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喻今遇

我要開口說比喻，要說
出由創世以來的隱密事
(瑪13:35)



比喻是什麼？

耶穌的比喻是要助人理解？

還是要隱藏奧秘？

今日理解新約比喻有何困難？

理解比喻有什麼秘訣？

什麼是寓意式解釋？有何利弊？

福音比喻與我們今日有何關係？



福音比喻概論



聖經中的比喻大大小小多於40
個，大部分見於新約，尤其是對
觀福音，可見這是耶穌的宣講特
色之一。

福音所載耶穌說過的話當中，三
分之一見於比喻內。福音上提及
「比喻」一詞的地方，竟達50次
之多。其次，仍有不少地方，雖
然內容確實屬比喻，而未冠以
「比喻」之名。



「比喻」在新約中可能只是一句
簡單的成語，如「醫生，醫治你
自己吧！」(路4:23「俗語」para-
bolé)；
或是一個謎語(riddle: parabolé)，
如「不是從人外面進入他內的，
能污穢人，而是從人裏面出來
的，纔污穢人…」(谷7:15-17)。
這裏討論的，只限於以一個虛設
的短故事組成的比喻。



福音比喻的目的



關於福音比喻的目的，學者們大
致分為兩派。其一是「正義」
派，他們主張耶穌為了懲罰當時
人的硬心，故意用比喻、象徵，
來講述天國的道理，使聽者不明
其中真正的意義。



耶穌回答門徒的問題「為什麼你
用比喻對他們講話？」說出了他
講比喻的目的：
天國的奧妙，是給你們知道，並
不是給他們知道。因為凡有的，
還要給他，使他富足；但是，凡
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由他
奪去。為此，我用比喻對他們講
話，是因為他們看，卻看不見；
聽，卻聽不見，也不了解……



……這樣為他們正應驗了依撒意亞
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聽，但不
了解；看是看，但不明白，因為這
百姓的心遲鈍了，耳朵難以聽見；
他們閉了眼睛，免得眼睛看見，耳
朵聽見，心裏了解而轉變，而要我
醫好他們」(瑪13:10-15；見谷4:10-
12；路8:9-10)。



聽比喻者究竟屬於那一類，全決
定於他們自己所採取的立場。如
果他們選擇不信，比喻便成了無
法明白的，這點正是對觀福音引
用依撒意亞的話(依6:9-10)所要表
達的反諷。



另一主張可稱為「憐憫」派，他們認
為耶穌心地善良，故此用比喻來講授
天國的奧義，使人愛聽易懂：「耶穌
用許多這樣的比喻，按照他們所能聽
懂的，給他們講道。若不用比喻，他
就不給他們講什麼」(谷4:33-34)。



聖經學者陶德(C. H. Dodd)給比喻下的
定義，正好說明耶穌講比喻的目的：

用最簡單的方法說，比喻是從自然界
或普通生活中，以活潑或奇異的方
式，舉出明喻或暗喻，吸引聽者的注
意力，並留給聽者心中一個問題，到
底說者所要表達的教訓是甚麼，以引
起聽者主動的思想。



這兩派是完全相對立的，最好的解釋
方法，是將二者溶合來說：耶穌是天
主之子，只有他擁有天國的奧理；但
是他將這奧理只啟示了一部分人，其
中 以 十 二 位 宗 徒 為 最 ( 瑪 11:2,25; 
13:16；路10:21,23,24)。



若望明言耶穌「用比喻講了這一切」
(若16:25)，為能完全明瞭耶穌的道
理，只有等待天主聖神的降臨。聖神
主要的工作，在於使人類正確地、完
全地、明瞭耶穌在世所講的一切奧
義：

「但那護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
派遣來的聖神，他必要教訓你們一
切，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
的一切」(若14:26; 見16:13)。



福音比喻的數目和分類



學者對比喻的定義，各有不同的
見解，因而所得比喻的數目亦各
異，由30至100多個不等。但是若
只計算真正完全對比的比喻，並
以短故事形式為原則時，則其數
目僅得33個(對觀福音共有者作同
一個計算)。



比喻(33) 瑪竇(16) 馬爾谷(4) 路加(22)
撒種者 13:1-9,18-23 4:1-9,13-20 8:4-8,11-15 

莠子 13:24-30,36-43 --- ---

芥子 13:31,32 4:30-32 13:18,19

酵母 13:33 --- 13:20,21

種子自長 --- 4:26-29 ---

寶貝 13:44 --- ---

珍珠 13:45,46 --- ---

撒網 13:47-50 --- ---

僱工 20:1-16 --- ---

到葡萄園工作的二子 21:28-32 --- ---

惡園戶 21:33-46 12:1-12 20:9-19

宴席 --- --- 14:16-24

王子的婚宴 22:1-14 --- ---

醒寤的僕人 24:45-51 --- 12:35-40

十位童女 25:1-13 --- ---

塔冷通 25:14-30 --- ---

米納 --- --- 19:11-27 



比喻(33) 瑪竇(16) 馬爾谷(4) 路加(22)
兩個負債的人 --- --- 7:40-43 

不速之友 --- --- 11:5-7 

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 --- 13:6-9 

判官及寡婦 --- --- 18:1-7

法利塞人及稅吏 --- --- 18:9-14

善心的撒瑪黎雅人 --- --- 10:29-37 

宴席的末座 --- --- 14:7-11

迷路的羊 18:12-14 --- 15:3-7

失去的達瑪 --- --- 15:8-10

浪子回頭 --- --- 15:11-32

惡僕 18:23-35 --- ---

糊塗的富翁 --- --- 12:16-22

建塔之人 --- --- 14:28-30 

準備交戰的國王 --- --- 14:31-33

不忠的管家 --- --- 16:1-9

富翁及拉匝祿 --- --- 16:19-31



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比喻只出現在
對觀福音中，尤以路加(22個)和瑪
竇(16個)為甚，馬爾谷最少(4個)。

若望福音嚴格來說，並沒載有任何
比喻(但請比較若16:25)，只有兩個
寓意(allegory)，即善牧(若10:1-18)
和葡萄樹(若15:1-7)。



寓意在文學上而言，是一個延伸
的隱喻(metaphor)，即故事中每一
事物象徵著一個更深或不易覺察
的意義，所以通常都附有一個寓
意式的解釋 (allegorizing interpre-
tation)。福音中有些比喻也有其寓
意式的解釋。



在對觀福音彼此共有的比喻
中，可見各有增刪，但都只是
在細節上，而且是有強調某點
的作用，並沒有改變比喻本身
的意義。



但值得注意的是，比喻在各福
音所處上下文位置(context)，
有 時 有 頗 大 差 異 。 例 如 路
13:18-19,20-21「芥子與酵母的
比喻」，與瑪竇和馬爾谷的上
下文不同，而是放在安息日治
病的記載後(路13:10-17)，及勸
人由窄門進入天國(路13:22-30)
之前。



比喻的解釋



解釋比喻的步驟：

(1) 比喻的上下文語境；
(2) 比喻的歷史背景；
(3) 比喻的文化背景；
(4) 比喻的結構和細節；
(5) 比喻的主題教訓。



(1)  比喻的上下文語境



比喻的上下文往往是福音作者表明耶
穌設比喻用意的關鍵，多次也能助我
們確定比喻的解釋和教訓(nimshal)。
有時比喻的上文或序言(prologue)，為
我們提供解釋的關鍵，如路18:1「耶
穌給他們設了一個比喻，論及人應當
時常祈禱，不要灰心」；18:9「耶穌
也向幾個自充為義人，而輕視他人的
人，設了這個比喻」。

(1)  比喻的上下文語境



有時這關鍵位於比喻的下文或結語
(epilogue)，如瑪25:13「所以，你們該
醒寤，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日子，也不
知道那時辰」；路16:9「我告訴你
們：要用不義的錢財交結朋友，為在
你們匱乏的時候，好叫他們收留你們
到永遠的帳幕裏。」



