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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結論(7:13-29)：兩種選擇：永生或滅亡
兩種結果：進天國或離開主
一、兩種選擇：永生或滅亡
人的一生，就是一個不斷面臨選擇、思考選擇、作出選擇、實現選擇的人生。任何選擇都必然帶來
某種結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最大的、最重要的、最關鍵的選擇，就是耶
穌在這一段裏講的永生或滅亡，因為這是有關每個人永遠的歸宿，終極的目的地。在結束登山寶訓
時，耶穌用了很長的一段話，舉了多種比喻來警戒聽登山寶訓的人，強調登山寶訓最重要的意義：
你們要注意！只有兩種選擇，永生或滅亡；引到永生的結果就是進天國，而引到滅亡的結果就是離
開我，即使你曾經稱我為主。每一個人都必須要，也是必然會作出自己的選擇。你必須盡上自己的
責任才能進天國，“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太
11:12)。那麼，人應當如何選擇、如何努力？
1、完全尊神主權，竭力盡人責任：這兩方面都是聖經真理，不可偏頗。
（請參看尹道先、龐婉華編寫的《羅馬書淺探》第八課附錄三：完全尊神主權，竭力盡人責任）
（1）不能以神的主權揀選(預定)( 弗 1:4，林前 2:7，約 15:16，約 6:39,44,65，約 17:9，太 25:34)(都
是神講的祂的行動)來減輕、推卸人選擇、人努力的責任(可 1:14 ，路 13:31-35，瑪 3:7，雅 4:8)(都是
神講的人應有的行動)。當然，更不能用人選擇的責任，來削弱、甚至否定神主權的揀選。
注意，“進窄門(7:13)”是命令語氣，所以要想用神的主權、神的揀選(預定論)來推卸自己進窄門責
任的人，首先就要順服你強調的神的主權，來聽從耶穌的命令進窄門。
（2）神的揀選和人的選擇如何協調一致，是一個有限的被造者的智慧不可能完全明白，人的邏輯不
可能解釋清楚的屬于神的隱密的事，是屬靈的奧秘。我們只能是遵照聖經的教導，用信心和實際行
動來“完全尊神主權，竭力盡人責任”( 如在人信主、傳福音、禱告、對待疾病等等問題上)。正如
一個三維立體中的運動，根本不可能用二維平面上的規律來解釋(例如爬蟲就無法理解飛鳥的生活)，
被造者也根本不可能理解，更是沒有資格來探索、過問造物主的全部事情。只能是祂啟示我們什
麼，就完全接受；祂告訴我們多少，就完全遵行，不論是否完全理解。其它更突出、更尖銳的例
子，如：三一真神、童女懷孕、寶血洗罪……，人能完全理解嗎？邏輯能解釋清楚嗎？豈非需要更
大的信心來接受？所以我們應當不作非份之想，更不作非份之舉。記住，守住被造者的身份，信靠
順服，蒙神喜悅，必得福氣；越過被造者的身份，背逆不信，出于惡者，必致懲罰(回憶始祖亞當夏
娃的例子)。
有時，崇拜這樣的神，比理解祂更重要。

——卡森(D. A. Carson)

記住：人進天國，全靠神恩；人下地獄，咎由自取。或者說得更清楚一些：
罪人蒙恩，惟靠上帝預定揀選救贖（弗 1:3-14，約 6:44, 15:16，羅 11:33-36）；
罪人滅亡，全因自己不愿悔改相信（可 1:15，路 13:3, 5，啟 20:11-15）。
猶大的例子：徒 2:23：祂(耶穌)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人。——神主權的預定，神主動的決定
徒 1:25：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棄(背棄)。——猶大主動的選擇(動詞是主動時態)
“縱使是撒但在利用猶大，猶大仍然必須負責任；但在兩者之上，卻是神至高無上的主權，就是神
至高無上奧秘的終極地位。”
——卡森(D. A. C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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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傳講神主權的教義，而忽略人的責任的教義，我嚴肅地聲明，這樣的人是不忠于他自己的良
心。我確實相信，下地獄只能怨自己，不能瞞怨他人。……有人問要如何調解這兩項教義。親愛的
弟兄，我從來不為兩個朋友調解，這兩項教義彼此都是朋友，因為都是記載在神的話語中。這些真
理並不是互相抵觸的，他們不需要調解。我同意，在神的話語中，有許多事情是人難以明白的，雖
然我不明白這些事情，但是我仍然相信，因為記載在神的話語中，重要的是相信，而不是了解。”
——司布真(C. H. Spurgeon)
從神的角度講，神有主權對人揀選(預定)，這是根本性的、關鍵性的、先導性的、恩典性的、保證性
的。
從人的角度講，人有責任應當對神的恩召，主動地、正面地、積極地回應，知恩、感恩、報恩。
所以向不信的人傳福音，不宜講神主權的揀選、神的預定，因為對連神的存在都懷疑甚至不信的
人，怎麼可能讓他明白並信服神主權的揀選在先？必須學習耶穌，要向他強調：你要選擇，你應決
定，你要進窄門，你必須對自己負責(太 7:13-14，可 1:14，路 13:31-35)。
2、進的門，窄門或寬門(13, 14)：(路 13:23-30)
（1）要辨別真假：不決定于進去的人數多少。
（2）要努力地找：窄門不是輕易能找到的。
（3）要謹慎地進：一旦進入，轉換困難。
（4）要付出代價：窄門只能自己一人，放下世界輕裝進入(鍾馬田形容像只容一人的旋轉門)。
路 13:24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
耶 29:13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進窄門前，罪人前望門上神的話：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可 1:14)
