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喻今遇
我要開口說比
喻，要說出由
創世以來的隱
密事



福音比喻的
猶太文化背景



福 音 中 「 比 喻 」 (παραβολη
parabole)一詞，源自舊約希臘
文七十賢士譯本，這字是用來
翻譯希伯來文「瑪沙耳」(משל
mashal)。

它的基本意義是「肖像」、
「相似」，在舊約中可用來指
示不同的文體或修辭格。



瑪沙耳可包括以下的意思：

(1) 象徵(symbol)、預象(type)、比
方 (simile)，或者某人的言論(dis-
course) 。

(2) 神諭(oracle)或某先知所作的啟
示性的講道(sermon) 。



(3) 寓意(allegory)，亦即暗喻(meta-
phor)或假借(analogy) 。

(4) 格言(aphorism)；見於箴言(Pro-
verbs) 及 德 訓 篇 (Ecclesiasticus) 二
書。



舊約中最著名的比喻(mashal)包括：

納堂先知的小母羊比喻(撒下12:1-14)
兄弟打架與報血仇的比喻(撒下14:1-11)
逃走的俘擄(列上20:35-40)
葡萄園之歌(依5-17)
大鷹與葡萄樹(則17:3-10)
母獅與幼獅(則19:2-9)
葡萄樹(則19:10-14)
森林大火(則21:1-5)
肉鍋(則24:3-5)

מ ש ל



這些比喻的目的，多是引聽眾不
自覺地承認某些有關自己的事
實。聽眾因為愛聽故事，想知道
結局，遂被引進圈套中，不得不
承認事實。



舊約還有兩則寓言(fable)：

眾樹立王(民9:7-15)
荊棘與香柏(列下14:9)

寓言即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
擬人手法說明某個道理。



比喻以相似真實生活的故事，來
描寫人與人的關係。

寓言純為虛搆的故事，多次以擬
人化的動植物做故事的角色，來
述說教訓。



達味借刀殺人，奪人妻子，天主遂
派納堂先知去見達味，向他講述一
個富人欺凌窮人的案件(小母羊的故
事)：「在一座城裏有兩個人，一富
一貧……。」達味細心聆聽，並作
出判斷，先知隨即說：「這人就是
你！」(見撒下12:1-7)。達味於是認
罪說：「我得罪了上主！」(撒下
12:13)。



達味王墓 King David’s Tomb



依撒意亞也用了同樣手法去規勸
以色列人悔改。開始時，他先唱
一首愛歌：「我要為我的愛友謳
唱一首論及他葡萄園的愛歌：我
的愛友有一座葡萄園…。」在希
伯來文化中，一對相戀中的男
女，男方往往以「花園」或「葡
萄園」來暗喻女方 (見歌4:12,16; 
6:2,11; 7:13; 8:11,13)。



當人們靠攏來聽得入神之際，先知
就對他們說：「耶路撒冷的居民和
猶大人啊！現在請你們在我與我葡
萄園之間，判別是非……。」聽起
來又是一個失戀的故事！歌者最後
便明明指出來說：「萬軍上主的葡
萄園就是以色列家，而猶大人即是
他鍾愛的幼苗。他原希望正義，
看，竟是流血；他原希望公平，
看，卻是冤聲！」(依5:1-7) 



狹義上的比喻，即以一個短故事的形
式表達出來者。這種比喻在猶太辣彼
文學中，大部分是為回應門徒的發問
而設。

猶太辣彼的比喻，常包括「比喻」
(mashal 和「教訓」(nimshal (מש ל (נמ ש ל
兩個成分。



為解釋依撒意亞先知的話：「你們不
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憶過去的
事！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即
要發生」(依43:18-19)，辣彼們設了一
個「比喻」 (mashal 並指出其，(משל 
「教訓」(nimshal ：如下 (נמשל 