有時比喻的序言與結語一起構成故事
的解釋，如瑪18:21-22,35「那時，伯
多祿前來對耶穌說：『主啊！若我的
弟兄得罪了我，我該寬恕他多次？直
到七次嗎？』耶穌對他說：『我不對
你說：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個七
次』…如果你們不各自從心裡寬恕自
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
們。」



路14:26-27,33「有許多群眾與耶穌同
行，耶穌轉身向他們說：『如果誰來
就我，而不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
妻子、兒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
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門徒。不論誰，
若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後面
走，不能做我的門徒。…同樣，你們
中不論是誰，如不捨棄他的一切所
有，不能做我的門徒。」



比喻 瑪竇13章 馬爾谷4章 路加8及13章

論天國

撒種者 13:1-9,18-23 4:1-9,13-20 8:4-8,11-15

莠子 13:24-30,36-43 --- ---

種子自長 --- 4:26-29 ---

芥子 13:31,32 4:30-32 13:18,19

酵母 13:33 --- 13:20,21

寶貝 13:44 --- ---

珍珠 13:45,46 --- ---

撒網 13:47-50 --- ---

1. 天國比喻的上下文



瑪竇 13 章 馬爾谷 4 章 路加 8 及 13 章
13:1-3在那一天，耶穌從家裏
出來，坐在海邊上，有許多
群眾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
上船坐下，群眾都站在岸
上。他就用比喻給他們講論
了許多事……

13:34-35 耶穌用比喻給群眾
講解了這一切，不用比喻就
不給他們講什麼；這樣應驗
了先知所說的話：「我要開
口說比喻，要說出由創世以
來的隱密事。」

13:53 ……耶穌講完了這些比
喻，就從那裏走了。

4:1-2 耶穌又在海邊上開始施
教，有大夥群眾聚集在他跟
前，他祇得上了一隻船，在
海上坐着，所有的群眾都在
海邊地上。他用比喻教訓他
們許多事，在施教時，他向
他們說……

4:33-34 ……耶穌用許多這樣
的比喻，按照他們所能聽懂
的，給他們講道。若不用比
喻，他就不給他們講什麼，
但私下裏卻給自己的門徒解
釋一切。

8:4 那時，有大夥群眾聚集了
來，並有從各城來到耶穌跟
前的，他就用比喻說……

8:19 ……耶穌的母親和兄弟
到他那裏來了，因為人多，
不能與他相會。

＊＊＊

(13:10-17安息日治病)

13:17-18 ……當耶穌講這話
時，所有敵對他的人，個個
慚愧；一切民眾因他所行的
種種輝煌事蹟，莫不歡喜。
耶穌又說：……

13:22,29-30 ……耶穌經過城
市鄉村，隨處施教，朝着耶
路撒冷走去。……將有從東
從西，從北從南而來的人，
在天國裏坐席。看罷！有最
後的將成為最先的，也有最
先的將成為最後的。

1. 天國比喻的上下文



天國比喻(瑪13:1-50；谷4:1- 32;
路8:4-15; 13:18-21)

在這一組天國比喻當中，瑪竇和馬
爾谷雖然在數目上有別(瑪竇：7，
馬爾谷：3)，但基本上有著同一的
上下文，即耶穌在加里肋亞湖邊施
教：耶穌坐在稍微離開岸邊的一條
小船上，而群眾則留在岸上(瑪13:1-
3；谷4:1-2)。



馬爾谷在這組比喻結束時，強調指
出「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按照
他們所能聽懂的，給他們講道。若
不用比喻，他就不給他們講什麼」
(谷4:33-34a)，好像這是耶穌施教的
唯一方法，而且還補充說，耶穌
「私下裏卻給自己的門徒解釋一
切」(谷4:34b)。



瑪竇在所記錄的首四個比喻後(撒種、莠
子、芥子、酵母)，放入谷的同一按語
(瑪13:34-35)，而且還引用了聖詠的話：
「我要開口說比喻，要說出由創世以來
的隱密事」 (見詠 78:2；「隱密事 –
kekrymmena κεκρυµµενα」，聖詠原文
作「謎語 - hidot twOdyxi」)，然後再加上
三個比喻(寶貝、珍珠、撒網)。



這三個比喻都不見
於馬爾谷和路加的
記載，似乎是瑪竇
因它們內容相近，
便從別處插入。瑪
竇的按語似乎反映
出，這組天國比喻
原以酵母比喻 ( 瑪
13:33)作結。



馬爾谷把瑪竇和路加共有的酵母比
喻，換成了種子自長的比喻(谷4:26-
29)，這是谷獨有的。此外，馬爾谷在
這組比喻的下文，插入了平息風浪的
記載(谷4:35-41)，且表明是與之前講
比喻一事有關：「他們遂離開群眾，
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狀，帶他走了。」



路加在瑪竇的前四個比喻中，只保留
了撒種、芥子和酵母三個，但分別放
在兩個不同的上下文當中 (路8:4-15; 
13:18-21)。
路加的撒種比喻基本上和瑪、谷相
同，但沒有指明在湖邊的船上施教，
結束時卻像馬爾谷一樣，有平息風浪
的記載(路8:22-25) 。



路8:18用作結語的反諷：「因為凡有
的，還要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
為有的，也要從他奪去，」卻與瑪竇
相同(瑪13:12)，但沒有像瑪般引用依
撒意亞的話(瑪13:14-15)。



至於其餘兩個比喻(芥子和酵母)，路
加卻放在安息日治病的爭議(路13:14-
17)和外邦人在天國坐席(路13: 22-30)
的上下文當中，完全與瑪和谷不同。

總括來說，由上下文來看，福音作者
借著這幾個天國比喻告訴我們，耶穌
此刻開始以比喻的方法向人講道，這
與當時猶太辣彼對門徒講學所用的方
法相似。



這同時亦表示人對耶穌的話若懷有信
心(=凡有的)，便會明白當中意義，但
人若不信耶穌所說的話(=凡沒有的)，
便不能明白。

至於那些相信的外邦人，甚至成了天
國的子民。

人對耶穌的話不能保持中立，必須作
出抉擇，或是相信，或是拒絕！



瑪竇 21:33-46 馬爾谷 12:1-12 路加 20:9-19 

21:23-27 他進了聖殿，正教
訓人時，司祭長和民間的長
老來到他跟前說：「你憑麼
作這事？」……

21:45-46 …...司祭長和法利塞
人聽了他的這些喻，覺出他
是指着他們說的，就想逮
住；他但害怕民眾，因為他
們以耶穌為一位先知。

11:27-28 他們又來到耶路撒
冷。當耶穌在殿裏徘徊時，
司祭長、經師和長老來到他
跟前，對他說：「你憑什麼
權柄作這些事？或者，是誰
給 了 你 權 柄 作 這 些
事？」…… 12:1 耶穌開始用
比喻對他們說……

12:12-13 ……他們明白這比
喻是指他們說的，就想逮
住；他但害怕群眾，於是，
離開他走了。後來，他們派
了幾個法利塞人和黑落德黨
人到耶穌那裏，要用言論來
陷害他。

20:1-2 有一天，耶穌在聖殿
裏教訓百姓，及宣講喜訊的
時候，司祭長、經師及長老
前來，對他說道：「請你告
訴我們：你憑什麼權柄作這
些事？或者是誰給了你這權
柄？」……耶穌對百姓設了
這個比喻…

20:19-21 ……經師及司祭長
在那時刻就想下手逮捕耶
穌，但是害怕百姓。他們明
白這個比喻是暗指他們說
的。於是他們窺察耶穌，派
遣奸細，假裝義人，要抓住
他的語病，好把他交付於總
督的司法權下。

