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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喻今遇 
ENCOUNTER 

WITH  PARABLES



葡萄園的比喻 
PARABLE  OF  THE  VINEYARD 

依5:1-7



舊約聖經中有兩個經典的比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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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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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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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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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園的比喻 
文學及文化背景 

Literary & Cultural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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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肥沃的山崗上；他
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塊，栽上了精選的葡萄
樹，園中築了一座守望台，又鑿了一個榨酒池：
原希望它結好葡萄，它反倒結了野葡萄。⋯⋯

葡萄園之歌 Shirat ha-Kerem（依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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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我的葡萄園所能
做的，還有什麼沒有做到？我原希望它結好葡
萄，為什麼卻結了野葡萄？現在我要告訴你們，
我將怎樣對待我的葡萄園：我必撤去它的籬笆，
讓它被吞噬；拆毀它的圍牆，讓它受踐踏；我要
使他變成荒地，不再修剪，不再耕鋤，荊棘和蒺
藜將叢叢而生；並且我要命令雲彩不再在它上降
下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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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典型巴力斯坦葡萄園的描述，可見於依撒意
亞所寫的「葡萄園之歌」。由這段經文我們可知
道：園主先要選址（一般在不陡斜的山坡上），
繼而翻挖土地，使土壤鬆軟，再將地上的石塊除
掉，然後栽上優良精選的葡萄樹，園的周圍做上
籬笆或圍牆，以免走獸蹂躪和掠食，或過路人採
吃。園中再築上守望台，並在岩石中挖一個榨酒
池。（依5:1-7）



典型的巴力斯坦葡
萄園：匍匐式種植

有別於歐陸，巴力斯坦典型的葡萄園不用支架，讓葡萄
樹匍匐地上生長，這形式也見於風大的希臘海島上。

意大利托斯卡納的葡萄
園：支架式種植



錫拉（Thira，亦稱桑托里
尼Santorini）的環狀匍伏
式種植的葡萄（wreath 
vines）



葡萄的總狀花序 
Flower Raceme

葡萄樹 Vine (Vitis vinifera)

匍匐在地上生長的葡萄

無花果樹已發出初
果，葡萄樹已開花
放香(smada)⋯⋯請
你們為我們捕捉狐
狸，捕捉毀壞葡萄
園的小狐狸，我們
的葡萄園正在開花
啊（歌2:13-15）



匍匐式種植的葡萄園，往往成為小動物躲藏或棲
息的地方，同時也是狐狸覓食的好地方，牠們會
鑽進葡萄樹叢中搜尋獵物，因而損害葡萄花和果
的生長，所以雅歌作者叫人把狐狸捉去（歌
2:13-15）。狐狸在以色列很普遍，三松一天內
可捉到300隻（民15:4）。耶穌也提到牠們說：
「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有巢，但是人子卻沒有
枕頭的地方」（瑪8:20）。 



紅狐狸Vulpes vulpes (Red Fox)

小狐狸Vulpes cana 
(Blanford’s Fox)

巴力斯坦的狐狸



種植一個新葡萄園後，要三年才有初次收成。人
們慣常在園中兼種其他果樹，包括無花果
（fig）、石榴（pomegranate）、蘋果
（apple）、杏子（apricot）、扁桃（杏仁 
almond）、桃（peach）、桑（mulberry）等。 

無花果

扁桃
石榴

蘋果



梅瑟法律規定：「幾時你們進了那地方，栽種了
什麼果樹，樹上的果子，你們應視為不潔；三年
以內為你們算是不潔，不可以吃；到第四年，結
的一切果實都是聖的，應作讚頌上主的禮品；到
第五年，才可以吃樹上結的果實，使樹為你們增
加出產：我，上主是你們的天主」（肋
19:23-25）。 