「你們不必追念古代的事」──是指
天主由列國中拯救以色列的大能事
蹟。

「也不必回憶過去的事」──是指天
主拯救以色列出離埃及時的大能事
蹟。

「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即要
發生」──這是指末日時天主與瑪哥
格之戰。



這事就像一個走在路上的人被狼襲
擊，竟僥倖獲救。他會不停告訴人遇
到狼的事。
後來他又被獅子襲擊，竟大難不死。
他便忘記了遇狼的事，只告訴人遇到
獅子的事。
後來，他又被蛇襲擊，這次他又脫
險，他便忘記先前那兩件事，只向人
講述遇蛇的事。(mashal)
以色列也是一樣：最近的艱難困苦使
他們忘卻了先前的。(nimshal)



一般而言，比喻無須另加解釋，其意
義不言而喻，這正是說比喻原來的目
的：助人透過作比擬的簡單事物，明
瞭較深奧的事理。有時說比喻者為清
楚起見，也會稍作解釋，但並非必
要。

福音比喻秉承這個傳統，有時也加上
解釋，讓人明瞭。但它們有時不但沒
有闡明事理，自己本身卻是個奧秘。



門徒問耶穌：「為什麼你用比喻對他
們講話？」耶穌便這樣答覆他們說：
「因為天國的奧妙，是給你們知道，
並不是給他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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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13: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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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13:36)。



耶穌引用依撒意亞的話：「你去對這民
族說：你們聽是聽，但不明白；看是
看，卻不理解。你要使這民族的心遲
鈍，使他們的耳朵沉重，使他們的眼睛
迷矇，免得他們眼睛看見，耳朵聽見，
心裏覺悟而悔改，獲得痊癒」 (依6:9-
10；見瑪13:14-15)。



先知這裏用的是一種反諷，目的是剌
激人們去明白。但這並非耶穌說比喻
唯一的手法和目的。他也採用易明的
比喻。



婚宴的比喻

以一個福音及猶太文學共有的婚宴的
比喻為例，二者都是來自猶太傳統和
文化。這例子分別取自瑪竇福音和巴
比倫塔耳慕得(Talmud of Babylonia)。



婚宴的比喻
瑪竇福音(22:2-14)的比喻說：
天國好比一個國王，為自己的兒子辦婚
宴。他打發僕人去召被請的人來赴宴，
他們卻不願意來。又派其他的僕人去，
說：「你們對被請的人說：看，我已預
備好了我的盛宴，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
殺了，一切都齊備了，你們來赴婚宴
吧！」他們卻不理：有的往自己的田裏
去了，有的作自己的生意去了；其餘的
竟拿住他的僕人凌辱後殺死了。…



…國王於是動了怒，派自已的軍隊消
滅了那些殺人的兇手，焚毀了他們的
城市。然後對僕人說：「婚宴已經齊
備了，但是被請的人都不配。如今你
們到各路口去，凡是你們所遇到的，
都請來赴婚宴。」那些僕人就出去到
大路，凡遇到的，無論壞人或好人，
都召集了來，婚宴上就滿了坐席的
人。…



…國王進來巡視坐席的客人，看見那
裏有一個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便對
他說：「朋友，你怎麼到這裏來，不
穿婚宴禮服？」那人默默無語。國王
遂對僕人說：「你們捆起他的手和腳
來，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裏
要有哀號和切齒。因為被召的人多，
被選的人少。 」



塔耳慕得的比喻說：

這事好比一個國王邀請他的朝臣來赴
宴，卻沒有定下日期。聰明的穿著整
齊，待在王宮大門前，說：「不知王
宮尚有什麼未備妥呢？」愚蠢的卻繼
續操心做自己的工作，說：「宴席還
有很多東西未備妥哩！管它吧！」…



…國王突然召集所有朝臣到來。聰明
的已穿著整齊，隨即來到國王前。愚
蠢的由工作中趕來，一身骯髒的衣
服。國王高興地接待那些聰明的朝
臣，卻對那些愚蠢的發怒說：「那些
穿著整齊的，要進去坐席享用美酒佳
餚。那些沒有穿著整齊的，要站著服
事他們」。