——人有責任，人要決定，付上代價，采取行動。
進窄門後，聖徒回顧門上神的話：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的揀選。(弗 1:4)
——神的揀選，神的預定，毫無可誇，只應感恩。
進窄門就是第一福“心靈貧乏的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是因信稱義，瞬間的、本質的轉
變。
3、走的路，小路或大路(13, 14)：由所進的門決定的以後每天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態。
（1）路，是一直持續的，要一生努力走。
（2）路，是不斷發展的，要日日有進步。
（3）小路，更是不容易走的，要付出代價：路 9:62 耶穌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
當我們在主的道路上不斷前進時，切勿因成果微小而放棄盡心竭力。

——加爾文

走小路就是因信操練成聖的過程，是一輩子的事。
我們藉著信了解基督的義，也只有這義才能使我們與神和好。然而，若不同時了解成聖，你就無法
了解這樣的信；因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 1:30)。因此基督不會不在稱人
為義的同時也使他成聖。
——加爾文
不可能有只進天國門不走天國路的基督徒，門和路是緊密相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正像不可能有
只進學校門不念學校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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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榜樣：
腓 3:7-16：丟棄萬事如糞土，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竭力追求奔標竿——捨己背十字架跟隨主。
林前 9:26-27：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
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保羅尚且如此，何況我們。
4、結的果，好果或壊果(15-20)：不同生命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流露，好果子，走天國路時自然的也是
必然的表現。所以進窄門、走小路、結好果，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耶穌的門徒必然都有，缺一不
可的一個整體。
（1）對自己：依靠聖靈時時的幫助，隨從聖靈、戰勝私慾，結出聖靈的好果子。(加 5:22-26)
（2）對別人：防備假先知，認出假先知的特征：
• 不按聖經教導別人走小路。
• 不按聖經努力自己走小路——無敬虔生活，沒有聖靈結的好果子。
鑒別假先知是為了不致上當(羊皮：漂亮的言辭、虛偽的表現)，幫助自己更好地跟隨主走小路。
二、兩種結果：進天國或離開主
1、進天國的唯一條件：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 不是憑嘴上稱呼耶穌為主啊、主啊，要心裏相信祂從死裏復活。(羅 10:9-11)
• 不是靠奉耶穌的名傳道、趕鬼、行異能，要被主認識，也認識主，有生命關系。(約10:14-15)
警惕，22 節說有“許多人”！
2、什麼是天父的旨意：核心就是耶穌基督并祂釘十字架(神的奧秘)(林前 2:1-2)為什麼？
“天父的旨意”一般來講就是神默示人所寫下的聖經(提後 3:16)，但是非常奇妙，新約中記載了天父
三次直接發聲，向人宣告祂的旨意。這種極不尋常的事，值得我們特別重視。
（1）太 3: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施洗約翰向世人介紹耶穌時)
（2）太 17:5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
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登山變像，談論耶穌要成的去世的事)
（3）約 12:28-33「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
名，還要再榮耀。」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我若從
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十架救恩)。
• 全部是有關耶穌的。
• 漸進地啟示耶穌的身份、耶穌的使命：
天父的愛子
天父的愛子，門徒的主人
天父的愛子，門徒的主人，世人的救主
實際上，在登山變像天父宣告時，摩西和以利亞當時和耶穌討論的就是：耶穌去世的事，就是他在
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十架救恩。(路9:31)
所以“天父旨意”的核心，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天父所喜悅的愛子帶來的從因信稱義到因信成聖的