2. 惡園戶比喻的上下文



惡園戶的比喻是三部對觀福音共
有的，在耶穌的受難史上佔有重
要的位置，因為聽了這比喻後，
「他們明白這比喻是指他們說
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群眾，
於是，離開他走了。後來，他們
派了幾個法利塞人和黑落德黨人
到耶穌那裏，要用言論來陷害
他」(谷12:12-13)。



當時耶穌「進了聖殿，正教訓
人」(瑪21:23)，所以他說這比喻
時，民眾也聽到了，而且聽得很
投入，以致當耶穌作結論說：
「園主必要來，除滅這些園戶，
把葡萄園租給別人」時，他們都
大 聲 嚷 著 說 ： 「 千 萬 不 要 這
樣！」(路20:16)。



這比喻的上下文十分重要，首先
因為這是耶穌在聖殿裏論及自己
身分時，對猶太人的宗教領袖和
民間領袖說的。他們在聖殿裏質
問 耶 穌 「 憑 什 麼 權 柄 作 這 些
事？」(谷11:27)指的是他榮進耶
路撒冷(瑪21:1-11；谷11:1-11；路
19:29-40) 和 驅 逐 殿 內 商 人 ( 瑪
21:12-17；谷 11:15-17；路 19:45-
46)的事。



路14:28-30 建塔 路14:31-32 交戰 上下文

你們中間誰願意建造一座
塔，而不先坐下籌算費
用，是否有力完成呢？免
得他奠基以後，竟不能完
工，所有看見的人都要譏
誚他，說：這個人開始建
造，而不能完工。

或者一個國王要去同別的
國王交戰，那有不先坐下
運籌一下，能否以一萬
人，去抵抗那領著兩萬來
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
就得趁那國王離得尚遠的
時候，派遣使節去求和平
的條款。

14:25-27有許多群眾與耶
穌同行，耶穌轉身向他們
說：「如果誰來就我，而
不惱恨自己的父親、母
親、妻子、兒女、兄弟、
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
不能做我的門徒。不論
誰，若不背著自己的十字
架，在我後面走，不能做
我的門徒…

14:33 …同樣，你們中不
論是誰，如不捨棄他的一
切所有，不能做我的門
徒。

3. 建塔與交戰比喻的上下文



路加這兩個連續並排的比喻 (路
14:28-30, 31-32)，是根據上下文語
境原則釋經的好例子：



(上文：路14:25-27)
有許多群眾與耶穌同行，耶穌轉
身向他們說：「如果誰來就我，
而不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
子、兒女、兄弟、姊妹，甚至自
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門徒。不
論誰，若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
在我後面走，不能做我的門徒。



(比喻一)你們中間誰願意建造一座
塔，…(路14:28-30)
(比喻二)或者一個國王要去同別的
國王交戰，…(路14:31-32)

(下文：路14:33)
同樣，你們中不論是誰，如不捨
棄他的一切所有，就不能做我的
門徒。



上文的「惱恨」(misei)是誇張詞，不
可作字面解，應解作「置於次要地
位」(參看瑪10:37,38「超過」)。

這種誇張講法是希伯來語風，試比較
路16:13：「沒有一個家僕能事奉兩個
主人的：他或是要恨(misesei)這一個
而愛那一個，或是要依附這一個而輕
忽那一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
奉錢財。」(「恨」＝「輕忽」) 



在上下文中，「做我的門徒」一短句
共出現了三次，而且結語「同樣，你
們中不論是誰，如不捨棄他的一切所
有，就不能做我的門徒」(路14:33)，
十分清楚。所以兩個比喻的意思是：
作耶穌門徒，要有決心，應貫徹始
終，切勿半途而廢！這才是兩個比喻
的實義。



比喻 上下文

亡羊 達瑪 浪子

15:4-7 你們中間
那個人有一百
隻羊，遺失了
其 中 的 一
隻， …… 我告
訴 你 們 ： 同
樣，對於一個
罪人悔改，在
天上所有的歡
樂，甚於對那
九十九個無須

悔改的義人。

15:8-10 或者那
個婦女，有十
個達瑪，若遺
失 了 一 個 達
瑪， …… 我告
訴你們：對於
一 個 罪 人 悔
改，在天主的
使者前，也是
這樣歡樂。

15:11-32 耶穌又
說：一個人有
兩個兒子，那
小 的 向 父 親
說：父親，請
把我應得的一
分 家 產 給 我
罷！ …… 只因
為你這個弟弟
死而復生，失
而復得，應當
歡宴喜樂！

15:1-3 眾稅吏及
罪人們都來接
近耶穌，為聽
他講道。法利
塞人及經師們
竊竊私議說：
「這個人交接
罪人，又同他
們吃飯。」耶
穌遂對他們設
了 這 個 比 喻
說……
(沒有直接的下
文)

4. 浪子比喻的上下文



路加有三個關於悔改的比喻：亡羊
(15:4-7)、達瑪(15:8-10)、浪子(15:11-
32)。三個比喻以牧人、婦女和父親三
人失而復得的喜樂，反映出「對於一
個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
這樣歡樂」(路15:10)。然而，在浪子
的比喻中，故事並不以浪子回家，
「死而復生，失而復得」，作圓滿結
局，還有一個弦外之音。



在浪子比喻中，耶穌固然是要闡明天
主對待悔改的罪人所表現的美善及仁
慈，但他設比喻的目的，卻明顯不
過。比喻的上文這樣說：「稅務員及
罪人們都來接近耶穌，為聽他講道。
法利塞人及經師們竊竊私議說：這個
人交接罪人，又同他們吃飯。耶穌遂
對他們設了這個比喻…」(路15:1-3)。



比喻的焦點於是落在那不贊成父親寬
恕弟弟的「長子」身上：可能標題應
改為「忤逆的長子」，或索性稱之為
「二子的比喻」！以這比喻來講論天
主的仁慈和悔改的重要，正是比喻的
用意，但我們不可忽略那應悔改的人
當中，也應包括代表法利塞人及經師
的長子。



(2)  比喻的歷史背景



過往由於人們對比喻的歷史背景認識
不多，所以往往造成誤解。為此，我
們必須先探究最初聽耶穌比喻的人的
生活實況(Sitz im Leben)，這包括耶穌
在世的生活，以及初期教會的生活與
教導，因為初期教會在聖神啟迪下開
始理解比喻，這過程也顯示於福音成
文的過程中，而且還繼續於教會至今
的生活裏。

(2)  比喻的歷史背景



所以，研究福音比喻時，我們在問
「這比喻對我們有什麼意義」之前，
先該探究耶穌講這比喻時，對當時的
人有什麼意義。

從福音的記載我們知道，許多比喻是
耶穌與猶太宗教及民間領袖爭辯時設
下的，因為他們反對他所講論的天國
道理。有時耶穌卻是為了使人明白天
國道理而設比喻，用作教導的工具。



這歷史不僅包括耶穌講比喻的經過，
也包括這些比喻如何被輯錄成文。我
們承認福音是出自初期教會團體，福
音聖史把團體所傳誦的耶穌故事，包
括他的事蹟和語錄，蒐集成書。



而另方面，福音內對比喻的解釋，也
是教會在聖神啟迪下，按當時的需要
所作的應用，正如若14:26所說的：
「父因我名所要派來的聖神，……也
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
切。」為此這些初期教會的解釋，對
日後也有引導作用。



耶利米亞士(Joachim Jeremias)認為以
下經文是初期教會所作的寓意解釋：
瑪13:36-43莠子比喻的解釋；13:49-50
撒網比喻的解釋；21:34-36惡園戶的
部分情節；22:1-14整個婚宴的比喻；
谷4:13-20 = 瑪13:18-23 = 路8:11-15撒
種比喻的解釋。耶利米亞士尤其認
為，路加的寓意解釋絕不可能來自耶
穌自己。



