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信息  
 路加福音十三
章廾二至卅节 

 

 

主题经文：「有一个人问他说、主阿、得救的人少么。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

说、主阿、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那里来的。那时、你们

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

得你们是那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和众先知、都在 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

南、从北、将有人来，在 神的国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对於还未蒙恩的人，要“进窄门”不但难，更是不可能的事；但对於蒙恩的圣徒，若“不

进窄门”不但不快乐，更是非常痛苦的事。我们蒙恩的圣徒“进窄门”心态不是忍耐的，乃

是努力要进去的，因为当我们选择“进窄门”之时，就能享受这窄门后面神所豫备的：永生、

慈爱、公义、平安、自由、赏赐和福乐了。原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在“死人、瞎子、罪人、

奴隶、浪子、自怜又无奈”的状态，直到有一天知道了神为我们所豫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

恩之后，我们信仰生活就从黑暗转入光明、从撒但归回父神、从世界归向天国，成为“开眼

的人、有灵的活人、神的儿女、义人和自由人”。就如笔者尚未真正蒙恩时个人信仰生活，

总是用很忍耐也很努力的态度去处理所有的人、事与物。譬如，要很忍耐的不去犯罪、要很

努力的去爱人、要很用力的去祷告、要很努力的去传福音…等；然而当笔者真正的蒙恩之后

就不一样了：不用很忍耐的不去犯罪，因为有了喜欢维持公义并圣洁的心灵；不用很努力的

去爱人，因为随时在凡事上都可以看见父神的大爱，所以很自然的能去爱神爱人；不要很用

力的祷告，因为若不依靠祷告的力量很难渡过每一天的生活；不要很努力的传福音，因为与

人只能谈论福音了！ 

 

当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努力进窄门之后有三个重点：①我不认识你们(路 12:25) ②你们

会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在天国(路 12:28) ③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

后(路 12:30)。所以要注意主所强调“进窄门”的重点，不是有没有忍耐、要不要努力、认

不认真，乃是“我们是否认识主、是否得着了众先知们所得着的、是否得着了使生命很快叫

人得根基并成长的系统”！ 

 

1. 何为“进窄门”? 

有人问主说：“得救的人少吗？”。主不直接回答却强调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路

12:24)。主的意思：“要比得救人数，更重要是的你们是否得救了？”更详细地说：“你们

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 7:13-14) 那什么叫“进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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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窄门”是世人不知道的路，只有少数蒙恩的人才知道并努力进去的；因此信从耶稣基

督的道路，和随从世界的道路是完全相反：①瞎眼与开眼的不同：圣徒能看见世人未曾看见

的，听见世人未曾听见的。因为世人不认识神，世人是活在不认识神的状态里，不知道自己

从那里来，将来要往那里，不知今日为何要活，只知随从世界的风俗、肉体的情欲、今生的

夸耀过日子；然而圣徒是活在看见神、神的国和掌握未来的，也知心灵里所发生的事，并且

能随时得着从上头来的帮助。但却只有少数的人知道与认识这一条路，所以这条路叫作“窄

门”。 ②越来越多的犯罪加增了审判和咒诅，与越来越成为圣洁并多得冠冕和祝福的不同：

进宽门的世人，不但在末日会受永远的刑罚，还在地上时的劳苦、重担、内疚和惧怕会越来

越加增在心灵里头，这就是受审判与受咒诅明显证据了；对於进窄门认识主的人，因蒙受着

主的慈爱与恩典，会越来越得医治并且爱神爱人，在将来新天新地里会得永远的冠冕和福乐，

在地上时的心灵和生活能自由、喜乐、平安、丰富和祝福。 ③靠自己能力生活的方式与发

现“神完全的豫备”生活的方式不同：大部分的世人都不认识神的同在、能力与供应，凡事

都自己的策划、计算、推动与争取，结果生活方式是越来越烦忙、复杂与矛盾；但对於进窄

门的圣徒知道了神为所豫备，生命的目标、方向、智慧、能力、健康、人际、并天上、地上、

永远时光里所需用的一切，因此生活方式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察验神所豫备的而

跟从”！  

 