十字架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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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了十字架，就是扼殺了對耶穌的信仰。耶穌寶血的救贖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手臂，而是它的心
臟。
——司布真(C. H. Spurgeon)
3、怎樣遵行天父旨意：接受三一真神真理，相信十架救贖恩典，遵行天父愛子教訓。
遵行我天父旨意進天國＝被耶穌認識，也真認識耶穌(提後 1:12)，我天父表明“我與父原為一(約
10:30)”。
耶穌道成肉身兩大相互關聯的任務：啟示三一真神真理，完成十架救贖恩典(約 1:17)。三一真神真理
是十架救贖恩典的基礎、核心，十架救贖恩典證明三一神真理的寶貴、重要(徒 4:12)。猶太人(伊斯
蘭信徒也類似)正是在三一真神真理上絆倒了，因而也在十架救贖恩典上滅亡了直到今天，何等可
悲。
約 7:16-17 耶穌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人若立志遵著祂的旨意行，就必曉
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
三、結論：磐石或沙土，根基最重要(24-27)：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那磐石就是基督”(林前 10:4)
1、要先好好明白主道：“凡聽見我這話”
“我這話”帶著權柄，回應前面：“只是我告訴你們”(6次)，“我實在告訴你們”(3次)，“所以我
告訴你們(1次)”。太 15:10 耶穌就叫了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要聽，也要明白。
2、持續好好遵行主道：“就去行的”
“我這話” 就是生命：約 6:63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要認真遵行。
3、試煉審判不可避免：“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 人人必須正視、重視。不但今生嚴
酷的試煉不可避免，更應預備神最後、最大、最嚴厲的審判。
4、磐石之上總不倒塌：“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沒有任何一個基督徒能夠避免苦難與試煉，什麼時候、什麼性質、什麼程度、什麼長度，是神的主
權；而打好根基、常作準備、付上代價、緊靠神恩，則是我們人的責任。唯有如此才能磐石之上總
不倒塌。
我們可以把第五課中的一段話，再加上一句：
先有信，才能行；有了信，必須行；怎樣行，遵寶訓；沒有行，沒有信。
四、莊嚴的結束(28-29)：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希奇祂的教訓；因為祂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有權柄的人：耶穌，道成肉身，有天國的權柄；
他們的文士：塵世的罪人。
注意！我們不能僅僅“希奇祂的教訓”，要順服遵行出自祂權柄的教訓，從第一福直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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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晚餐的臨別寶訓中：“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約 14:6)。再次回應
在最初的登山寶訓中：進窄門——得主引到永生的真理，走小路——行主指引的天國道路，結好果
——顯主豐盛榮美的生命，進天國——藉著耶穌到父那裏去。
你愿意順服耶穌，真正尊祂為主，遵行祂的話，成為當那日在天國被祂認識的門徒，天國的子民
嗎？
讓我們用耶穌的弟弟雅各的一段教導作為登山寶訓淺探的結束。
雅 1:25: 唯獨詳細察看完全的律法，使人自由的律法，並且恒常遵守著，不是聽了就忘掉，
乃是實實在在行出來的；這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有福。(呂振中譯本)
Jas 1:25： But the one who looks into the perfect law, the law of liberty, and perseveres,
being no hearer who forgets but a doer who acts, he will be blessed in his doing. (ESV)
心靈貧乏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七、課後作業：
*1、請對神的揀選與人的選擇(或神的預定與人的自由意志)之間的關系，闡述你的看法。
2、反省自己是如何進窄門、走小路、結好果的，有什麼需要向神懺悔的，有什麼需要求神幫助的，
有什麼需要自己努力改進的。
3、請解釋“天父的旨意”和“遵行天父的旨意”的意思。為什麼說耶穌啟示了三一真理？
4、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進天國，與重生得永生(進天國)不靠行為，唯獨因信稱義有矛盾嗎？
*5、怎樣每天立足磐石之上？
6、默想：登山寶訓顯明出來的耶穌的權柄有哪些方面(寫出有關的登山寶訓中的經文，並作說明)。
參考提示：教師、彌賽亞、主、救主、祭司、審判者、神的兒子、神。
7、總結你學習的心得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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