兩個比喻都是有關一位國王設宴，卻
沒有確定日期，有人樂意並妥善準備
赴宴，有人卻不樂意並沒作準備。
福音用這比喻來說明天國及它的突然
來臨。
匝凱之子若望(Yohanan ben Zakkai，一
世紀的辣彼)卻用它來說明現世日常生
活和每人必經的死亡。
二者的目的都是叫人隨時作好準備，
迎接天國的來臨。



由 瑪 竇 比 喻 的 上 下 文 ( 瑪 21:45-46; 
22:1,15)，可見法利塞人立即明白這比
喻的用意，因為這比喻是出自他們的
文化背景：「司祭長和法利塞人聽了
他的這些比喻，覺出他是指著他們說
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民眾，因為
他們以耶穌為一位先知。耶穌又開口
用比喻對他們說…。那時，法利塞人
去商討怎樣在言談上叫耶穌入圈
套。」



許多人會因為「國王於是動了怒，派
自已的軍隊消滅了那些殺人的兇手，
焚毀了他們的城市」(瑪22:7)這句話，
感到不安。但這並不是設比喻者的中
心思想所在，明白了故事的「教訓」
後，它們的作用便告終。



秉承猶太語風的特性，比喻往往會採
用一些誇張(hyperbole)或反諷(irony)手
段，使人注意或儆醒。若只停留在這
些細節上，便會錯失比喻的「教
訓」。



浪子的比喻

福音比喻當中許多元素，只有在猶太
文化傳統的角度，才容易明白。
我們拿路加所載的浪子比喻(路15:11-32)
與猶太辣彼設的比喻作比較。比喻中
的父親是整個比喻的中心人物，這慈
愛和樂於寬恕的父親就是天主的象
徵：



浪子的比喻 The Prodigal Son

路15: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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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遂把產業給他們分開了。過了
不多幾天，小兒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
來，就往遠方去了。他在那裏荒淫度日，
耗費他的資財。…



…當他把所有的都揮霍盡了以後，那地方
正遇著大荒年，他便開始窮困起來。他去
投靠一個當地的居民；那人打發他到自己
的莊田上去放豬。他恨不能拿豬吃的豆莢
來果腹，可是沒有人給他。他反躬自問：
「我父親有多少傭工，都口糧豐盛，我在
這裏反要餓死！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裏
去，並且要給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把
我當作你的一個傭工罷！」他便起身到他
父親那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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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向他說：
「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
配再稱作你的兒子了！」父親卻吩咐自己
的僕人說：「你們快拿出上等的袍子來給
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給他腳上穿
上鞋，再把那隻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應
吃喝歡宴，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
失而復得了。」他們就歡宴起來。…



…那時，他的長子正在田地裏，當他回來
快到家的時候，聽見有奏樂及歌舞的歡
聲，遂叫一個僕人過來，問他這是什麼
事。僕人向他說：「你弟弟回來了，你父
親因為見他無恙歸來，便為他宰了那隻肥
牛犢。」長子就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遂
出來勸解他。他回答父親說：「你看，這
些年來我服事你，從未違背過你的命令，
而你從未給過我一隻小山羊，讓我同我的
朋友們歡宴；但你這個兒子同娼妓們耗盡
了你的財產，他一回來，你倒為他宰了那
隻肥牛犢。」…



…父親給他說：「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
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為你這個弟弟
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應當歡宴喜樂！」



大部分福音讀者對小兒子要求父親分
家產一事感到疑難，事實上，猶太古
籍米市納 (Mishnah)也有提及類似的
事。要注意，長子雖沒有提出要求，
但也同樣分得產業，只是他沒有離開
父家，間接默許弟弟所為，此舉無異
於期望父親逝世：



人若把自己的產業分配給自己的兒子，
他必須寫明：「由今日及在我死後，」
辣彼猶大(Rabbi Judah)這樣說。但辣彼
若瑟(Rabbi Jose)卻說：「他毋須這樣
做。」
人若安排把自己的產業在死後分配給自
己的兒子，這父親便不可把它們賣掉，
因為已分配了給兒子，兒子也不能把它
們賣掉，因為父親仍掌管著它們。若父
親把它們賣掉，(只能)在他死後才歸屬
他人；若兒子把它們賣掉，買家在父親
死前也不能擁有它們。