2)“进窄门”最明确的定义就是“跟从主基督走过的路”：进宽门的世人是无法了解主耶稣

基督所走过的路，那是神为着所拣选蒙恩的子民所隐藏的。 ①最卑微的出生，却是拥有天

上地上一切的主人，在地上的日子里也享受主人的丰富； ②完全的顺从(以致於死)，却是

享受了最完美的权柄和自由； ③爱神爱人爱仇敌到愿意舍命，因爱人、怜悯人的缘故，什

么都让步，亦是用慈爱来征服全世界与整个宇宙； ④当祂受审时，如同将要被宰杀的羔羊

不为自己辨明，沈默所带来的信息却是影响了列邦、万民、普天下和整个历史； ⑤随时多

方祷告，不断地察验父的美意，保持圣灵的充满，因为无论在何时、何处、见何人、作何事，

都能享受领受从上头来的力量，祂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荣耀神、祝福人和建立

国度！ 

 

3) 居住在世界里却不与世界同流：主耶稣基督不是远离世界、不是在孤岛、不是在深山或

在修道院过着修养虔诚的生活，乃是常与众人在一起，不依靠人的势力与世界的方法，也不

受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但却是改变了周围、环境和世界的人。所以圣徒的生命不是藉由修身

养性的，祂乃是重生之时藉着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相信神的话和圣灵，其生命、身份与所属

已经完全被圣洁了。因此我们只要凡事学习神的话、祷告、寻找与顺从，就能得着从上头来

的一切恩慈和赏赐，若是能掌握这个奥秘，无论我们处於任何的情况都能得胜和影响周围人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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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停的察验才能得着的路：因为肉体的软弱、世界的幽暗、撒但的攻击，我们很容易被

骗、被蒙蔽与受控告的。所以我们要用祷告来保持心怀意念、察验神的旨意与得着能力继续

保持“进窄门”的路程。我们若是看清这个事实，就会懂在地上的时光里，“非祷告不可”

的理由了！ 

 

2. 我们要确认：基督认不认识我？ 

主又说：“那时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主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

是那里来的。”(路 12:25)。所以能不能进窄门的关键在於有没有被主认识！我们要到了那

日才被宣判“主认不认识我”吗祂等到那日才知“主认识不认识我”的人，根本就是未被主

所认识。因在那日被主认识的人，今日在地上的日子，都是已经遇见主、认识主、天天与主

交通和同行的人了！  

 

1) 我们先要认清“神的位格”才能知道遇见了祂没有：神自我介绍的说：“耶和华自有永

有的、创造主、主宰者、全能者、慈爱的、公义的、信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

能、唯一的父、万王之王、永远国度的主宰…”。祂藉着怎样的人居住在其生命里呢祂祂又

说：” 祂是个道、是个灵，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因为“神就是道(Logos) ”

凡有机会听见“神的道”就是遇见神的人，祂又藉着人的样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向我们

显明。所以凡相信耶稣基督所传讲天父的旨意、所行的神迹、爱神爱人爱国的心肠、十字架

的成就、永远的应许和预言、天国的奥秘、圣灵的奥秘、大使命托付的人，都是已经看见与

听见“神的一切荣光、恩典、慈爱、公义、权能和美意了”。“神是灵(Holy Spirit) ”也

运行在相信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人里面。换言之，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就有基督活在我们

的生命里，基督的生命、智慧、能力与荣耀，都会藉着我们而彰显出来！   

  

2) 唯有被蒙神拣选的神儿女们才有机会听见基督福音：没有差派的，就不能传福音；没有

传福音，就不能听福音；没有听福音，就不能信福音；没有信福音，就不能重生，成为认识

神的生命了(罗 10:13-17)。所以有机会听见福音，相信遵守就是“有福的人”(启 1:3，太

16:17)。“重生”从头到尾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不是人意所生，乃是神所生的”(约

1:13，太 1:17，弗 2:8-10)，在创立世界之前，父神所豫定的，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藉着

圣灵所成全的(弗 1:4-14)。虽然有许多人听过福音，却只有被神所拣选的儿女们，藉着圣灵

的带领与帮助(林前 12:3，弗 1:13-14)才能明白相信(约 10:27)。当我们听见福音时，这经

历就等於亚伯拉罕在迦勒底吾珥、摩西在何烈山、彼得在加利力海边、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