但近代釋經學已放棄了這種武斷性的
解釋，轉而集中在比喻的上下文語境
及文化背景上去。



(3)  比喻的文化背景



在解釋比喻時，比它們的歷史背景更
重要的，就是它們的文化背景。耶穌
所講的比喻，大部分取材自當地的地
理、氣候、生態、民生、建築、風
俗、宗教、思維方式，這與耶穌時代
的巴力斯坦猶太社會息息相關，是理
解比喻的關鍵元素。

(3)  比喻的文化背景



學者貝利(Kenneth E. Bailey 1976)稱之
為「東方釋經」(Oriental Exegesis)。
這是研究受文化制約的文本(如福音)
的方法，在應用傳統的歷史釋經工具
之同時，兼採用來自三方面而得到的
啟發：

古代文獻

當代農民生活

東方譯本



我們嘗試用以下幾個比喻作例子，說
明文化背景對理解比喻的重要：(1)撒
種者；(2)莠子；(3)芥子；(4)撒網；
(5)慈善撒瑪黎雅人；(6)亡羊。



(1) 撒種者的比喻

瑪13: 3-9,18-23；谷4:1-9, 13-20；路8:4-8, 11-15



看，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種的
時候，有的落在路旁，飛鳥來把它吃
了。有的落在石頭地裏，那裏沒有多
少土壤，因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
發了芽；但太陽一出來，就被曬焦；
又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的落在
荊棘中，荊棘長起來，便把它們窒息
了。有的落在好地裏，就結了實：有
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
的。有耳的，聽罷！



那麼你們聽這撒種者的比喻吧！凡聽
天國的話，而不了解的，那惡者就來
把撒在他心裏的奪去；這是指那撒在
路旁的。
那撒在石頭地裏的，即是指人聽了
話，立刻高興接受；但在人裏沒有
根，不能持久，一旦為這話發生了艱
難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



那撒在荊棘中的，即是指人聽了話，
卻有世俗的焦慮和財富的迷惑，把話
蒙往了，結不出果實。
那撒在好地裏的，即是指那聽了話而
了解的人，他當然結實，有結一百倍
的，有結六十倍的，有結三十倍的。



我們首先注意到這比喻是耶穌在群眾
前說的：「在那一天，耶穌從家裏出
來，坐在海邊上，有許多群眾集合到
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群眾都站
在岸上。他就用比喻給他們講論了許
多事，說…。」(瑪13:1-3)瑪竇所載的
這個序言，不僅是為「撒種者的比
喻」(13:3-9)而設，也是為其後幾個比
喻(莠子13:24-30; 芥子31-32; 酵母33; 
寶藏44; 珍珠45-46; 撒網47-52)。



這些群眾是從「加里肋亞、十城區、
耶路撒冷、猶太和約但河東岸」來跟
隨他的(瑪4:25; 13:1-3)，換言之，包
括農民、漁夫、猶太人、外邦人、也
有些經師和法利塞人。



瑪竇指出耶穌對群眾講比喻，卻只給
十二門徒解釋：「天國的奧妙，是給
你們知道，並不是給他們知道…」
(13:11)。撒種者的比喻和莠子的比
喻，都是耶穌在家中私下給門徒解釋
的(13:36)。



大部分人感到迷惘的是種子落在那四
種處境：路旁、石頭地、荊棘、好
地。試問那有撒種者故意把種子撒在
路旁、石頭地和荊棘中的呢？然而，
這正是他們日常生活的經驗。

「路旁」可理解作田陌，撒種時有種
子偶然掉在田陌上，或被風吹至那裏
並不為奇。至於那「石頭地」似乎較
難理解！



a. 加里肋亞北部、撒瑪黎雅和大
部 分 猶 大 山 區 ， 紅 石 灰 土
(terra rossas)、棕及淡石灰土
(brown & pale rendzinas)

b. 部分猶大山區和約旦河谷，是
棕及淡石灰土 (brown & pale 
rendzinas)

c. 部分加里肋亞湖西岸，是淡石
灰土(pale rendzinas)

d. 加里肋亞湖東岸及北岸，是玄
武岩初級黏土 (basaltic proto-
grumusols) 和 玄 武 岩 棕 黏 土
(basaltic brown grumusols)及淡
石灰土(pale rendzinas)

e. 地中海岸的沙龍平原，是哈姆
拉土(hamra soils)

f. 戈蘭高地，是玄武岩棕地中海
土 (basaltic brown mediterran-
ean soils) 、 玄 武 岩 石 質 土
(basaltic lithosols)

g. 加里肋亞南部的依次勒耳平
原，是黏土(grumusols) 



綜觀上述的地質分佈，巴力斯坦主要
是紅土，以及風化成的石灰土和玄武
黏土，常混合著未完全風化的石塊，
此即比喻中所說的石頭地。種子掉在
石子上的機會實在很高，農夫也不去
理會。



石頭地：農夫幾乎每次翻土都找到大大小小的石塊



至於「荊棘」，在巴力斯
坦有不下二、三十種，都
是野生的，少部分是人故
意種在田邊或果園四周，
以防止羊群或野獸闖入。
由於荊棘的葉部多成針
狀，減少水份蒸發，適合
巴力斯坦的氣候，故此田
地一荒癈或沒人打理，荊
棘便叢生起來 (創3:18；
依5:6)。



「好地」是紅土或石灰土風化較完全
的地，但它們保水性不高，而且由於
聖地的固定河溪極少（那裏雖有約但
河和中東最大的淡水湖─加里肋亞
湖，可是它們均位於海拔之下200至
300米的地位，不便於灌溉）所以必
須靠天雨，風調雨順才會有豐收：



如果你們真聽從我今日吩咐你們的誡
命，愛上主你們的天主，全心全靈事奉
他，他必按時給你們的土地降下時雨、
秋雨和春雨；必使你豐收五穀、新酒和
新油；也必使田野給你的牲畜生出青
草；如此你必能吃飽。你們應謹慎，免
得你們的心受迷惑，離棄正道，去事奉
敬拜其他的神，叫上主對你們發怒，使
蒼天封閉，雨不下降，地不生產，你們
必由上主賜給你們的肥美土地上迅速滅
亡」(申11:13-17)。



第一次降雨是在十一月底，稱為「早
雨」或「秋雨」，這場雨一下，農人
就開始播種大、小麥；第二次降雨是
在一月至三月間，叫作「春雨」；第
三次則在三月底或四月初，而稱為
「收成雨」，因為它使莊稼成熟，且
告訴農人準備收割。



如果這場雨未下，就有乾旱之憂，荒
年就快要來臨，下得太遲或不合時，
農作物便會損壞。巴力斯坦種植的大
部分是小麥和大麥，在豐收的時候有
錄得一籽粒種出150粒麥子的記錄 ：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
倍的」（瑪13:23）。



值得注意的是，這比喻的解釋是對宗
徒們說的：傳福音者應大方撒播聖言
種子！應不計成本，只問耕耘，不問
收穫。

換言之，他們也是天國的撒種者，要像
耶穌般慷慨傳播天主的話，不要計較土
地的質素：「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
白分施」(瑪10:8)。



(2) 莠子的比喻

瑪13:24-30, 36-43



耶穌給他們另設了一個比喻說：「天國好像一
個人，在自己田裏撒了好種子；但人在睡覺的
時候，他的仇人來，在麥子中間撒上莠子，就
走了。苖長起來，抽出穗的時候，莠子也顯出
來了。家主的僕人，就前來對他說：主人！你
不是在你田地裏撒了好種子嗎？那麼從哪裏來
了莠子？家主對他們說：這是仇人做的。僕人
對他說：那麼，你願我們去把莠子收集起來
嗎。他卻說：不，免得你們收集莠子，連麥子
也拔了出來。讓兩樣一起長到收割的時候好
了；在收割時，我要對收割的人說：你們先收
集莠子，把莠子捆成捆，好燃燒，把麥子卻收
入我的倉庫裏」。



