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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的文學特性



讓我們來聽一個故事：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
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
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
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
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諭
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
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
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喻其
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
矣。」王曰：「善」（劉向《說苑‧善說》）



西漢（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末年，劉向
在《說苑‧善說》有一段關於魏國梁惠王與惠
施的故事。惠施是莊子的朋友，是個天下有名
的雄辯家，他後來成了魏國首相。但起初當惠
施準備覲見梁惠王時，有一個心懷叵測的人早
已打了小報告：「惠施善於用比喻鼓惑人心，
如果禁止他用比喻，他就連話都不會說了。」
梁王說：「不錯，就這樣吧！」⋯⋯



翌日，在接見惠施時，梁王搶先說道：「先
生，希望你在說事情的時候直言不諱，不要用
比喻。」惠施笑了笑，沒有直接回答，反問梁
王：「假如有一個人，他從來沒有見過彈簧，
問你彈簧是什麼樣子。如果對他說：彈簧的樣
子就像彈簧，他能明白嗎？ 」梁王說：「當然
不會明白。」惠施又說：「那麼這樣對他說
呢：彈簧就像射箭的弓一樣，不過它的弦是竹
做的。這樣他能明白嗎？」梁王說：「相信他
會明白的。」



惠施接著說：「所以人們在講話時，經常用別
人已經知道的東西來比喻別人尚不知道的，以
達到使人知之目的。但你卻不許我使用比喻，
那怎麼能講清道理呢？」梁王笑了：「不錯，
言之有理啊。」



‧比喻是一種「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以
具體說明抽象，以易知說明難知，「而使人知
之」的修辭技巧。 

‧比喻一出現，往往使人精神為之一振。它可
以使事物突然清晰起來，複雜的道理突然簡潔
明瞭起來。在充分表達不易說明或形容的意象
的同時，又省去繁瑣的陳述，而且形象生動，
耐人尋味。

比喻是什麼？



• 比喻又叫譬喻，是一個辭格（figure of 
speech），是以甲事物來比擬乙事物。它可
以是一句話或一短語。 

• 比喻也是一種文體。聖經中「比喻」一名來
自希臘文 παραβολή（parable），它可以是
一段說話，一個故事，甚至一篇文。 

• 它在形式上，具有本體、喻體和比喻詞三個
成分。 

• 因這三個成分的異同和隱現，比喻可分為明
喻、隱喻（暗喻）和借喻三類。



• 本體：即要說明的事物本身 
• 喻體：就是借用來比擬該事物的東西 
• 比喻詞：指出本體與喻體的關係，有時可省略



• 借喻、隱喻和明喻的分別，在於本體、喻體
和比喻詞這三個元素的不同組合： 

- 三者俱備的叫明喻 
- 比喻詞可有可無者叫隱喻 
- 只有喻體的叫借喻

本體 喻體 比喻詞

明喻 ✓ ✓ ✓
隱喻 ✓ ✓ ✗∕✓
借喻 ✗ ✓ ✗



1. 明喻（Simile） 

比喻的一種。表明本體事物「像」喻體事物的修
辭關係。本體和喻體之間，一般有比喻詞「像、
好像、就像、真像、如、猶如、就如、有如、真
如、恍如、若、有若、似、恰似、好比、彷彿、
猶」等。



中國文學中的明喻舉例： 

- 蘇荀《六國論》 

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 借用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的話： 

小品文似匕首，如投槍，直刺敵人的心臟。



福音中的明喻舉例： 

- 瑪10:16 

看，我派遣你們好像羊進入狼群中，所以你們要
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鴿子。 

- 瑪13:31 

天國好像一粒芥子⋯⋯



2. 隱喻（Metaphor） 

比喻的一種，又稱暗喻。其構成方式是本體和喻
體之間的比喻詞不用「如、像」之類，而用
「是、就是、變成、等於、乃、成、成為、即、
為、做」等動詞(句末則用「也」)，有時連這動
詞也可省去。



中國文學中的隱喻舉例： 

- 荀子《勸學篇》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
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
也。 