见主一样。所以已经听到福音相信的人，应当要珍惜遇见主、认识主、蒙主呼召的经历，因

为从那一时刻起父神、主耶稣基督、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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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圣灵的殿、神国的子民、君尊的祭司。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条件、人际关系、生活现

场、所作的一切事都变成尊贵了！ 

 

3) 在凡事上我能与祂交通；祂也向我显明美意：主耶稣已带着祂的一切尊荣、计画与能力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主认识我，我也认识主了，就彷佛重新被生出来成为神的儿女；也像一

男一女的结合，我与耶稣基督结合成为一体，因此我得了许多新的关系了(父子、夫妇、主

仆、肢体)。然而最重要的就是要与神交通，越多交通就越多认识，越深交通就越深认识，

因此唯有藉着祷告才能认识主，也才能被主认识。所以当我们学习将神的话当作神的位格本

身，努力读经研经时，要掌握 ①主赐给我永远的身份和主与我永远的关系。②主在十字架

上的成就。③主在我身上永远的目的。④主与我所立的永约。⑤主在凡事上的美意。⑥灵界

和属灵争战的奥秘。⑦主所赐的恩赐、能力、赏赐，如何临到我心灵里的奥秘等的“事实”；

最后我们按着主的吩咐，穿戴全副军装(抓住所信的内容和应许)，靠着圣灵，随时多方，带

着定见也确认主的慈爱，在凡事上要察验主的美意而顺服，并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得胜，也为

主所托付的人群与事工代祷，期待主要成就又大又难的事；时常保持圣灵的充满，常常喜乐，

凡事谢恩，继续盼望。然而每一次我们与神交通之时，一定要“面对面、正直、坦率、亲密、

深切、实际”，绝对不可以“隐瞒、虚假、形式、戒律、神秘、糊涂”，要有正确、实际、

有果效的祷告，才会叫我们越来越认识主，依赖主的大能大力成为刚强的人！  

  

4) 生命的内外满有神的工作和所结的果子，因此生命会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 我们内在生

命所结出基督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与节制。让人能看见基

督活在我们里面，特别常与我们在一起的人，看见的更多，受感化的更大，所以我们的家人、

教会的肢体、地区的同事和亲友们，会逐渐的喜爱我们的生命，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这

见证的疆界会不断的扩充与发展到列邦、万民、普天下、地极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3. 我们要确认：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们的生命与我生命的关系。 

主又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

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路 12:28)。我们努力“进窄门”的人是已经得着了“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所得的生命与应许了”，我们属灵的血统，就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和众先知”血统的延伸！ 

 

1)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众先知的生命、生活，都是基督的工作，也是豫表基督、见证

基督与祝福属基督后来世代的：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开始是末了，万物都是藉着

祂而造、为祂造、靠祂而立的(西 1:15-17)。祂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西 1:26)。所积蓄

的一切智慧与知识都在祂里面(西 2:3)。亚当所得的“女人的后裔”、亚伯所献“流血的祭”、

挪亚的“方舟”、亚伯拉罕去的“迦南地”、所生的“独生子以撒”、摩利亚山上得“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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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备羔羊”、以撒所得的雅各、雅各所得的十二支派、约瑟的“被卖、被诬告、统管世界”、

以色列的“出埃及、过红海、建会幕、过旷野、征服迦南地、分基业”、大卫的“作王、后

裔永远的王位”、摩西律法书所讲的大祭司、历史书所讲的君王、众先知所豫言要来的大先

知、诗歌书所讲的智慧，都是豫表基督与见证基督的。所以，今日我们若是得着了耶稣基督

的生命，就是继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众先知的生命了！(罗 9:1-33，加 3:29)。 

 

2)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众先知的生命、经历、见证，今日都活在我的生命生活里：今

日凡是活在基督里面的，就是今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因为都是

遇见了永远不改变的一位父神、基督与圣灵。现在信心的先进们都在天国里与主同享福乐，

也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来 12:1)，他们成为见证人，也为我们代祷了。藉着圣经的记载去

认识他们过去的生命，所经历的处境和事情，今日从此就得着我们所要面对事情的智慧和答

案。因着过去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成为今日我们的祝福；他们所得的应许，也成了今日我们

的盼望。我们的儿女必会得着以撒、雅各与约瑟所得的，属灵的后代必会继承我们一生所结

的果子。笔者的见证，十馀年前我所得的应许、所作的异梦、所看到的异象和图画，都逐渐

在个人的生命里、家庭里、教会与事工里都有所成就，到如今竟是如此的丰盛，那么将来更

是无限的盼望了! 

