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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講比耶穌講比喻喻



取材取材自他的時、地背景，在日常自他的時、地背景，在日常
生活中順手拈來，卻又能普及化、生活中順手拈來，卻又能普及化、
跨文化、跨時代、放諸四海而皆准跨文化、跨時代、放諸四海而皆准



耶穌熱愛他生於斯、長於斯的那塊土地，熟悉巴肋斯
坦的山山水水，體驗過大都市的繁榮熱鬧、小鎮的活
潑親切、村莊的平淡樸實、曠野的荒涼孤寂。

他善於觀察大自然

他對花草樹木也情有獨鍾
在耶穌的比喻中，動物的呈現很頻密

除了「物情」之外，耶穌的比喻還透露濃濃的「人
情」
他對人際關係的複雜，也有深入的了解



比比喻喻的的對象對象



耶穌講比諭的目的，不只是讓人「懂」，而是
讓人投入，有所回應，有所決定，有所改變 ₒ

特別為那些遲於「領悟」、緩於回應、難於被觸
動者，耶穌的比喻有如當頭棒喝，有激發作用。

對「心硬」 者刺激，對信者則勵志。同樣的比
喻，看乎聽眾對天主的開放而有不同的效果。



耶穌在他的比耶穌在他的比喻喻中的中的

自我自我顯露顯露



耶穌自己，他的身份，他的信息的整體，他的奧秘是
解釋他的比喻的鑰匙，脫離了他，比喻中隱藏的那股
改變人生的力量就不能完全被釋放。

耶穌在世講比喻時，他的門徒未必能完全了解其中真
諦，要待他死後、復活後，賴聖神的光照，門徒才悟
出其內蘊。

耶穌說：「我本來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然而你們
現在不能擔負。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他要把你們
引入一切真理」（若16:12），聖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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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比喻也要待聖神幫助門徒們「想
起」，才會被領悟。



1.初期教會傳述耶穌的比喻1.初期教會傳述耶穌的比喻

初期教會傳述耶穌的比喻



不是一字不漏的重播，而是使比喻重新活現
按實況所需，應環境的變遷而有所適應
在耶穌復活後，因對他的奧蹟了解更深，對
他的比喻也有深一層的領會，在敘述中多加
解釋

按宣講的需要將比喻重組。數個耶穌在不同
時、不同地講的比喻被連在一起



四四福音中比福音中比喻喻的編排的編排



瑪竇 瑪爾谷 路加

童年史 1 – 2 --- 1 – 2

傳教生活的
       開始

3,1 – 4,11 1,1-13 3,1 – 4,13

在加里肋亞 4,12 – 18, 35 1,14 – 9,50 4,14 – 9,50

邁向耶路撒
冷

19 – 21 10 9,51 – 19,28

在耶路撒冷 21 – 25 11 – 13 19,29 – 21,38

苦難及死亡 26 – 27 14 – 15 22 – 23

復活 28 16 24



瑪竇 瑪爾谷 路加

童年史 1 – 2 --- 1 – 2

傳教生活的
       開始

3,1 – 4,11 1,1-13 3,1 – 4,13

在加里肋亞 4,12 – 18, 35 1,14 – 9,50 4,14 – 9,50

邁向耶路撒
冷

19 – 21 10 9,51 – 19,28

在耶路撒冷 21 – 25 11 – 13 19,29 – 21,38

苦難及死亡 26 – 27 14 – 15 22 – 23

復活 28 16 24



瑪竇 瑪爾谷 路加 若望

1.撒種者 13,3-9 4,3-9 8,5-8

2.芥子 13,31-32 4,30-32 13,18-19

3.惡佃戶 21,33-44 12,1-11 20,9-18

4.無花果樹 24,32-33 13,28-29 21,29-31

5. 兩個建屋者 7,24-27 6,47-49

6. 街上的兒童 11,16-19 7,31-35

7. 酵母 13,33 13,20-21

8. 亡羊 18,12-14 15,4-7

9.王子的婚宴 22,2-14 14,16-24

10. 盜賊 24,43-44 12,39-40

11.醒寤的僕人 24,45-51 12,42-48

12. 塔冷通 25,14-30 19,12-27

13.種子自長       4,26-29

14.守家的僕人 13,34-36



15.莠子 13,24-30

16.寶貝 13,44

17.珍珠 13,45-46

18.撒網   13,47-50

19. 不懂寬恕的惡僕   18,23-35

20.	  鐘點僱工 20,1-16

21.到葡萄園工作的二子    21,28-32

22.十位童女 25,1-13

23. 最後審判 25,31-46



24.兩個負債的人 7,41-43

25. 善心的撒瑪黎雅人 10,30-37

26.不速之友 11,5-8

27. 糊塗的富翁 12,16-21

28.  管家 12,35-38

29. 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13,6-9

30. 關閉的門 13,24-30

31.宴席的末座   14, 8-11

32. 推辭赴宴 14,12-14

33. 建塔之人    14,28-30

34.準備交戰的國王 14,31-32

35.失錢 15,8-10

36. 蕩子 15,11-32

37.不忠的管家 16,1-8

38.富翁與拉匝祿 16,19-31

39. 無用的僕人 17,7-10

40.不義判官與寡婦 18,1-8

41.法利塞人和稅吏的祈禱 18,9-14



42.	  善牧及羊的門 10:1-‐16

43.葡萄樹及枝條 15:	  1/11

44.母親產子 16:	  21-‐24



撒種者 13:1-9,18-23
莠子 13:24-30,36-43
芥子 13:31,32
酵母 13:33
寶貝 13:44
珍珠 13:45,46
撒網 13:47-50