父親可以收割(他已分配給兒子的田地
上的農產)，並給他願意的人吃，若有
所餘，應歸所有子嗣。若是歸予長子
及幼子，則長子不可不顧幼子而取用
共有的產業，幼子也不可妄顧長子而
取用之，但大家應共同分享。



《德訓篇》也這樣教導說：
幾時你還在世上，不要將你的權柄，
交給兒子、妻子、兄弟和朋友，也不
要將你的產業，交與別人，怕你將來
後悔，而有求於他們。當你還活著，
氣息尚存的時候，不要讓任何人支配
你。你的子女有求於你，勝於你望著
你子女的手。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
你應作主。不要污辱你的榮譽。在你
壽命結束之日，在你快要去世之時，
應分清你的遺產(德33:20-24)。



豆莢在猶太文化中，常與悔改相關。

小兒子為人放豬，巴不得拿豬吃的豆
莢來果腹。這「豆莢」(κερατιον) 一般
被認定為角豆樹(carob tree)；又因為其
希伯來名字 חרב) charub) 與蝗蟲 חגב)
chagab)形音相近，這樹又被稱為聖若
翰麵包樹(St. John’s Bread Tree) (見瑪
3:4)。



豆莢被喻為窮人的食物，又由於「豆
莢」(charub)與另一希伯來詞「刀劍」
חרב) chereb)形音相近，猶太辣彼們便
用以解釋依撒意亞的話(依1:19-20)。所
以豆莢在後期猶太傳統中，常與悔改
相連，那是說人在窘迫中要以豆莢充
饑時，便會想到自己的罪惡，誠心懺
悔，皈依上主。塔耳慕得有這樣的記
載：



「假若你們樂意服從，你們將享用地上
的美物；假若你們拒絕反抗，你們將為
刀劍(chereb)所吞滅」(依1:19-20)。這也
可讀作「你們將要吃豆莢(charub) 。」

辣彼阿哈(Rabbi Acha)說：「以色列需要
豆莢 (charub)，即窮窘，才會被迫悔
改，即是說，只有在以色列到了如此窘
迫的地步，以致要拿豆莢來充饑時，他
們才會由自己的惡行中悔改。」



角豆樹 Carob (Ceratonia siliqua)



他恨不得拿豬吃的豆夾來果腹(路15:16) (參看瑪3:4)



路加為了表達幼子的極度窘境，描寫
幼子不但要投靠外邦人，還要為他放
豬，這對猶太人來說，是最不潔的
事。



「你必回心歸向上主你的天主，」(申
4:30) 

「這事可比作什麼呢？那就好比君王
的一個走入歧途的兒子。君王派一位
導師向兒子說：『我兒，你悔改
罷！』可是兒子把他遣回父親處說：
『我怎有顏面回去呢？我自愧來到你
跟前。』…



…他的父親再傳話給他說：『我兒，
難道一個兒子會害羞回到自己父親那
裏？難道你不會回到父親那裏嗎？』
為此，那應受讚頌的至聖者，派遣耶
肋米亞到犯罪的以色列民那裏說：
『你去向我的兒子說：請你歸來！』
我們從那裏得知這事？經上說：『你
去向北方宣布這些話說：失節的以色
列！請你歸來』(耶3:12)。…



以色列民問耶肋米亞說：『我們怎有
顏面回到天主那裏呢？』我們又從那
裏知道這事？經上說：『讓我們躺臥
在我們恥辱中，讓我們以羞愧遮蓋我
們，因為我們和我們的祖先，自我們
幼年直到今日，得罪了上主我們的天
主，從來沒有聽從上主我們的天主的
聲音』(耶3:25)。



但天主回應他們說：『我的兒子，你
若回來，難道你不會回到你的父親那
裏嗎？』我們是從那裏得知這事呢？
『因為我是以色列的慈父，厄弗辣因
是我的長子』(耶31:9)」。