那時，耶穌離開了群眾，來到家裏，他的門徒
就前來對他說：「請把田間莠子的比喻給我們
講解一下！」他就回答說：「那撒好種子的，
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種子，即是天國的
子民，莠子即是邪惡的子民；那撒莠子的仇
人，即是魔鬼；收穫時期，即是今世的終結；
收割者即是天使。就如將莠子收集起來，用火
焚燒；在今世終結時也將是如此：人子要差遣
他的天使，由他的國內，將一切使人跌倒的
事，及作惡的人收集起來，扔到火窰裏；在那
裏要有哀號和切齒。那時，義人要在他們父的
國裏，發光如同太陽。有耳的，聽罷！」



小麥（Wheat: Triticum durum）吐穗後，麥
桿和穗部直立且堅硬 (為此其種名稱為
durum「堅硬」)，便於收割。小麥為冬季
生長的一種植物，在「秋雨」後播種，在
六、七月間收割。小麥磨成麵粉後，可將
之製成餅食，或直接取食青嫩的麥粒(瑪
12:1)。小麥亦是聖殿素祭所用的主要祭品
(肋2:14; 23:14；撒上25:18等)。



小麥 Wheat: 
Triticum durum



大麥(Barley: Hordeum vulgare/sativum) 比小
麥易於耕種，需要的水份也較少，又易於
成熟，小麥到五旬節方可成熟，相差凡七
星期；為此，大麥比小麥便宜，成了窮人
平常的食物 ( 盧 2:14-17 ；列下 4:42 ；若
6:9)，和富貴人飼養牲口的草料(列上5:8)。

五餅二魚的奇蹟，用的也是五個以「大
麥」製成的餅(不是五個「大」麥餅，而是
五個「大麥」餅！)。



大麥 Barley: Hordeum 
vulgare/sativum



莠子(Darnel: Lolium temulentum)是一種和小
麥相似的毒草或雜草，又名毒麥，其習性
是只生長在麥田中！在未吐穗前，僅就莖
葉是很難與小麥分辨的。但吐穗後，其粒
籽 內 常 寄 生 一 種 有 毒 的 菌 類 植 物
(Neotyphodium)，若與小麥一起收割，磨成
粉後，所造的食物便帶有苦澀味。籽粒成
熟後容易脫落，掉在土壤裏，所以太遲拔
除，結果又會再由土壤中生長起來！



莠子/毒麥Darnel: 
Lolium temulentum



這些毒麥籽粒內多次含有毒麥鹼(C7H1 2N 
2O)，能麻痹動物中樞神經，人吃了含有
4%毒麥的麵粉會出現頭暈、昏迷、噁心、
嘔吐、痙攣等症狀。牛、羊、雞吃了混有
毒麥的飼料會中毒暈倒。



防治毒麥／莠子的方法，是在春麥區進行
秋耕翻地，使毒麥種子露出土面，當年發
芽，經冬季低溫凍死。也可在麥子收割前
拔除毒麥，以免混入麥種或落入土中：
「讓兩樣一起長到收割的時候好了；在收
割時，我要對收割的人說：你們先收集莠
子，把莠子捆成捆，好燃燒，把麥子卻收
入我的倉庫裏」(瑪13:30)。



(3) 芥子的比喻

瑪13: 31-32；谷4:30-32；路18-19



天國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裏。它
固然是各樣種子裏最小的，但當它長起來，卻比
各種蔬菜都大，竟成了樹，甚至天上的飛鳥飛
來，在它的枝上棲息。(瑪13:31-32)
我們以什麼比擬天主的國呢？或用什麼比喻來形
容它呢？它好像一粒芥子，種在地裡的時候，比
地上一切的種子都小；當下種之後，生長起來，
比一切蔬菜都大；並且長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飛
鳥能棲息在它的蔭下。(谷4:30-32)

天主的國相似什麼？我要把它比作什麼呢？它相
似一粒芥子，人取來種在自己的園中，它遂生長
起來，成了大樹，天上的飛鳥都棲息在它的枝頭
上。(路13:18-19)



這個比喻的意思，人人都知曉：教會(天國)
開始時微不足道，但很快便茁壯發展，遍
傳各地。這比喻是叫宗徒們勿因教會在開
始時微小而喪氣。芥子也被耶穌用來描寫
信德，只要信德有芥子這麼小，已能成就
大事(瑪17:20；路17:6)。



解釋這比喻的困難有二：

1)「芥子」(senapis)指的是什麼植物？
是不是今日所稱的芥菜(mustard)？

2) 若指的是今日的芥菜，怎樣解釋它「竟
成了樹，甚至天上的飛鳥飛來，在它的
枝上棲息」？



巴力斯坦常見的芥
菜，其學名是野芥菜
(Sinapis arvensis)，本
地野生，通常不高於
1.5米，花四瓣，鮮
黃色，結成3-5厘米
的長角果，有1-2厘
米的喙，果內含數顆
1-1.5毫米直徑的芥
子。 野芥菜 Sinapis 

arvensis



另一栽植品種是黑芥菜(Brassica nigra)，芥
子呈深褐至黑色，用作調味料。而中國常
見的芥菜是Brassica juncea，有葉用芥菜，
亦即大芥菜(如雪裏紅)、莖用芥菜(如榨菜)
和根用芥菜(如大頭菜)三類。腌製後有特
殊的鮮味和香氣。種子(即芥子)有辣味，
可榨油或製芥末。

野芥菜固然是最配合這比喻的，因這野生
本地品種十分普遍，而且生長迅速，應是
耶穌用來設比喻的常見植物。



但難令人明白的是：

既是野生，何來「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
裏」？有誰會拿來栽種？
它的種子直徑有1-1.5毫米，不可算是最
小的！
芥菜通常不會高於1.5米，怎能說「它長
起來，卻比各種蔬菜都大，竟成了樹，
甚至天上的飛鳥飛來，在它的枝上棲
息。」？
常見聖地導遊指另一種有1至4米高，種
子小得像塵的植物為芥子樹！



我們要注意，比喻中常出現誇張 (hyper-
bole)、幽默(humour)、反諷(irony)等修辭手
法。在芥子比喻中，把生長迅速和蓬勃的
野生植物播種在自己田地裏，可說是一種
引人會心微笑的幽默講法，旨在引起聽眾
注意。
耶穌只以民間通俗講法，稱芥子是最小的
種子。更有人認為這是套用猶太俗語：
「小如芥子！」就如我們所說的「芝麻綠
豆的小事」，須知綠豆雖小，卻非最細小
的！



同樣，說它變成大樹，可讓飛鳥棲息，只
是誇張的講法：芥菜與芥子在體積上固然
相差很大，卻未至於成樹（它僅是一年生
草本）！誇張的講法令人容易記起比喻及
其教訓，就如我們說：「人心不足蛇吞
象，世事到頭螳捕蟬。」



菸草樹
Nicotiana glauca



(4) 撒網的比喻

瑪13:47-50



「天國又好像撒在海裏的網，網羅各種的
魚。網一滿了，人就拉上岸來，坐下，撿
好的，放在器皿裏；壞的，扔在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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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在那裏要有哀號和切齒。這一切你們
都明白了嗎？」他們說：「是的」。他就
對他們說：「為此，凡成為天國門徒的經
師，就好像一個家主，從他的寶庫裏，提
出新的和舊的東西。」耶穌講完了這些比
喻，就從那裏走了。



加里肋亞湖中的淡水魚類不下二十種，包
括最受漁夫歡迎的羅非魚，牠是一種盛產
非洲和巴力斯坦一帶的鯽魚，稱為加里肋
亞鯽 (Tilapia galilea)，今日人們也稱之為
「伯多祿魚」(參看瑪17:27)。