為能利用好土地，而且在葡萄園正式有收益前
（3＋4年），能有其他果樹的收穫（1＋4年），
人們在葡萄園內也栽種其他迅速有出產的果樹。



「耶穌講了這個比喻說：有一個人曾將一棵無花
果樹，栽在自己的葡萄園內。他來在樹上找果
子，但沒有找到」（路13:6）。

無花果樹和葡萄樹常
種在一起，且雙提並
論（列上5 : 5；米
4:4；匝3:10；加上
14:12）。



果實初熟季節，人們
為看守果園，會在那
裡暫住，直至收成結
束。這就是守望台和
帳棚節的由來。

現代猶太人的帳棚節

上世紀巴力斯坦的守望台



榨酒池（wine press）

葡萄園內常設有榨酒
池，由岩石鑿成，一
般有兩個池：一個是
在上面較闊而淺的壓
榨池，一個是在下面
較細而深的沉澱池，
二者有管道連接。

榨酒池模型



榨酒池（wine press）

一些榨酒池有一個在
上面的壓榨池，和多
個在下面的沉澱池，
以多條管道連接。 沉澱池

沉澱池

壓榨池

渣滓槽



第一個種植葡萄園的是諾厄，他也是第一個喝醉
的人：「諾厄原是農夫，遂開始種植葡萄園。一
天他喝酒喝醉了⋯⋯」（創9:20-21）。 

造酒原來是為使人愉快，
並不是叫人酣醉(德31:35) 



葡萄園的比喻 
釋經 Exegesis



❖「我要為我的愛友謳唱一首⋯⋯愛歌」（1a）

—— 詩人要為誰唱歌？「我的愛友」（ydIydIyli - 
lididí）。我們要問誰是詩人依撒意亞的「愛
友」？先知所愛的就是上主（7），他所唱的是

一首「愛歌」（ydIAD tr:yvi - shirát dodí），可能
也是世上最哀怨的一首愛歌。注意：這不是一首
向著愛人唱的歌，而是代「愛友」唱給別人聽的
歌：先知的愛友（上主）不欲講出自己的怨言，
唯有讓祂的愛友依撒意亞代祂唱出來⋯⋯。



❖「一首論及他葡萄園的愛歌」（1a）—— 這首
「愛歌」的主題是什麼？「論及他葡萄園」，換
言之就是有關祂的「愛人」。在希伯來文化中，
一對相戀中的男女，男方往往以「花園」
（gan）或「葡萄園」（kerem）來暗喻女方
（見歌4:12,16; 6:2,11; 7:13; 8:11,13）。而
這首愛歌中「萬軍上主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
（7a）。



❖先知在此僅作他愛友（上主）的發言人，及至詩
歌中段，先知逐漸隱退，代之登場的就是他的愛
友（3）。依撒意亞很可能在帳棚節時，當著來
自耶路撒冷和郊野的民眾前，唱了這首歌。「葡
萄園」一詞，依撒意亞在3:14也用來指示選
民；聖經也屢次用來指示以色列民族（耶
2:21；詠8:9；瑪21:33-41）。



❖「我的愛友有一座葡萄園，位於肥沃的山崗上」
（1b）—— 這座葡萄園是位於山崗上。「山

崗」一詞希伯來原文 !r<q, - qéren 指動物的角，
這裡喻意像角般翹起的山頭，盡佔有利地位，陽
光充沛，有助葡萄樹生長。



❖「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塊」（2a）——巴
力斯坦的土質主要是紅土（terra rosa），以
及風化成的石灰土（rendzina）和玄武黏土
（grumusol），常混合着未完全風化的石塊，
此即耶穌的「撒種者的比喻」中所說的石頭
地。農夫幾乎每次翻土都找到大大小小的石
塊，他們只會撿起大的堆成籬笆，小的就讓它
們留下，夾雜著泥土來耕種。種子掉在石子上
的機會實在很高，農夫也不去理會。



