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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课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愚拙的富足人；大筵席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17 课。本课我们要来学习

三个不同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好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第 10章 25-37

节。第二个比喻是愚拙的财主，在《路加福音》第 12 章 13-31 节。第三个

是大筵席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第 14 章 15-24节。所以，耶稣仍在用比

喻教导，这次我们要来学习祂在不同的时间所教导的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第 10章 25-37 节。

一个律法师来见耶稣，用一个问题试探祂，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

永生？”你可要仔细听这个问题，“承受永生”。不，他不相信永生是唯独凭

着恩典白白赐下的，他想要赚取永生。他想要藉着自己的行为承受永生。耶

稣既然知道这人的心，就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这位律法师非常

熟悉律法，请听他的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

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黄金法则。耶稣接着

对他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但这位律法师以为自己都做到了，因此

他想显明自己有理，就问耶稣说：“但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就在此时讲了这个比喻。在这个比喻中，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

耶利哥去。这条路独自旅行并不安全，因此，耶稣使用的是个真实的例子。

祂说：“这人随后落在了强盗和盗贼手中，他们抢夺了他的财产，把他打个

半死，丢在了路上。他们任凭他躺在路上，身受重伤。这人希望能有人从这

里经过，帮助他，解救他。他正躺着的时候，突然就听见了脚步声，他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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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只见一个祭司走了过来。他心中升起了微弱的希望，因为祭司是一个

圣洁的人。”我们以为祭司一定会救这个可怜人。但这个祭司看了看，发现

有血，心想：“不，我不能过去，因为我会不洁净的。”所以他就走到了路的

另一边从这人这里绕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是一个利未人。

我们同样以为这个人乐于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我们却读到，他也到了路的另

一边，绕过去了。这个可怜人多么失望啊，这些祭司和利未人都不救他。但

他又听见了脚步声，他努力一看，见一个撒玛利亚人过来了。他料想这人一

定会绕过去，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注意，这个撒玛利亚人现在却

来到了他这里，开始包扎他的伤口，把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口上。接着把这人

拉起来，扶着他上了自己的驴，带着他到了城里，来到一间客店。当天他都

在那里照顾他，第二天他必须离开了，便把钱给了店主，并说：“请照顾这

个人，如果我随后要付你更多钱，我回来后一定会给你的。” 

所以，耶稣转向这个律法师，问他说：“现在谁是邻舍呢？”请注意律

法师怎么回答的，他说：“是那怜悯人的。”他甚至不敢说撒玛利亚人这个名

字。他是那么憎恨和藐视这些撒玛利亚人。但耶稣却对他说：“你去照样怜

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吧。”所以，你可能也会问同样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

从这个比喻中，我们知道邻舍是每一个有需要的人，不单单是你的朋友，而

是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怜悯那些穷人，那些在别的国家受苦

的人，他们正遭受可怕的风暴或灾难。这样，我们也不应仅仅知道律法，也

要遵行律法，去怜悯我们的邻舍，因为这就是成全律法。 

第二个比喻是愚拙的财主，在《路加福音》第 12 章 13-35 节。我们见

到一个人来到耶稣这里，求祂吩咐他的兄长和他分开家业。耶稣首先告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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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己不是来给人分家业的断事的官，然后耶稣继续告诉这人，祂说：“不

要贪心，不要那么关注财产和金钱，因为生命不仅仅是这些。”接着，耶稣

开始讲这个比喻，祂说：“有个财主有很多土地，他看着自己的土地，见庄

稼会有一个好收成。这时财主心想：‘但我的仓房不够大，装不下这么多收

成。那我该怎么办呢？’然后，他决定拆了自己的旧仓房，并盖一个新的更

大的仓房，这样就能容下全部的收成了。当他把自己的收成全都装进去的时

候，他对自己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但上帝却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那时，这个财主什么也

不能带走。这些财物会成为谁的呢？我们必须把这一切都丢在背后。 

因此，耶稣告诉这个人和我们：“不要忧虑你要吃什么或喝什么，不要

这么忙于和关心今生在世上的这些事，这些会有虫蛀，都会朽坏。”祂继续

说：“看乌鸦，它们不种不收，然而上帝却养活它们。”它们没有受苦，因此，

我们必须学会，财富和财产是世人所求的。但耶稣对我们和这人说：“但你

们要先求上帝的国，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上帝会按照我们的需要供应

我们。不，富有并不是错。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富有的例子。想想亚伯拉罕、

约伯和所罗门，他们都很富有。但问题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是定

睛这些财富，还是使用它们服侍上帝？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功课。 

耶稣接着教导了第三个比喻，大筵席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第 14章

15-24 节。这次，耶稣来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屋里有一个客人对耶稣说：

“在上帝的国里吃饭的有福了！”然后，耶稣用这个比喻解释了谁是有福的，

谁是在上帝的国里吃饭的。在这个比喻里，耶稣说：“有一个人摆设了大筵

席。他已经把请柬送给了许多客人。当筵席预备好以后，他打发自己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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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邀请这些客人，去告诉他们筵席已经好了。然而，当他找到这些客人的

时候，他们开始找借口。第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准我

辞了。’第二个说：‘我买了五对牛。’他说：‘我必须去试一试。请准我辞了。’”

现在，你要明白，你不会买下一块地却不提前看看它，你不会买五对牛却不

提前试一试，所以这些都是借口。“第三个说：‘我才娶了妻，请你准我辞了。’

他们就这样继续推辞着。仆人然后回来告诉他的主人，他说：‘他们全都找

借口。没有一个要来。’家主就动怒，便把他的仆人打发到大街上，说：‘去

招呼那些贫穷的、残废的和瞎眼的来。’仆人做完以后，他来告诉主人说：

‘还有空位。’主人说：‘你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把穷人和乞丐都带进来，

任何人都可带进来，直到房间坐满了。’主人接着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

个得尝我的筵席。’” 

因此，耶稣在使用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一个功课，福音传到了许多人那里，

但我们全都找借口。一个人说：“等再过几年。”另一个说：“等我有时间。”

如此反复。因此，耶稣带着祂的福音，差遣祂的信使带着福音，就是祂的仆

人，到外邦中间，到地极，去召罪人来进入筵席。他们会因着恩典而被赶进

来，祂的房间必定会满了人。我们在这里的功课是，天国必定会坐满了人。

蒙召的人多，但选上的人少，选上的人一定会被带进到筵席中，直到房间满

了人。因此，你我面对的问题不是我们不能被拯救，而是我们不愿意被拯救，

因为我们为自己找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愿主把这件事系在我们心上，我们必

须在一切都太迟之前做好预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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