牠們是一種口育魚，在口中孵卵和育雛(希
伯來文稱牠們為amnun，“am”即哺育，“nun”
是魚)，背鰭有硬刺，看似一柄梳子(阿拉伯
文稱牠們為musht，意即梳子)，身形較扁
闊，呈灰色，味鮮肉嫩，是烤魚首選。



「網一滿了，人就拉上岸來，坐下，撿好
的，放在器皿裏；壞的，扔在外面」(瑪
13:48)。漁夫在漁穫中挑選可食用和有經
濟價值的留下來，其餘的都拋回水中，當
中包括一些猶太人視不潔的水產：「但凡
在水中蠕動，和在水中生存的生物，若沒
有鰭和鱗，不論是海裏，或河裏的，都是
你們所當憎惡的」(肋11:10)。在這清單中
包括了蝦、蟹和貝殼類，以及一些無鱗魚
類，如稱為塘虱的鯰魚等。



加里肋亞的漁夫多在夜間用圍網捕魚，日
間則在岸邊修補魚網(見瑪4:21)。他們用的
是一種三重網(trammel net)，最外的兩層網
眼較大，中間一層網眼較細，網頂用繩及
浮木連著，網底則繫著墜重的鉛塊，使圍
網在水中形成一道圍牆。



他們先在黃昏時分，靜靜的划船出到離岸不
遠的地方(見路5:5；若21:3)，然後悄悄地放下
圍網，圍成一半圓形，開口向著岸邊，讓魚
群游進圍網的範圍內。魚兒進入網中，纏在
中層的細密網眼上，漁夫便把圍網連漁獲一
起收到船上，回到岸邊。



上述幾個比喻(撒種、莠子、芥子、撒
網)中所說的「天國」是指教會，說明
教會在耶穌再來前的情況。傳福音者
要努力和慷慨的宣講(撒種)，不要為
教會開始時的渺小而害怕，因為教會
會迅速茁壯成長(芥子)。雖然加入教
會的人良莠不齊(撒網、莠子)，但天
主會忍耐地等待他們悔改，然後才是
賞善罰惡的審判(撒網、莠子)。



(5)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

路10:29-37



耶穌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
來，到耶里哥去，遭遇了強盜；他們
剝去他的衣服，並加以擊傷，將他半
死半活地丟下走了。正巧有一個司祭
在那條路上下來，看了看他，便從旁
邊走過去。又有一個肋未人，也是一
樣；他到了那裏，看了看他，也從旁
邊走過去。



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那裏，
一看見就動了憐憫的心，遂上前，在
他的傷處注上油與酒，包紮好了，又
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帶到客店
裏，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兩個
銀錢交給店主說：請你小心看護他！
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
要補還你。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
那遭遇強盜者的近人呢？」那人答
說：「是憐憫他的那人。」耶穌遂給
他說：「你去，也照樣做吧！」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這比喻的背境是一段稱為阿杜明山坡
(Ma‘ale ’adummim，意即紅土坡)的古道。
這是由耶路撒冷下至耶里哥路上的一段斜
坡。這條路由耶路撒冷出發，主要是向下
坡走的路，唯獨到了阿杜明坡卻是一段頗
陡斜的上坡路。這裏歷來是強盜出沒搶劫
途人的地方。



教會歷史家歐瑟比(Eusebius 263-340)告訴
我們：「阿杜明(Adommim)屬猶大支派地
域。這裏曾有一小村落，現已荒棄。這地
點現被稱為由耶路撒冷下至耶里哥路上的
阿 杜 明 坡 (Maledomnei) 。 這 裏 有 一 軍
營。 」



聖熱羅尼莫(St. Jerome 347-420)把《聖地
誌》譯成拉丁文時，在阿杜明一欄下加上
注釋說：「阿杜明的希臘文叫Anabasis 
pyrron，拉丁文亦稱為Ascensus ruforum sive 
rubrantium，這是因為強盜常在這裏流人血
所致。這裏也是猶大和本雅明地域的邊
界。這裏設有一個軍營以協助旅客，也是
吾主所說由耶路撒冷下到耶里哥路上的比
喻中，那人被打傷及流血的地方」。



土耳其奧斯曼時代(Ottomans 1516-1917)和
英 國 託 管 時 代 (British Mandate 1917-
1947)，附近設有一個警崗，其遺跡後被
人稱為「慈善撒瑪黎雅人旅店」(Chan el-
Ahmar )。



「猶太人與撒瑪黎雅人不相往來」 (若
4:9)，加里肋亞的猶太人若要到耶路撒冷
去，也會設法迴避，寧繞道經約旦河東岸
的培勒雅 (Peraea)，再在耶里哥對岸渡
河，由耶里哥上到耶路撒冷去。耶穌大部
分行程也跟這繞道走，但至少一次他取道
了撒瑪黎雅(若4:4)。



由耶路撒冷至耶里哥的古道 Ancient 
Road leading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撒瑪黎雅人按傳統在革黎斤山上舉行逾越節

革黎斤山 Mount Gerizim

革黎斤山上撒瑪黎雅人聖殿遺址 Samaritan Temple



比喻中被打傷的是一位猶太人，而最先路
過的兩個人是他的同胞，一是司祭，另一
是在聖殿內服務的肋未人。可是兩人沒有
伸出援手，只是「看了看他，便從旁邊走
過」(antiparelthen 路10:31,32)。這不僅是指
他們走過，更是「繞過」他的身邊走！他
們繞過傷者而去，為的是避免沾污自己，
不能參與聖殿的儀式。假若真的成了不
潔，便要行取潔禮，七天後才得潔淨(見戶
19:11,14-16)。



梅瑟法律規定：「司祭不應為族人的屍體
陷於不潔，除非為骨肉至親，如母親，父
親，兒女，兄弟；未出嫁而仍為處女的姊
妹，為她的屍體，司祭可陷於不潔；但司
祭不可因為身為丈夫，而為姻親的屍身，
陷於不潔，褻瀆己身」(肋21:1-4)。這規定
對大司祭更嚴格：大司祭「不可走近死人
的屍體，也不可為父親或母親的屍體而陷
於不潔」(肋21:11)。
走到死者附近也能令人不潔，為此他們二
人要「繞過」傷者而行，因為他們不知對
方是否已死。



司祭分成廿四班，每年
輪流有兩周在聖殿供
職，在三大朝聖節日更
是廿四班司祭一起在聖
殿服務。平日他們各操
自己的職業，有務農
的，有畜牧的，有作工
匠的。而他們到聖殿服
務的日子，則可得到額
外的收入。 肋未人

Levite

司祭
Priest



其實，按法利塞人對梅瑟法律的解釋，司
祭若發現無人埋葬的屍體，也應出於尊重
死者而去埋葬，這種慈善行為稱為「死者
安葬法」(met mitzwah)，超越了潔與不潔
的規定。有時甚至命令司祭應如此做，不
理沾染不潔。



金科玉律：愛德的兩條誡命：愛主愛人。
愛天主的誡命出自申6:4-5：「以色列！你
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
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
主。」愛人的誡命出自肋19:18：「應愛人
如己」，或譯「應愛近人如你自己。」



但猶太人對「近人」（rea‘ 的理解卻（ֵרעַ 
是狹義的，這點從這誡命的上下文語境可
以看到：「不可去毀謗你本族人，也不可
危害人的性命：我是上主。不可存心懷恨
你的兄弟，應坦白勸戒你的同胞，免得為
了他而負罪債。不可復仇，對你本國人，
不可心懷怨恨；但應愛人如己：我是上
主」(肋19:16-18)。



可是，當耶穌反問那法學士：「你以為這
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強盜者的近人
呢？」那人仍未能接納撒瑪黎雅人可以被
視為自己的「近人」，故此他答說：「是
憐憫他的那人。」而不說：「是那撒瑪黎
雅人」(參看路10:36-37)。
耶穌在這比喻中說出了一個革命性的原
則：只要是有需要的人，不論種族、宗
教、文化、社會地位，都是我們的「近
人」，都應「愛他如愛你自己。」



