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01 今日耶穌 123        被召的人多, 選上的人少    

 
** 開始的話 
 
** 讀經: 太 22:1-14 
 
1. 我的筵席已經豫備好了, 各樣都齊備, 請你們來赴席 
 
1) 三種天國= 將來要來的天國, 現在同在的天國, 繼續要擴張的天國 

   - 最重要的, 就是現在同在的天國; 若沒有現在的天國, 就沒有“繼續擴張的＂, 也沒有“將來的＂ 

   - 主耶穌強調“現在要看見＂ 

    <路 17:21, 約 3:3, 14:6-7, 14:16-26, 太 12:28, 16:19, 18:20, 路 10:20> 

 

 2) 各樣都齊備好了, 請你們來赴席, 盡量享受 

   靈<太 12:28-29> 靠著聖靈, 趕逐污鬼, 天國降臨/  

     - 弗 1:3, 雅 1:17-18, 約 14:16-27, 林前 2:15, 加 5:22-23  

   心<太 11:28-29> 使你們得安息· 容易· 輕省= 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子   

   體<羅 12:1-2> 榮耀的形像· 聖靈所住的聖殿· 裝著寶貝的器皿· 活祭· 健康活潑· 安居   

   生活<腓 1:12> 與天上· 地上· 過去· 現在· 未來, 都聯絡的合式, 天天凡事上加添冠冕 

   人際<弗 2:1-22, 4:1-16> 成為萬福之源, 祝福所愛的和時常同在的人, 並擴張到萬民  

   經濟<腓 4:11-19> 成為“神的後嗣＂, 享受宇宙萬物的豐盛/ 知足/ 好管家/ 得人 

 

 3) 為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 必要經過“耶穌基督＂才能享受天國一切的福份 

   - 藉著兒子(耶穌基督)完成天國的事→ 創造天地萬有, 創造人(兒子形像), 道成肉身, 教導人,  

     死而復活, 寶座掌權, 得著天國的子民, 承受永遠的國度, 統管永遠的國度, 作永遠的新事 

   - 唯一的道路· 真理· 生命<約 14:6>/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徒 4:12>/ 神一切的信息都是見證兒 

     子的<約 5:39>/ 整個人類歷史都是為兒子存在的=“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來 1:1-14> 

   - “兒子＂是, 審判活人與死人的唯一根據= 活石→ 房角石(活人)/ 絆腳石(死人)<彼前 2:4-8> 

   - 唯一願意與祂同死同復活的人, 才能得著祂的生命· 能力· 基業<羅 6:1-11, 弗 1:4-23> 

 

 4) 好幾次打發僕人, 邀請人赴席= 先知· 使徒(聖經)/ 牧師· 傳福音者· 各樣傳福音的媒體 

   - 今日, 神仍然天天用各樣不同的方法邀請人, 進天國享受一切的福份 

   - 我們今日的蒙恩, 都是神親自的工作 

      = 差派僕人, 傳講福音, 感動心靈→ 使人重生, 得醫, 裝備, 事奉, 傳福音 

   ＝> 凡有機會聽到神的話的人, 真要謹慎, 千萬不可褻慢“主的話/ 聖靈所講的話＂ 

  

 



2. 被召的人多, 選上的人少 
 

 1) 被召的以色列人中, 被選上的人少= 以色列的歷史, 就證明這事 

   - 以色列人在他們的歷史中, 繼續反覆的跌倒, 遠離神, 拜外邦人的偶像, 逼迫殺害神的僕人們 

   <22:3> 他們時常聽, 但卻聽不明白, 時常看, 但卻看不曉得;  

           所以他們的信仰, 時常變為“形式· 戒律· 神秘· 人為· 屬世＂ 

   <22:5-6> 為何他們如此反覆軟弱? 因為他們生命的動機和目標, 根本不愛神的國和神的義,  

             所以叫他們無法認識“耶穌基督＂..   