農夫用拾起的石頭堆砌的護土牆以保護地台上的土壤



農夫用拾起的石頭堆砌的籬笆



❖「栽上了精選的葡萄樹」（2a）——巴力斯坦是
地中海古老葡萄（Vitis vinifera）種植地之一，由
於十多個世紀以來穆斯林居民過度牧放和棄種
葡萄（伊斯蘭禁酒）之故，本土品種已難以追
溯。目前聖地的葡萄品種屬兩大類：sylvestris 和 
sativa。「精選」一詞的希伯來文是 qrEf - Sorek，
原是耶路撒冷以西一河谷平原的名字：芍勒克
（民16:4），此處可能是指這地區的特有品種，
耶肋米亞也提及這種特選葡萄（肋2:21）。



芍勒克河谷及平原 Sorek Valley and plain

芍勒克河谷及平原是分隔猶大山區
（Hill Country of Judah）和培肋舍特
平原（Plain of Philistia）的天然分
界。三松的妻子來自這裡的提默納
（Timnah），他更在附近的葡萄園赤
手殺死了一隻小獅子（民14:1,5-6），
他和德里拉（Deliah）的故事也是在這
裡發生。



巴力斯坦葡萄種植分佈

Vitis vinifera ssp. sativa 
Vitis vinifera ssp. sylvestris 
沒有葡萄種植的地方 

找到根砧木的地方



一些巴力斯坦葡萄樣本

Vitis vinifera ssp. sylvestris Vitis vinifera ssp. sativa



精選的芍勒克葡萄
屬 sativa 品種之
一，釀製出美味的
白酒。



❖「園中築了一座守望台」（2a）—— 守望台

（lD"g>mi - migdál - watch tower）多以不規則的石
塊堆砌，築成高台，在上面再撘建一個臨時性
的棚架，蓋以枝葉及布簾。葡萄初熟季節（夏
未秋初），人們會舉家搬進園中暫住，看守葡
萄園，短者數週，長者甚至一兩個月，直至收
成結束。



以亂石堆砌成的守望台（watch tower）



❖「又鑿了一個榨酒池」（2a）—— 人們習慣在
園中露天的大石上，鑿一個榨酒池。收割葡萄
後，農夫會立即在池中用腳壓榨葡萄，然後收
集榨出的葡萄汁液，在屋內釀成葡萄酒。歌中
的葡萄園主人期望葡萄園有豐富的收穫，所以
不辭勞苦開鑿一個榨酒池。



猶大山區發現的榨
酒池遺跡



加里肋亞苛辣匝因（Chorazin）
會堂柱頂過樑的壓榨葡萄的石刻

古埃及榨葡萄及釀酒圖



❖「原希望它結好葡萄，它反倒結了野葡萄」
（2b）—— 栽種一個葡萄園，除預備園地和
栽種精選品種外，至少再要待上三年，才能收
到可吃用或釀酒的葡萄（還要加上肋19指定
的三年不潔期和一年神聖期）。園主為這葡萄
園做了一切，謹望它能結出「好葡萄」（~ybin"[] 
- ‛anavím），結果卻結了「野葡萄」。「野葡
萄」希伯來原文是 ~yviauB. - be’ushím（也可譯
作發惡臭的葡萄或酸葡萄）。



❖耶肋米亞也有類似的描寫，而他所指的也是以色
列民：「我種植你時，原是精選的葡萄（qrEf - 
Sorek），純粹的真種子；你怎麼竟給我變成壞
樹，成了野葡萄（hY"rIk.n" - nokriyyáh）？」（耶
2:21）。耶肋米亞所說的「野葡萄」，用了另
一個形容詞 nokriyyáh ，是指外邦異族而言，
喻意他們學外邦人拜偶像。nokriyyáh 與 be’úsh 
在此意義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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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此，
先知以上主親口所說的話（或上主親自說），
邀請民眾審斷這葡萄園忘恩負義的罪。 