(6) 亡羊的比喻

瑪18:12-14；路15:3-7



你們中間那個人有一百隻羊，遺失了
其中的一隻，而不把這九十九隻丟在
荒野，去尋覓那遺失的一隻，直到找
著呢？待找著了，就喜歡的把牠放在
自己的肩膀上，來到家中，請他的友
好及鄰人來，給他們說：你們與我同
樂罷！因為我那隻遺失了的羊，又找
到了。我告訴你們：同樣，對於一個
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
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路
15:3-7)



你們以為如何？如果一個人有一百隻
羊，其中一隻迷失了路，他豈不把那
九十九隻留在山上，而去尋找那隻迷
失了路的嗎？如果他幸運找著了，我
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比為那
九十九隻沒有迷路的，更覺歡喜；同
樣，使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喪亡，決不
是你們在天之父的意願。(瑪18:12-14)



聖經中牧童的形象有二：或是指無知
卑劣、處於社會邊緣的人；或是指悉
心管理、照顧人民的領袖。
農民與牧人之間的對立，自古已有所
聞(見創4:2加音與亞伯爾的故事)。牧
童由於要帶羊群到野外牧放，容易與
社會脫節，很少與人來往，成了「邊
緣人」。



更有法律針對牧人：「假使有人在田
地和葡萄園放牲口，讓牲口到別人的
田地去吃，應拿自己田地或園中最好
的出產賠償」(出22:4)。然而牧人往往
沒有自己的田地，更無法賠償損失，
故這職業被視為罪人，與稅吏和娼妓
同類。



耶穌卻一反常人的作風，親自接觸這
類人(路5:30-32; 7:34; 15:1-2)，他誕生
的喜訊最先也是傳佈給他們！(路2:8)



另一方面，聖經也多次以牧人來喻意
人民的領袖，甚至是天主自己。「我
要為他們興起一個牧人，那即是我的
僕人達味，他要牧放他們，作他們的
牧人」(則34:23)。依撒意亞說，上主
「必如牧人，牧放自己的羊群，以自
己的手臂集合小羊，把它們抱在自己
的懷中，溫良地領導哺乳的母羊」(依
40:11)。



厄則克耳更描寫天主是個善牧：「我
要親自牧放我的羊，親自使他們臥
下。……失落的，我要尋找；迷路
的，我要領回；受傷的，我要包紮；
病弱的，我要療養；肥胖和強壯的，
我要看守；我要按正義牧放他們。…
你們要作我的羊群，是我牧場上的羊
群；我是你們的天主」 ( 則 34:15-
16,31；參看詠23)。



牧人領羊到曠野尋找牧場，通常都帶
著一隻狗以驅趕羊群，又帶一隻驢，
背著自己的日用品和食物。夜間他把
羊群聚集在羊圈內。這些羊圈有時是
用石頭堆出來的，也有利用天然的石
灰岩洞，在外面堆起石牆和樹枝而
成。牧人站在入口逐一點算羊群，然
後堵住入口，以策安全。



牧人領羊到曠野牧放 Shepherd 
tending sheep in the Wilderness



牧童領羊群到曠野去牧放 Shepherd Taking a Flock to 
the Wilderness





在曠野吃草的山羊 Goats Grazing in the Wilderness



羊群留下的蹊徑 Tracks Left by Flocks





以天然巖洞 Natural Caves



以天然巖洞和石頭造成的羊圈
Sheepfold Made Use of Natural Cave & Stones



這情景可讓我們明白耶穌的話：「我是羊
的門…誰若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可以
進，可以出，可以找著草場」(若9:7-9)。
牧人若發現有羊迷失了，便「把這九十九
隻丟在荒野，去尋覓那遺失的一隻，直到
找著」(路15:4)。這可以是如實的描寫，尤
其當這些羊不屬於牧人，而是他受託看管
羊群的。



梅瑟法律規定：「假使有人將驢、牛、
羊，或任何牲口託人看守，若有死亡或斷
了腿，或被搶走，而又沒有人看見，應在
上主前起誓定斷兩人的案件，證明看守者
沒有動手害原主之物；原主若接受起的
誓，看守者就不必賠償；若是由他手中偷
去，他應賠償原主；若被野獸撕裂了，他
應帶回作證明，為撕裂之物就不必賠償」
(出22:9-12)。所以，牧人是有本份尋找亡
羊的！即使牧人只能「由獅子口中搶救出
兩條羊腿，或一塊羊耳」(亞3:12)，這便足
以証明他是盡責和沒有欺騙。



我要親自牧放我的羊，親自使他們臥下。
失落的，我要尋找；迷路的，我要領回
(則34:15-16)



我那隻遺失了的羊，又找到了(路15:6)



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羊，我
的羊也認識我(若10:14)

看，我要親自去尋找我的
羊，我要親自照顧我的羊。
猶如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日
怎樣尋找他的羊，我也怎樣
尋找我的羊……失落的，我
要尋找；迷路的，我要領
回；受傷的，我要包扎；病
弱的，我要療養；肥胖和強
壯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
義牧放他們(則34:11-12,16)



福音比喻的結構與細節
從文學的角度看，比喻有兩種基本結
構：

第一類稱為「敘述結構」(narrative 
structure)

第二類是「文學結構」(literary 
structure)



「敘述結構」是故事裏主要角色的
相互關係。大多數故事有三個或四
個主要角色，可以用三角形或四方
形表達他們的關係。

找出了這個關係後，便可發現比喻
所要象徵的事實；因為比喻的敘述
結構往往與事實本身的結構相符相
稱。



例如在芥子的比喻中(瑪13:31-32)，
「芥子」是主角，但它有三個特
點：「最小」、「成長」、「大
樹」就是三角形的基本結構：

最小

成長 大樹

芥子



細小的芥子變成鳥可棲身的大樹，
事實上所指的是甚麼？

瑪竇福音只用三句說話，簡單地記
載了「芥子的比喻」。從結構方面
來看，瑪竇所載比喻的主角是「芥
子」。這主角可從三個不同的角度
去看：(1)與別的種子比較，它是最
小的；(2)這種子是會成長的；(3)它
雖是最小，但最後會成為一棵飛鳥
可棲身的大樹。



從這基本的結構，可見芥子由最細
小的，生長成為一棵大樹，而且可
以給鳥兒築巢安居，因此人不應該
輕看這細小的「芥子」。

天國的來臨是一件非常微小的事，
甚至羅馬帝國的歷史家，只用三言
兩語便介紹了耶穌。猶太歷史家若
瑟夫談論若翰洗者多於談論耶穌的
事蹟。在耶穌身上所表現的天國非
常細小。



故此，這比喻的判斷，是「細」和
「大」的對立，強調了芥子是「各
樣種子裏最小的」。事實上，芥子
的細小，連掉在地上，也很難拾
回，人便很容易忽略了它，或輕看
了它的存在。現在，人卻要面對它
的挑戰，因為透過「成長」的過
程，它成為使人不能想像到的大
樹。再加上「天上的飛鳥飛來，在
它的枝上棲息」，飛鳥在樹枝上安
居樂業，象徵了萬民的救恩。



事實上，天主可以從「大」開始，
他反要從「細小」開始，這是因為
天主尊重人的自由，耶穌不是要威
脅人，而是向人挑戰。救恩也是如
此；這是最強的挑戰，但仍尊重人
的自由。另一方面，正如聖保祿所
說，天主這樣做，「為使一切有血
肉的人，在天主前無所誇耀。」(格
前1:29)