- 周敦頤《愛蓮說》 

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
蓮，花之君子者也。



福音中的隱喻舉例： 

- 瑪5:13,14 

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世界的光，建
在山上的城。 

- 若10:7；14:6；15:5 

我是羊的門⋯⋯我是道路⋯⋯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條。



3. 借喻（Analogy） 

比喻的一種，即不出現本體（被喻事物），也沒
有比喻詞（如、像、是、也⋯⋯），而直接以喻
體來代表被喻事物。



中國文學中的借喻舉例： 

- 《史記‧陳涉世家》 

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 王安石之《木末》 

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 文天祥《正氣歌》 

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



福音中的借喻舉例： 

- 瑪7:16 

荊棘上豈能收到葡萄？或者蒺藜上豈能收到
無花果？ 

- 路10:2 

莊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
人，派遣工人來收割他的莊稼。



綜觀三者： 

- 明喻以本體為主，喻體為輔；在形式上是
相類關係：甲如同乙。 

- 隱喻以本體和喻體相等而並存；在形式上
是結合關係：甲就是乙。 

- 借喻以喻體為主，本體不現；在形式上是
影射關係：以甲諷乙。



從明喻、隱喻到借喻，喻體和本體的聯繫越來
越密切，喻體越佔主要地位，語言形式也越趨
簡短。 

‧明喻的比喻關係比較明顯，無須加以思索 

‧隱喻以判斷形式出現，語帶誇張意味 

‧借喻精鍊含蓄，啟發想像力，引人入勝



聖經中的比喻，明喻、隱喻、借喻三者都有： 

‧天國好像一粒芥子⋯⋯（瑪13:31）是明
喻； 

‧上主說：以色列是我的長子（出4:22）；你
是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
（瑪16:18）是隱喻； 

‧在一座城裡有兩個人，一富一貧⋯⋯（撒下
12:1）；有一個人培植了一個葡萄園⋯⋯
（谷12:1）是借喻。



福音中的比喻



‧福音比喻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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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解釋有何利弊？ 

‧福音比喻與我們今日有何關係？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狹義上的比喻，即以一個
短故事形式表達出來者。 

‧聖經希臘文本比喻（παραβολή parabolḗ）一詞，
是翻譯舊約希伯來文「瑪沙耳」（ָמָׁשל mashal），
它的基本意義是「肖像」、「相似」。 

‧在舊約中，mashal 可用來指示不同的文體或修辭
格：象徵、預象、比方，神諭，寓意，格言。

1）福音中的比喻



‧這種比喻在猶太辣彼文學中有上千個之多，大部
分是為回應門徒的發問而設，目的是要顯示門徒
所知的局限。這些比喻多包括「比喻」（lv'm ' 
mashal）和「教訓」（lv'm.nI nimshal）兩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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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透過簡單事
物作比擬，去明瞭較深奧的事理。 

‧有時說比喻者為清楚起見，也會稍作解釋，但並
非必要。mashal 是必定有的，nimshal 卻並非絕
對需要。



‧福音比喻秉承這個傳統，然而，以瑪竇福音的比
喻為例，它們有時是需要解釋才能明瞭：它們不
但沒有闡明事理，自己本身卻是個奧秘。 

‧「撒種者的比喻」（瑪13:3-9）竟以「有耳聽
的聽罷！」作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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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υστήρια - mystḗr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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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竇收集了一些天國的比喻（瑪13:24-36），
讓耶穌只向門徒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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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比喻而不向群眾解釋，是為了引起人們追
求比喻意思及其深義，讓他們自己去悟出真理，
而非為了隱瞞。人聽了比喻，經思考而悟出真
理，才會更深入及確信。

2）耶穌講比喻的目的是什麼？



‧耶穌引用依撒意亞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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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了解而轉變，而要我醫好他
們」（瑪13:14-15；見依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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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比喻有多少？