❖昔日達味與巴特舍巴犯姦，借刀殺死她的丈夫烏
黎雅後（撒下11:1-27），納堂先知奉上主的命去
見達味，但他並沒有一開始就責備他，卻給他講
了一個故事，就像向他呈報案件一樣。達味聽得
投入，自充判官，判斷故事中的富人有罪：「作
這事的人該死！並且，因為他這樣行事，捨不得
自己的牛羊，他應七倍償還。」（撒下12:1-5）



❖「我為我的葡萄園所能做的，還有什麼沒有做
到？」（4a）—— 園主為這葡萄園所做的，包括選
址、翻土、檢石、束籬、建塔、選株、栽種、鑿池，
還要加上修剪、除蟲、澆水、堆肥等日常工作。 

❖「我原希望它結好葡萄，為什麼卻結了野葡
萄？」（4b）—— 園主提出了他的指控，因為它
不但沒有結出「好葡萄」，反而結了「野葡
萄」。在聆聽的人心目中，這又是一個失戀者
的哀訴，又是一個移情別戀的故事，又是一個
忘恩負義的例子。



❖「我要使他變成荒地，不再修剪，不再耕鋤，
荊棘和蒺藜將叢叢而生；並且我要命令雲彩不
再在它上降下時雨」（6）—— 上主不但讓它受
到侵襲，祂更不再打理或悉心照顧：不修剪、不
鬆土、不除草，致使它荊棘重生，枝條和藤葉亂
生，消耗養份，最終成了荒地。不但如此，祂既
是上主，甚至可命令雲彩不降下時雨。聽到這
裡，人們心知不妙，因為提出訴訟者並非別人，
是那能呼風喚雨的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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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以色列家」包
括雅各伯後裔的十二支派。他們被稱為上主的
「葡萄園」。但是猶大支派因為將出一位默西
亞，所以被視為上主的「幼苗」。整個以色列
家即北國與猶大都未能使上主滿意。兩者都先
後遭到亡國和充軍之罰：北國以色列於公元前
722年滅於亞述人（列下17），南國猶大於
公元前586年滅於巴比倫（列下25）。



❖「他原希望正義，看，竟是流血；他原希望公
平，看，卻是冤聲！」（7b）——上主原希望
有正義，詎料他們反而造成了流血；他原渴望
公平，詎知他們反而招致了冤聲。本節是葡萄
園寓言的結論，亦即先知們神學的精粹處。天
主的恩寵原需人的合作，假使人不能與天主的
召叫一致，反而為所欲為，那末至公正的天主
不能不加以懲治（先知在5:8-25更列數選民
的幾種負義的罪惡）。



❖依撒意亞的這描述，將葡萄園猶如一幅圖畫活現
於我們眼前。這雖是指一個物質葡萄園而言，但
先知的話已很清楚以這葡萄園來象徵以民，甚至
天主要「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人」在葡萄園園
主（上主）與他的葡萄園（以民）之間舉行審
判，換言之，天主將葡萄園予以人格化，來和園
主評理。園主在向葡萄園質問：凡他能為葡萄園
所作的，還有什麼沒有作到？園主所希望於葡萄
園的是結好的葡萄，而它為什麼卻結了野葡萄！
既不能吃，又不能榨酒，只是一無用處的野產。



❖以色列民經歷兩次亡國和充軍的經驗，反省到
自己的過錯，在聖詠80中懇求天主「復興」
他們。本聖詠屬集體哀禱，雖然作者大可能是
一位北國以色列人，本聖詠是整個以色列民族
（包括南北兩國）的祈禱，帶有的哀怨和懇求
的語氣。這聖詠用了兩個圖像來作祈禱：2-8
上主 —— 以色列的牧者；9-20以色列 —— 上
主的葡萄園。第一部分包括求助的哀禱和為國
家災難而哀傷，第二部分透過葡萄園的比喻來
描述以色列的歷史。