比喻的「文學結構」與「敘述結
構」不同，它是文字上的結構，作
者用獨特的文字組織表達故事。透
過這結構，我們看到福音中耶穌的
比喻有非常優美的文學特色。



福音比喻有三種基本的結構：
(一) 階型對偶(Step Parallelism)：結構
上的兩組對偶依次逐步對稱。

(二) 交叉對偶(Chiasm)：結構上的兩
組對偶顛倒對稱。

(三) 中心對偶(Concentric Parallelism)：
結構上共用一個中心的交叉對偶。



(一) 階型對偶(Step Parallelism)：結構上的
兩組對偶依次逐步對稱。

A 一個給了五個塔冷通 A’ 一個給了兩個 A’’ 一個給了一個

B 那領了五個的 B’ 那領了兩個的 B’’ 那領了一個的

C 另賺了五個 C’ 也賺了另外兩個 C’’ 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藏了

瑪25:14-30中的這結構旨在表達這比喻的「故
事進行節奏」(ternary rhythm)：A B C, A’ B’ C’, 
A” B” C”分別代表每個僕人在故事中角色的進
程。比喻重點在第三個僕人運用冷通的方
法，主人所針對的卻是這僕人的態度。塔冷
通指天主的恩典，人要發揮這恩典的動力，
不要因為懶惰，自我封閉，不能發揮。



(二) 交叉對偶(Chiasm)：結構上的兩
組對偶顛倒對稱。

A 待找著了

B 就喜歡的把牠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回到家中……

B’ 你們與我同樂罷

A’ 因為我那隻遺失了的羊，又找到了

路15:3-7中的這個交叉結構，旨在表達這比喻
的中心是「喜樂」。尋回所失去最寶貴的東
西時，喜樂是必然的反應，但法利塞人看見
耶穌接近罪人卻不高興，因此耶穌藉此比喻
警愓他們。



(三) 中心對偶(Concentric Parallelism)：
結構上共用一個中心的交叉對偶。
A 你們中間那個人有一百隻羊，

遺失了其中的一隻，
而不把那九十九隻丟在荒野，
去尋覓那遺失的一隻，
直到找著呢？

B 待找著了，就喜歡的把牠
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來到家中，
請他的友好及鄰人來，答他們說：
你們與我同樂罷！
因為我那隻遺失了的羊，又找到了。

A’ 我告訴你們：
同樣，對於一個罪人悔改，
在天上所有的歡樂，
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

路15:3-7中的這個中心對偶，像其中B的交叉
對偶一樣，旨在表達其中心是「喜樂」。



福音比喻的主題或重點教訓
七個找到比喻主題或重點教訓的關鍵

1. 那個詞語在比喻中重覆出現？那個詞語卻不是這樣？
2. 比喻停留在那點上？它在什麼事上用最多篇幅？
3. 什麼是比喻中最明顯的對比？
4. 比喻如何結束？即所謂的結尾重點(the rule of end 

stress)
5. 比喻中的直接引語(direct discourse)是什麼？(通常

最重要部分出現在直接引語中)
6. 比喻有那些人物？那個是最不重要的？那兩個是最重要

的？(通常比喻集中在兩個人物身上，作為焦點所在)
7. 你會如何敘述這比喻？耶穌若以另一方式講這比喻，能

否表達出原意來？



福音比喻的寓意式解釋
所謂寓意式的解釋，是對比喻中每個細節找
出它所象徵的事物，不論是說比喻者的原
意，或是聽比喻者所想像的。一個典型的例
子：路10:30-37「慈善撒瑪黎雅人」這比喻究
竟 應 採 用 寓 意 式 的 解 釋 (Allegorizing & 
Moralizing Interpretation)，還是按上下文語境
的解釋(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這比喻雖然
只含一個清晰的教訓：「畢竟誰是我的近
人？…是憐憫他的那人」(路10:29,37)，也有
教父對它作寓意式的解釋，但那只屬應用。



聖奧思定曾這樣解釋說：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來，到耶里哥
去。」──那人就是亞當，他代表全人類。
耶路撒冷是天上的和平之城 ，人失落了那裏
的幸福。耶里哥意即月亮 ，代表我們有死的
人性，因為人相似月亮般出生、長大、衰老
並死亡。

「(那人)遭遇了強盜；他們剝去他的衣服，
並加以擊傷。」──這些強盜就是撒殫和他
的使者：他們引誘原祖犯罪，剝奪了他不死
不滅的衣服，並擊傷了他。



「將他半死半活地丟下走了。」──人就他
內那能明白和認識天主的部分而言，他是生
活的；但就他內那被罪惡所敗壞的部分而
言，他是死的。因此說他被丟下半死半活。

「正巧有一個司祭在那條路上下來，看了看
他，便從旁邊走過去。又有一個肋未人，也
是一樣；他到了那裏，看了看他，也從旁邊
走過去。」──司祭和肋未人代表舊約的司
祭和職務，無助於人的救贖。



「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那裏。」
──撒瑪黎雅意即守護者，就這名字的含義
而言是指主耶穌自己（見詠121:4）。

「一看見就動了憐憫的心，遂上前，在他的
傷處注上油與酒，包紮好了。」──包扎傷
口就是制止罪過。油代表富於希望的安慰，
藉著罪赦而重獲平安。酒代表激勵人熱切努
力行善。



「又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帶到客店裏，
小心照料他。」──那牲口即他紆尊降貴所取
的身體，為來到我們中間。被扶上他的牲口，
即相信基督的降生奧蹟。那客店就是教會，由
外方回歸天鄉的逆旅，在那裏得到喘息。

「第二天，取出兩個銀錢交給店主說：請你小
心看護他！」──第二天即基督復活後的日
子。兩個銀錢即宗徒受命於聖神，向世人宣講
的兩條愛德誡命(=愛主愛人)。這也可以指今生
和來世的許諾：「在今世獲得七倍的報酬，並
且在來世獲得永生」(見路18:30；瑪19:29)



「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要補
還你。」──店主就是保祿宗徒。那餘外花
費是指他給人的勸諭：「論到童身的人，我
沒有主的命令……只說出我的意見」(格前
7:25)。但這也可指保祿的親手勞作而言(見格
前4:12)，免得因他宣揚福音的工作，加重任
何良心軟弱的兄弟的負擔(見得後3:8-9)，雖
然他有權利因傳揚福音而得到供養(見格前
9:14)。



雖 然 福 音 不 乏 寓 意 式 的 比 喻 (allegorical 
parable) ， 但 對 福 音 比 喻 作 寓 意 式 解 釋
(allegorizing interpretation)，往往會忽略了比喻
的主旨和目的。故此，有學者認為絕對不可作
這樣的解釋。但我們必須留意，奧思定所作的
講解並非狹義的釋經(exegesis)，而且他說這些
話的背景並非解經，而是講道(homiletic)，目的
在於勸說和訓誨。當然，假若奧思定指這比喻
只有這寓意的解釋，那便不恰當(但他並沒有
這樣做！ )。近代一些絕對的歷史批判式釋
經，同樣會誤導人，使人只停滯於昔日的情況
中，成為一種歷史主義，達不到耶穌說比喻的
目的，因此取得二者間的平衡實在十分重要。



福音比喻常包括一個事實(本體)和一
個故事(喻體)。故事不變，但福音時
代的事實和我們今日的事實，雖在文
化和歷史上有所差別，卻往往有一個
連繫。我們細心反省比喻故事，便能
悟出它對我們今日的意義。步驟如
下：

福音比喻與我們今日有何關係？



比喻引發我們作出回應(Response)：驚訝、
高興、憂傷、憤怒……
對比喻故事所描述的情況，作出一個倫理
判斷(Judgment)：「好」與「壞」、「是」
與「非」。不只說明事情如何，而是判斷
事情「應該」如何
把比喻故事的虛構情況，轉移(Transfer)到
我們實際的生活上，亦即對我們的實際情
況作出判斷
決定(Decision)採取什麼行動來符合這判斷
以實際行動(Action)改變我們現況中不符合
這判斷的地方



Stanislaus Lee 14-7-2010

你去，也照樣做罷(路1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