‧比喻是耶穌的宣講特式之一。福音所載耶穌說過
的話當中，三分之一以比喻出現。福音上提及
「比喻」一詞的地方，竟達50次之多。 

‧此外，還有不少地方，雖然內容確實屬比喻，而
未冠以比喻之名。比喻在福音中可能只是一句簡
單的成語（「俗語」parabolḗ），如「醫生，醫
治你自己吧！」（路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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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含有隱
喻的寓意（allegory）。

3）福音比喻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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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為標準時，則其數目僅得以下33個（對觀福
音共有者作同一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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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只得4個。若望福音嚴格來說，並沒有記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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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 瑪竇 16 馬爾谷 4 路加 22 教訓

A) 教義的比喻
1) 論天國的比喻
1 撒種者 13:1-9,18-23 4:1-9,13-20 8:4-8,11-15 接受福音態度乃關鍵所在

2 莠子 13:24-30,36-43 人生善惡世末受審判

3 芥子 13:31,32 4:30-32 13:18,19 教會起於微卻傳遍天下

4 酵母 13:33 13:20,21 教會起於微卻傳遍天下

5 種子自長 4:26-29 教會成長自有天主照顧

6 寶貝 13:44 捨棄一切以獲得天國

7 珍珠 13:45,46 捨棄一切以獲得天國

8 撒網 13:47-50 教會內善與惡世末受審



比喻 瑪竇 16 馬爾谷 4 路加 22 教訓

2) 論天國的成員
9 僱工 20:1-16 救恩非因功而是天主白賜

10 到葡萄園工作的二子 21:28-32 外邦人取選民所棄之救恩

11 惡園戶 21:33-46 12:1-12 20:9-19 外邦人取選民所棄之救恩

12 宴席 14:16-24 俗務令人失去天國之福

13 王子的婚宴 22:1-14 外邦人取選民所棄之救恩

3) 論天國的建立及完成
14 醒寤的僕人 24:45-51 12:35-40 醒寤期待主的來臨

15 十位童女 25:1-13 醒寤期待主的來臨

16 塔冷通 25:14-30 各盡職守期待主的來臨

17 米納 19:11-27 各盡職守期待主的來臨



比喻 瑪竇 16 馬爾谷 4 路加 22 教訓

B) 倫理的比喻

1) 論對天主的職責
18 兩個負債的人 7:40-43 寬恕與謝恩

19 不速之友 11:5-7 祈禱的功效

20 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13:6-9 天主忍耐期待人回頭

21 判官及寡婦 18:1-7 祈禱的功效

22 法利塞人及稅吏 18:9-14 祈禱與謙遜



比喻 瑪竇 16 馬爾谷 4 路加 22 教訓

2) 論對人的本份
23 慈善撒瑪黎雅人 10:29-37 有需要者就是我們的近人

24 宴席的末座 14:7-11 滿招損謙受益

25 迷路的羊 18:12-14 15:3-7 天主樂於寬恕悔改的罪人

26 失去的達瑪 15:8-10 天主樂於寬恕悔改的罪人

27 蕩子回頭 15:11-32 天主樂於寬恕悔改的罪人

28 惡僕 18:23-35 寬恕之道

3) 論善用世物事主
29 糊塗的富翁 12:16-22 救靈勝於斂財

30 建塔之人 14:28-30 跟隨耶穌要有決心

31 準備交戰的國王 14:31-33 跟隨耶穌要有決心

32 不忠的管家 16:1-9 救靈須效法俗人的精明

33 富翁及拉匝祿 16:19-31 現世逸樂與來世永福



‧33個比喻的標題，旨在提綱挈領道出比喻的主
題或中心思想。 

‧本表末項列出各比喻的「教訓」，只為方便讀
者，具有提示作用，但並非代表絕對及唯一的教
訓，更非一定是比喻作者的原意，所以只有參考
價值。 

‧把比喻分成「教義」及「倫理」兩大類，及再按
主題細分成六種，這是按思高《聖經辭典》的提
議，並非絕對的分類。



應如何理解福音中的比喻



‧我們要分清楚比喻的解釋和應用。解釋不應偏離
原意，但應用按各時代和境況，卻可有不同。 

‧福音比喻來自猶太文化，許多元素也只有在猶太
文化背境的角度，才能明白及感受比喻的力量。 

‧雖然耶穌的比喻是為不同時代、文化、語言、地
域的人而講的：萬古常新，推諸四海而準。但他
首先是向自己的同胞猶太人講的，要他們明白。 

‧遇到比喻中難明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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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把握比喻的中心教訓。

