人而且不願
來赴宴的賓客，看似有點不合常理，但
耶穌用這段比喻正要影射猶太的經師，
民間長老，司祭和法利塞人等對天主召
叫的麻木不仁，又沒有度相稱的信仰生
活。



釋經

聖城和聖殿最終在公元70年左右被羅馬
人焚毀。第二批僕人寓意新約的宗徒，
他們被宗教領袖迫害至死。國王派兵去
焚城及殺死兇手，象徵宗教領袖沒有盡
責去傳揚聖道，導致耶路撒冷的毀滅。

22:8被請的人不「配」(ἄξιος, axios)，
這字也譯作「堪當」，只有堪當的人才
可進天國。(參閱10:10，11，13，37，
38)。



釋經

22:9-10國王再派出一批僕人，在路口
上凡遇到的人都請來坐滿座席。瑪竇
沒有明確說明在路口上遇到的是什麼
人。這第二批賓客，不分種族，大有
可能是普通人、受鄙視的低下階層猶
太人，也有些外邦人。他們不如第一
批賓客尊貴，但都是接受了公開的召
叫，不管好壞，是現今教會的寫照。



釋經

• 好人壞人並存於世，在最終的審判
時才分辨出來。這種思想在瑪竇福
音中有不少例子：
1) 莠子和麥子 (13:24-30，36-43，

47-50)，
2) 辨別好壞的訓言 (7:13-20)，
3)好魚和壞魚 (13:47-50)，
4)十童女(瑪25:1-3)。



釋經

• 這與路加的比喻有分別。路加很
清楚寫明先是本國的弱勢社群，
繼而隣邦的外邦人，最後是路過
的與主人毫無關係的外邦人。

• 兩次邀請：寓示舊約先知的邀請，
準備默西亞的來臨，和耶穌親自
的邀請，準備天國的來臨。



釋經

• 2:11 路加沒有主人來巡視出席的
賓客這個情節，這是瑪竇獨有。

• 東方民族請客，主人沒有入席陪
客的習慣。只是到上最後一道菜
時，主人會出來勸酒訪問，感謝
賓客駕臨的盛意，也自謙招待不
周，趁機看看誰到了，誰沒有出
席。



釋經

• 有學者認為主人家會提供禮服給客
人更換，但沒有明顯的證據支持此
說法。一般婚宴的禮服，只是一套
整齊清潔的衣服。

• 比喻中所說的禮服，是寓意回應天
主的召叫，善度相稱的信仰生活和
愛德行為。不穿適當的禮服，就如
不結果子的樹。(參瑪21:18-19)



釋經

• 22:12-13 不穿禮服的賓客無語，顯示
他知道應穿著整齊來赴宴，但他卻沒有，
也不能解釋為何如此。

• 沒有穿婚宴禮服也被邀請，寓意天主會
召叫所有人，「願意每一個人都得
救……」(弟前2:4) 。願意回應的人，
也應度相稱的信仰生活，到最後審判時
才按他的行為確定是否被選。正如雅各
伯書所說：沒有信德的行為是死的。
(雅2:14-20)



釋經

22:14「因為被召的人多，被選的人少。」
這句話有兩種含意：
1. 天主邀請的人很多，祂每一個人都邀

請，但自願接受邀請的人卻不多。

2. 自願接受邀請(被召)的人多，但願意
盡力使自己配得起天主邀請(被選)的
人卻不多。

這是耶穌再次警惕世人，即使跟隨了祂，
也應過相稱的信仰生活。



釋經

• 哀號和切齒 – 失望，憤怒和嫉妬，
是惡人受苦的反應。

• 瑪竇用了六次。第一次是讚賞外邦
百夫長的信德，譴責猶太人的無信
時說的。(8:5-6)

• 「…我給你們說：將有許多人從東
方和西方來， 同亞巴郎、依撒格和
雅各伯在天國裏一起坐席；本國的
子民，反要被驅逐到外邊黑暗裏；
那裏要有哀號和切齒。」



釋經

其餘的有：
• 13:41-42 (莠子的比喻) 人子要差遣衪

的天使，由他的國內，將一切使人跌
倒的事，及作惡的人收集起來，扔到
火窯裏；在那裏要有哀號和切齒。

• 13:49-50 (撒網的比喻)在今世的終結
時，也將如此，天使要出去，把惡人
由義人中分開，把他們扔在火窯裡，
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



釋經

• 22:13 (婚宴) 國王尋僕役說，你們
捆起他的手和腳，把他扔到外面的
黑暗中，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

• 24:50-51 (僕人等待主人的比喻) 正
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想不到的時
刻，那僕人的主人要來到，剷除他，
使他與假善人遭受同樣的命運；在
那裏要有哀號和切齒。



釋經

25:30 (塔冷通的比喻) 因為凡是有的，
還要給他，叫他富裕，那的連他所有
的也要從他手中奪去。至於這無用的
僕人，你們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裡必有哀號和切齒。



比喻的含意

• 前兩個比喻都在指出能進天國的條
件。第三個比喻寫得再進一步，更
詳細指出即使被邀的也未必會被選。

• 三個比喻都指出宗教領袖的失敗，
即使被召也不妥善地回應天主，指
出後果。



比喻的含意

• 三個比喻中的兩群人是相對的：一
群自認有權得享天國，卻失去天國，
另一群意外地得進天國。

• 路與瑪的比喻，結果相同：指出被
邀者沒有盡好本份，因而喪失了應
得的資格，被另一批人代替。最後
的變成最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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