9 你從埃及移來一棵葡萄樹，你把異民趕走，而種植這樹。 
10 給這樹準備了肥沃土質，這樹深深紮根，滿佈大地。 
11 它的蔭影遮蔽著群山峻嶺，它的枝幹與蒼天松柏相等；  
12 它的枝蔓伸展到海涯、它的根苗綿延到河壩。 
13 你為何折毀了它的籬笆，任憑過路的人去砍伐，  
14 使森林的野豬去踐踏，使田間的野獸去吃它？  
15 萬軍的天主，求你回來，求你從高天之上垂視而憐恤！  

16 求你常看顧這葡萄樹，和你右手種植的園圃，保護你所培養的小樹。 
17 願那放火焚燒它，砍伐它的人，因懍於你怒容的威嚇而沈淪。 
18 願你右手扶持你右邊的人。並扶助為你所堅固的子民！  
19 從此，我們再不願意離開你，賜我們生存，為能傳揚你名。 
20 上主萬軍的天主，求你復興我們，顯示你的慈顏，好拯救我們！

詠80:9-20



詠9-20 葡萄園的象徵 
❖「你從埃及移來一棵葡萄樹⋯⋯」（9）——「葡萄
樹」（!p,G< - géfen）或「葡萄園」（~r<K, - kerem）是另一個
聖經常用的象徵（還有葡萄bn"[e - ‛enáv 和酒 !yIy: - yáyin）。
我們很容易明白這個圖像，因為它與許地的景物息息相
關，而且是肥沃和喜樂的標記。正如依撒意亞先知在其
「葡萄園的愛歌」（依5:1-7）所展示的，葡萄園是以色
列的化身。這葡萄園指出兩個基本的層次：一方面，由於
它是天主所種植的（9-10；參看依5:2），它代表天主
的恩賜和慈愛；另一方面，它需要農夫料理才可以結出葡
萄，繼而釀成美酒，因此，它也代表人的回應，個人的努
力以及恰當的工作所帶來的成果。



❖「這樹深深紮根，滿佈大地⋯⋯它的枝幹與蒼
天松柏相等⋯⋯枝蔓伸展到海涯」（10-12）
—— 透過葡萄園的圖像，聖詠令我們記起猶太人
歷史的主要階段：他們的祖先脫離埃及和進入許
地的經驗。這葡萄園包括了撒羅滿王國的最廣泛
地域。事實上，它由黎巴嫩北部種滿「松柏」的
山嶺，伸展至地中海，再幾乎達至幼發拉底河。



❖「你為何折毀了它的籬笆，任憑過路的人去砍伐，使
森林的野豬去踐踏，使田間的野獸去吃它？」（13-
14）──不過這繁盛的輝煌已被粉碎，聖詠令我們想到
天主的葡萄園受到暴風雨的吹襲，以民經歷了嚴峻的考
驗，一場冷酷的侵略蹂躪了許地。天主自己像侵略者般
把葡萄園的籬笆折毀，任由掠奪者進入，他們被喻為
「森林的野豬」，古時的習俗一向認為這種牲畜是兇猛
和不潔的動物。所有野獸與野豬的勢力聯合起來，象徵
一群敵人，將一切夷為平地。這情景正反映出依5:5的
話：「現在我要告訴你們，我將怎樣對待我的葡萄園：
我必撤去它的籬笆，讓它被吞噬；拆毀它的圍牆，讓它
受踐踏。」



❖「萬軍的天主，求你回來，求你從高天之上垂視而憐
恤！」（15）──作者請求天主「回來」（an"-bWv - shuv-
na）。思高譯本不知何故譯作「求你領我們回去」（時辰
頌禱譯本作「求你回頭」；和合本作「求你回轉」）。天
主隨時樂意「回來」祂的子民當中，但祂的子民也需要
「回來」天主身邊，忠於天主（19）。 