我兒，難道一個兒子會害羞回到自己父親
那裏？難道你不會回到父親那裏嗎？



路加比喻中的兒子和辣彼比喻中的君
王的兒子，都離棄了自己的父親，到
遠方去。
辣彼梅依爾的比喻緊貼著耶肋米亞呼
喚北方的以色列回歸天父，他們因犯
罪而被充軍至「遠方」。這比喻與申
4:30的話密切有關：「你必回心歸向
上主你的天主。」



「以色列！歸向上主你的天主罷！」
(歐14:2)這事好比君王的一個兒子，遠
離了自己的父親──約有一百天路程
的距離。他的朋友對他說：「你回到
父親那裏罷！」他回答說：「我不
能。」他的父親派人向他說：「你按
自己的力量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我
會走你剩下的路程來迎上你！」為
此，那應受讚頌的至聖者說：「現在
你們轉向我罷！我必轉向你們」(拉
3:7)。



按以色列智者的教訓，人只需盡己所
能作出初步的皈依，天主必定會回應
他，並協助他完成。
這與路加比喻中父親所做的完全吻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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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5:20)。



米德辣市(Midrash)還有一個記載，與這
福音比喻十分貼切：

經上記載：「當你們生養了子孫，在那
地住得久了，如果你們墮落下去，製造
任何形狀的偶像，行了上主你的天主眼
中視為邪惡的事，惹他發怒……」(申
4:25)。經上又說：「我今天就指著上天
下地對你們作證，你們必在過約但河後
所佔領的土地上迅速滅亡，決不會在那
地長久生存，必全被消滅」(申4:26)。…



…我們可拿什麼來比喻以色列呢？他好
比一個兒子對自己的父親說：「我要離
開這裏，出海到遠方去。」父親警告他
說：「可是水手乘船出海的季節已
過！」但他堅持這樣做，並和父親爭辯
起來。「你要明白，」父親苦勸他說，
「你若現在出海，你會遇上意外！結果
你的船會沉沒，你所有的一切都會失
掉。聽著，我如今對你說，你若不聽從
我的話，堅持要出海，我警告你的這一
切事情，…



…必會發生。可是，即使船沉沒了，你
失去了一切，你所有的都被大海沖散，
只有你保了命，你必定要謹記一件事：
不要害羞回到我這裏。你不要說：『我
怎有顏面回到父親那裏。』我如今告訴
你，即使你沒有聽從我的話，而且這一
切可怕的事情真的發生在你身上，你決
不應害羞回到我這裏來，我必定要接納
你。」為此，至聖者要對以色列說：
「我今天就指著上天下地對你們作
證…」(申4:26)。…



…至聖者要呼喚他們說：「你在那裏必
要尋求上主你的天主，只要你全心全靈
尋求，你就可尋到他。日後，當這些事
都臨於你，使你困惱時，你必回心歸向
上主你的天主，聽從他的聲音」(申4:29-
30)。他還要肯定說：「當你們生養了子
孫，在那地住得久了…」(申4:25)。



可是，即使船沉沒了，你所有的都被
大海沖散，只有你保了命，你必定要
謹記一件事：不要害羞回到我這裏。



辣彼比喻中那充滿仁慈和樂於寬恕的
父親，一如路加比喻中的慈父，是天
主的象徵。
人獲得寬宥和得救，全在於天主的仁
慈和樂於寬恕，人所要做的就是不要
害羞回到天主那裏，他只須踏出第一
步，天主必會助他完成。



由上面幾個例子可見，福音比喻秉承
著猶太傳統，這是我們理解比喻的先
決條件之一。
遇到比喻中難明之處，我們首先要
問：這是否猶太文化傳統的思維特
色。在這角度下看，許多細節都成了
深刻的描述，有助我們更能把握比喻
的中心教訓。



明智人必考究歷代古人的智慧，必專務先知的預言，
必保留名人的言論，必領悟比喻的妙理，必考究箴言
的真諦，必玩味喻言的微妙(德39:1-3)



Stanislaus Lee 15-7-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