   <22:7> 結果, 他們在歷史中, 繼續受到神嚴厲的審判和管教 

 

 2) 被召的教會人中, 被選上的人少= 在教會裏人多, 但真正享受天國的人少 

   <22:11-13>因為他們沒有穿上“禮服＂= 以拯救為義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賽 61:10> 

              =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行的義<啟 19:7-9> 

              = 不認識“耶穌基督＂<創 3:15>, 沒穿上“皮衣＂<創 3:21> 

   - 因此, 他們無法享受“天國/ 以瑪內利＂, 無法享受“基督長闊高深的大愛＂“從上頭來的能力＂ 

   - 結果, 他們的生命是枯乾的, 生活是“與所信的分離的＂, 事奉是辛苦而無果的   

 

 3) 被召的人多, 選上的人少= 聽到“福音＂的人多, 但真正明白, 信而跟從的人則少 

  - 他們常常學習, 終久不明白“耶穌基督福音的奧秘＂<提后 3:7, 賽 6:9-10>  

  - 他們不認識耶穌基督, 是因為他們生命的動機目標, 與神的動機目標不配合 

  - 他們得不著神的動機目標, 是因為他們不認識自己的“根本問題(肉體· 罪根· 邪靈)＂ 

  

 

3. 唯有“蒙愛的人＂, 才能被選上, 也能享受天國的筵席     
 

 1) 將讀到聽到的“神的話(聖經)＂當作“神親自的呼召· 說話＂的人, 就是蒙愛的人了 

   - 神就是個“道＂, 也是個“靈＂<約 1:1-3, 4:24>/ 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來 4:12> 

     因此, 念, 聽見, 遵守神的話的, 都是有福的<啟 1:3> 

   - 他們能看見人人未曾看見的, 聽見人人未曾聽見的, 想到人人未曾想到的<林前 2:9> 

   - 看見你們所看見的那眼睛就有福了<路 10:23>, 清心的人有福了,因為他們必得見神<太 5:8>  

  

 2) 聽道而豫備“禮服＂的人, 就是蒙愛的人了 

   = 真正認識耶穌基督, 而願意與祂同死同復活, 將耶穌基督為永遠的主人, 帶著新造的生命, 

     察驗基督的帶領而願意跟從主的人= <羅 6:1-11, 弗 1:1-23, 2:1-10, 賽 61:10, 啟 19:7-9> 

 

 3) 藉著耶穌基督福音的奧秘, 時常享受天上一切福樂的人, 就是更蒙愛的人了  

   - <約 3:3, 約 14-16 章, 路 10:23, 太 11:28-29, 16:16-20, 17:1-8, 28:18-20, 可 16:19-20> 

   - 藉著基督享受天國的奧秘, 就在隨時隨地隨事“死而復活＂<加 2:20, 腓 1:20, 2:5-11, 3:7-14> 



   - 生命目標· 內容· 心腸· 方法, 都要回復“基督的＂, 使基督成為我的“頭· 君王· 主人＂ 

  

 4) 蒙召為“神國的僕人＂, 傳講“耶穌基督福音＂和“天國＂, 而邀請人的人, 就是最蒙愛的人了 

   - 能享受“先知· 祭司· 君王＂的權柄· 能力· 福份<彼前 2:9· 弗 1:17-23>, 而能趕鬼, 叫死人復 

     活, 醫治人, 建立教會, 培訓門徒, 祝福萬民<太 10:1-41, 28:18-20, 徒 1:8, 賽 60:1-5>   

 

** 結束的話 
 

 

** 本週祭壇禱告題目 **   
1) 被召的人多, 選上的人少: 我已經明白了主所講這句話的精義麼? 也明白了在以色列人和教會裏很多人無法

被選的原因麼? 在我得生命裏, 有否時常出現那一種因素?  

 

2) 在教會裏, 有許多蒙愛的人, 但是每一個人蒙愛的程度有所層次: 用“第三大綱＂的內容, 來多發現蒙愛程度

不同的理由; 同時確認目前我蒙愛的程度在哪兒? 應該如何才能“多上一層樓＂?  

 

3) 主說: 天國筵席已經豫備好了, 各樣都齊備, 請你們來赴席: 我有否時常有些幽暗· 重擔壓肩頭? 多思想: 我

如何能完整地回復並享受“父神在耶穌基督裏＂, 為我的“靈心體· 生活· 人際· 經濟· 事奉＂所豫備完美的福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