 

4. 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 

主又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

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路 12:29-30)。在教会里，我们时常会看见，有些弟兄姐妹

只认识主几个月，但他们认识主的智慧、依靠主能力的信心与爱主的深度，都远超过了已经

信主十年、二十年的弟兄姐妹，原因何在呢？  

 

1) 最重要的开始在於“正确的遇见主”；最快速的过程在於“不断的与主交通”；最丰盛

的成全在於“尽心尽力的跟随主”：当一个人在无意义与无盼望中过着困苦流离的生活，有

一天遇见了那一位创造、全能、丰盛、公义、慈爱、永远、信实的父神，怎么还能够在认识

父神之后，仍是不理会祂，不依靠祂的过生活呢？圣徒不爱神、不爱祷告和不愿意事奉神，

都是因为还未真正的遇见神。然而生命成长最快的秘诀，就在於“多认识父神、基督与圣灵

三位一体的真神；多蒙受祂永远无限的大爱；多享受从祂的大能；多看见祂的成就”。当我

们时常不住的祷告才能多掌握神的奥秘，发现神的美意，学习顺服让神作主，才能享受从神

而来的一切权能、自由、平安与丰盛。在我们每一个的脚步和节奏里都会有把握，每天都能

看见我们所盼望的被成全！  

 

2) 得着使人的生命稳固与成长的系统: 没有在耶稣基督磐石上生根建造的生命是无法稳固

与成长的。笔者在信主十五年之后，才发现自己信心的根基是何等糊涂。然而当笔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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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强起来，就能结出果子，为主作见证祝福人，这是从得着生命的运行与成长的系统之后才

会开始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过信心的生活不久之后，很快的看见他们生命、能力与结果子

的变化，因为信仰生活是对的开始与有系统的扎根。所以得了生命的运作与成长的系统：①

要从实际的遇见主和认识主开始的→ ②重生的确据→ ③与主立约(坚定生命生活的目标和

方法：四大福音化与五大奥秘)→ ④掌握圣灵的感动、能力与果子→ ⑤发现非祷告不可的

理由、掌握祷告的秘诀、时常与主交通→ ⑥得知主在凡事上所赐永远绝对的答案，来判断

万事；得着在任何的处境之下，都能得使人胜利的秘诀→ ⑦掌握与主同行并看见以马内利

的证据→ ⑧学习靠着圣灵见证主、使人遇见主、叫死人重生、能赶鬼、医治人→ ⑨掌握培

养门徒、差派门徒的时间表和策略→ ⑩扩展福音到万民与地极！ 

 

结束的话：主叫我们要努力进窄门，因天国是属於努力的人进去的；这并不是靠着人的忍耐、

用力和虔诚作到的， 唯有蒙恩遇见神的人、重生看见神国的人、开眼能分别价值的人，是

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会努力的集中於多认识主、多学习与主交通、多顺服跟从主；当我们

已得着这一切的奥秘想要祝福周围的人，就会传讲福音的信息，使人先遇见主、认识主，也

按着上面所述“生命成长的系统”来教导人，必能看见那美好的果效了！ 

 

** 本周祭坛祷告题目 ** 

 

① 主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那时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主回答说：我不认

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那里来的” 来思想信从主的道路，与世人所追求的道路有何不同？

是否我有确据主认识我？是怎样的证据呢？ 今日主是如何活的在我里面？  

 

② 主说：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 我是今日的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吗? 凭据在那里？ 今日，是否我已经得了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和众先知所得着的吗？那么我所信的内容与方法，都跟他们一样吗？ 

 

 

③主说：“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祷告之中，多思想使人的生命

最稳固与成长的培养系统是什么？是否我已经掌握了在每一个阶段里所隐藏着的奥秘？是

否可以用来培养人的生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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