❖「求你常看顧這葡萄樹，和你右手種植的園圃，保護你
所培養的小樹」（16）──因此他們迫切地向天主呼
求，好使祂不再緘默，再次站在受害者的身旁保護他們。
縱然這葡萄園受到大風暴的摧殘，天主仍是這株小樹的保
護者，將那些企圖把小樹砍伐和把它燒毀的人趕走
（17）。



❖「願你右手扶持你右邊的人，並扶助為你所堅固的子
民！」（18）──到了這一點，本聖詠對默西亞開始懷
有希望。「你右邊的人」（^n<ymiy> - yemînéka）或譯作「你
特選的人」，首先讓人想起的是達味君王，他得到上主
的助佑，必會為恢復自由而起義。這即是「你所堅固的
人子」（~d"a'-!B, - ben-’adám，思高譯本作「子民」）， 
這裏已暗示了對未來默西亞的信心，他更是達尼爾先知
所提及的「人子」（vn"a/-rB; - bar-’enásh）──耶穌最
愛用的稱呼，用來指祂的工作和祂默西亞的身分（參看
達7:13-14）。教會的教父一致認為聖詠中的葡萄園
是預指基督，「真葡萄樹」（若15:1）和教會。



❖「我們再不願意離開你，賜我們生存，為能傳揚你
名」（19）──當然，若要上主轉面回顧，發出昔日的
光輝，以色列民必須悔改，對上主忠誠，「再不願意離
開你」。這是個互動的「回轉」（聖經愛用的字是動詞 
bWv - shuv），當中天主採取主動。這是作者的盼望，他
作出承諾：「我們再不願意離開你」。因此，聖詠80
這首歌雖然痛苦的氣味濃厚，但也表達出對天主的信心
是屹立而不動搖的。如果我們離開罪惡，轉向天主，天
主也會「改變」（bWv - shuv）祂懲罰的意圖：這就是作
者的信念，這信念同樣在我們內心找到迴響，開放我們
的心，令我們內心充滿希望說：「求你復興我們！」
（Wnbeyvih] - hashîvénû，4, 8, 20）。



聖詠禱文： 

天主，你培育了你的子民，猶如一棵葡萄
樹，是要它枝葉茂密、結實壘壘。請垂顧
你的教會，使他與你的聖子常結在一起，
就像葡萄樹的枝子連結在樹幹上；使它在
你的愛內深深扎根，並為你的恩寵向普世
作證。亞孟。



❖以葡萄園指以民這一思想或用法，直到新約時代
仍然採用，是以耶穌也用同樣的詞彙（瑪
21:33-41），來描寫當時的猶太人。耶穌更以
園戶來指以民的領袖，而他們也清楚明白了耶穌
取譬的用意（見瑪21:45）。 

❖至於耶穌在瑪26:1-16所講的僱工比喻，則以葡
萄園來暗示他日後所立的教會，勸勉日後在教會
內工作的人員，不管蒙召時間的早晚，只要他們
忠實工作，就必會得到園主天主公平的報酬。 

❖耶穌更以葡萄樹比喻自己（若1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
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
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
們什麼也不能做(若15:5)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園丁。凡
在我身上不結實的枝條，他便剪
掉；凡結實的，他就清理，使他
結更多的果實(若15:1-2) 



葡萄樹 (ἡ ἄµπελος - He Αmpelos) 聖
像畫：耶穌（葡萄樹）與十二宗
徒（枝條） 

耶穌膝上放著展開的聖經，上面
寫著：「VEgw, eivmi h` a;mpeloj h` 
avlhqinh. kai. o` path,r mou o` gewrgo,j 
evstinÅ pa/n klh/ma evn evmoi. mh. fe,ron 
karpo.n ai;rei auvto,( kai. pa/n to. 
karpo.n fe,ron kaqai,rei - 我是真葡
萄樹，我父是園丁。凡在我身上不
結實的枝條，他便剪掉；凡結實
的，他就清理。」（若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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