瑪 13:	  天國的比喻



在那一天，耶穌從家裡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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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 …
與門徒談講比喻的用意及解釋撒種的比喻

耶穌給他們另設了一個比喻說：「天國好像…仇人在麥子中間撒上莠子…
耶穌給他們另設一個比喻說：「天國好像一粒芥子 …
他又給他們講了一個比喻：「天國好像酵母 …

那時，耶穌離開了群眾，來到家裡，他的門徒就前來…
解釋莠子的比喻

「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裡的寶貝 …
「天國又好像一個尋找完美珍珠的商人…
「天國又好像撒在海裡的網，網羅各種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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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庫裡，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耶穌講完了這些比喻，就從那裡走了。



瑪7: 24-27
凡聽了我這些話而實行的，就好
像一個聰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
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
襲擊那座房屋，它並不坍塌，因
為基礎是建在磐石上。
凡聽了我這些話而不實行的，就
好像一個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
建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
，襲擊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
且坍塌的很慘。

路 6:47-49
凡到我跟前，聽了我的道理，而實
行的，我要給你們指出，他相似什
麼人：他相似一個建築房屋的人，
掘地深挖，把基礎立在磐石上，洪
水瀑發時，大水沖擊那座房屋，而
不能動搖它，因為它建築的好。
但那聽了而不實行的，相似在平地
上不打基礎，而建築房屋的人，洪
水一沖擊，那房屋立刻傾倒，且破
壞的很慘。



瑪 5:15
人點燈，並不是放在
斗底下，而是放在燈
台上，照耀屋中所有
的人

路8:16
沒有人點上燈，用器
皿遮蓋住，或放在床
底下的，而是放在燈
台上，為叫進來的人
看見光明



亡羊的比喻

瑪 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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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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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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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亡
羊羊



失失
錢錢



浪浪
子子



路	  1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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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或者那個婦女，有十個『達
瑪』，若遺失了一個『達
瑪』

而不點上燈，打掃房屋，細
心尋找，直到找著呢？

待找著了，

她就請女友及鄰人來說：你
們與我同樂罷！因為我失去
的那個『達瑪』又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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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15:	  11-‐32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
兒子把一切收拾起來，就往
遠方去了。
他荒淫度日，耗費他的資
財。……他反躬自問：……	  我
要起身到我父親那去，……

他離的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
看見了他，動了憐憫的心，跑
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
情地親吻他。

父親說:	  ……我們應吃喝歡宴

父親給長子說：……	  你這個
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
應當歡宴喜樂！



      門徒問: 「在天國裡究竟誰是最大的？」(1)
耶穌教訓: 變成如同小孩一樣	  …..收留一個這樣的小孩	  …..
不要使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個跌倒(2-7)

1-14       亡羊的比喻 (12-13)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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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4)

耶穌教訓: 兄弟規勸及寬恕之道	  (15-‐20)
伯多祿問:	  我該寬恕他多次？直到七次嗎？(21)

15-‐35	  	  	  	  	  	  	  惡僕的比喻	  (3-‐34)
結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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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5)

瑪	  18:	  教會團體的訓言



A) 教義的比喻
1) 論天國的比喻
    撒種者
    莠子
    芥子
    酵母
    種子自長
    寶貝
    珍珠
    撒網
2) 論天國的成員
    僱工
    到葡萄園工作的二子
    惡園戶
    宴席
    王子的婚宴
3) 論天國的建立及完成
    醒寤的僕人
    十位童女
    塔冷通
    米納

B) 倫理的比喻
1) 論對天主的職責
    兩個負債的人
    不速之友
    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判官及寡婦
    法利塞人及稅吏
2) 論對人的本份
    慈善撒瑪黎雅人
    宴席的末座
    迷路的羊
    失去的達瑪
    浪子回頭
    惡僕
3) 論善用世物事主
    糊塗的富翁
    建塔之人
    準備交戰的國王
    不忠的管家
    富翁及拉匝祿

比喻的分類



A)天國臨現人間的比喻
B)天國特徵――「仁愛」的比喻
C)天國內新生命的比喻
D)天國來臨轉捩點――「踰越奧蹟」的比喻
E)「基督再臨」――天國圓滿實現的比喻

比喻的分類



一些有趣的特徵

1	  +	  2

陰陽對偶



一些有趣的特徵

1	  +	  2

父親	  	  	  +	  長子、幼子（浪子的比喻）
亞巴郎	  +	  富翁、拉匝祿
天主	  	  	  +	  法利塞人、稅吏
國王	  	  	  +	  兩個僕役（惡僕的比喻）
父親	  	  	  +	  兩個兒子（往葡萄園工作）
債主	  	  	  +	  兩個負債者（寬恕得多就愛得
多）