4）應如何理解福音中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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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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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研究福音比喻時，我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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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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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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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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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在不同福音的上下文（context）中，有時
出現頗大的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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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二者是放在耶穌在海邊坐在船上施教的背
景下（瑪13:1-3；谷4:1-2），路加卻放在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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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的上下文有助我們找到它的中心教訓所在，
例如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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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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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文也能助我們避免誤中副車，例如路
15:1-3的話，不僅為亡羊和達瑪比喻提供上
文，也是蕩子比喻的上文，因此我們便不致停留
在「蕩子」而忽略了長子，因為這長子正代表着
批評耶穌「交接罪人，又同他們吃飯」的「法利
塞人及經師們」。



比喻的重點教訓及寓意式解釋



‧要找出每個福音比喻的重點教訓，不應對每個故
事的細節，尋求一個逐點對應的解釋，若沒完沒
了地追尋每個細節後面的屬靈含義（spiritual 
sense），結果會遠遠偏離耶穌設比喻的目的。 

‧大部分比喻都與天國的道理有關，許多都以「天
國好比⋯」來開始（瑪13:24,31,33,44,45, 
47; 18:23; 20:1; 22:2; 25:14；谷4:26,30；
路13:18,20；亦請參看路14:15; 19:11）。
然而天國的真理並非單一的，而是多面的，正為
了這原故耶穌要用多個比喻來加以說明。

5）比喻的重點教訓及寓意式解釋



‧福音中也有對比喻作寓意式解釋（allegorizing 
interpretation），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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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13:18-23撒種者比喻）。 

‧「慈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路10:30-37），
雖然含有一個清晰的教訓：「畢竟誰是我的近
人？⋯是憐憫他的那人」（路10:29,37），聖
奧思定卻曾對它作了一個典型的寓意式解釋
（St. Augustine, Quaestiones Evangeliorum,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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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紮傷口就是制止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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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福音比喻作寓
意式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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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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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比喻的解釋，應依照一般的釋經原則，先從
其歷史意義着手，按其上下文的語境，亦即福音
作者的原意來解釋。雖然不同福音有不同的演
繹，甚至可能不是耶穌說某比喻的原意、環境和
目的；但耶穌的原意，若非福音聖史告訴我們，
也是無從得知的，學者的結論也無非只是推敲！ 

‧按我們對聖經默感（divine inspiration）的理
解，福音作者給我們演繹的，正是天主願意我們
藉這比喻所明瞭的。



‧理解比喻所遇到的困難，最顯著的是歷史和文化
上的差異，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不明白，是因
為我們不是生活在耶穌的時代和文化，不知當中
的典故及象徵體系。耶穌的比喻首先是向當時的
聽眾而設的！ 

‧耶穌時代的人，甚至是他的宗徒，有時也為了某
些原故不明白耶穌的比喻。換言之，耶穌說比喻
時也有遇到「失敗」，因人的心境有所阻滯，而
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瑪13:19-22）。



‧比喻就好像一個載體，其存在目的是傳達信息，
目的既達，任務完畢，便可功成身退。雖然比喻
的內容有時也令人津津樂道，耶穌設比喻的用
意，並不是叫人停留在喻體上，而是要明白比喻
的信息，並付諸實行。 

‧我們也可以說，比喻好像聲音，或好像今日的影
音檔，當大家聽過、看過、明白了其信息（言）
後，它便大功告成。比喻會消逝，但信息（聖
言）卻永遠存留下來。



‧我們一旦明白了比喻的意義，並付諸實行，我們
便會聽到耶穌稱讚我們，「好像一個家主，從他
的寶庫裏，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瑪
13:52）。



© STANISLAUS  LEE   07-09-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