新郎	  	  	  +	  十童女（五智五愚）
人子	  	  	  +	  羔羊、山羊（最後審判）



一些有趣的特徵

陰陽對偶
‧為表達天國的默默發展，充塞宇宙，耶穌將之喻為芥子長成大樹(瑪13:32)及婦女
用來使麵團發酵的酵母(瑪13:33)。
‧牧人尋找亡羊(路15:4-‐7)及婦女尋找錢幣(路15:8-‐10)兩個比喻，在路加筆下明顯地
構成完美的對偶。為表達失而復得的喜樂，牧人「請他的友好及鄰人」與他同
樂，婦女也「請她的女友及女鄰人」與她一同高興。
‧為勸勉人祈禱要有恆心，耶穌引的比喻也成一對：半夜求借餅的朋友(路11:5-‐8)
與苦苦糾纏求判官伸冤的寡婦(路18:1-‐8)最後都能軟化對方，而獲得所求。
‧新酒裝入舊皮囊與新布補在舊衣裳(谷2:21-‐22)也是一對意義鮮明，背景男女對稱
的比喻。

‧在耶穌的末世言論中，善僕惡僕等待主人的比喻(瑪24:45-‐51)與明智童女及糊塗
童女等待新郎(瑪25:1-‐12)同收強調醒寤等待之效。
‧同樣在末世言論中耶穌提及「兩人在田間，一個被提去，一個卻被遺棄」與「兩
個女人同在磨旁推磨，一個被提去，一個被遺棄」(瑪24:40-‐41)相對稱。



‧在若望福音中，耶穌沒有像對觀聖史的記載一樣，三次預言自己
的苦難，卻用比喻來描寫他的逾越奧蹟。這些比喻取材於實物，

如：三天內重建聖殿(若2:19)，梅瑟在曠野高舉銅蛇(若3:14)，麥子
死後結出子粒(若12:24)。在這些比喻中也有一個典型女性的：產婦
產前的痛苦及產後的喜樂(若16:21-‐22)。



慈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 (路10, 25-37)



有一個法學士起來，試探耶穌說：
「師傅，我應當做什麼，纔能獲得永生？」



法律上記載了什麼法律上記載了什麼？

你是怎樣讀的？你是怎樣讀的？



他答說：「你應當全心、全
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
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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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6: 4-5)

「應愛人如己 」	  (肋 19, 18)



「你答應得對。你這樣做，必得生活。」

「畢竟誰是我的近人？」



路10:25-‐37的結構

序：一位法學士來試探耶穌
法學士問：我應當做什麼，才能獲得永生？
耶穌反問：經上寫著什麼？你怎樣讀？
法學士答：你應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天主；並愛近人如你

	  	  	  	  	  	  自己。
耶穌回答――邀請：你答得對。你這樣做必得生活。

序：法學士不甘如此結束談話，想顯示自己理直
法學士問：誰是我的近人？
耶穌反問：講比喻，然後問：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強

	  	  	  	  	  	  盜者的近人？
法學士答：是憐憫他的那人
耶穌回答――邀請：你去，也照樣做吧﹗



法學士:	  誰是我的	  近人	  (被動)？

比喻

耶穌: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
強盜者的近人(主動)呢？」







「善心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
特別向我們表達了兩點。在
當時 “近人” 的觀念主要是指
那些居住在同一個城市的本
國人，以及在以色列土地上
定居外邦人，所以團體的觀
念是與一個國家或民族聯繫
在一起的，現在這個界限已
消失了。我的近人包括任何
需要我而我能夠幫助的人。
近人的觀念被普遍化，但同
時保持其實在性。儘管是指
向所有的人，但近人的愛不
能局限於一個大概而抽象的
態度，卻要求我們實際的，
此時此刻的努力。」

《天主是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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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他半死半活的丟下走了。



耶里哥
耶路撒冷

從耶路撒冷下來
到耶里哥去





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
他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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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帶到客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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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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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了他那裡，
看了看，
也從旁邊走過去。



「「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強盜者的近人呢？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強盜者的近人呢？  」」
「是憐憫他的那人。」「是憐憫他的那人。」



你去，也照樣做罷！你去，也照樣做罷！



   你應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
   並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

我應「做什麼，才能獲得永
生？」

你去，也照樣做吧﹗



耶穌稱頌天父（路10:21-24）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路10:25-37)

瑪爾大和瑪利亞 (路 10:38-42)

上下文的前呼後應



所以，你們應所以，你們應
當留心要怎樣當留心要怎樣
聽；因為凡有聽；因為凡有
的，還要給的，還要給
他；凡沒有他；凡沒有
的，連他自以的，連他自以
為有的，也要為有的，也要
從他奪去。從他奪去。

路8:18



知知
的的
探探
討討

意意
的的
追追
尋尋

情情
的的
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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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志
的的
立立
定定

生生
命命
的的
陶陶
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