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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喻今遇 
ENCOUNTER 

WITH  PARABLES



到葡萄園工作的二子的比喻 
PARABLE OF THE TWO SONS 

TO WORK IN THE VINEYARD 

瑪21:28-32 



ouv qe,lwevgw,

evrga,zou

我不想去

你去工作吧

我去

a;nqrwpoj ei=cen te,kna du,o…

從前有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avmpelw,n

葡萄園



你們以為怎樣？從前有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對
第一個說：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去工作罷！他
回答說：主，我去。但他卻沒有去。他對第二個也
說了同樣的話，第二個卻答應說：我不願意。但後
來悔悟過來，而又去了。 

二人中那一個履行了父親的意願？」他們說：「後
一個。」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
和娼妓要在你們以先進入天國，因為若翰來到你們
這裡履行了正義，你們仍不相信他，稅吏和娼妓倒
相信了；至於你們，見了後，仍不悔悟去相信他。
（瑪21:28-32）



比喻中的不同人物和背境 

1）法利塞人（Pharisees）：這是個阿辣美文名
詞，意謂「被分開隔離的」。不過這是別人對他們
的稱呼，多少有點標奇立異的意思。他們的來源不

甚清楚，可能源自虔誠愛國的哈息待黨（Ḥasidim︔
參看加上2:42）。在公元前一世紀的瑪加伯時代，
他們的黨派到達了黃金頂峰，簡直可以左右大局，
發號施令（76-67BC）。他們雖極力推行宗教事
務，卻不是司祭。



法利塞人大都是博學多聞，尤其是聖經專家，是以
在百姓的心目中，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因此成了平
民百姓的領袖。福音多將法利塞人和經師相提並
論，因為他們是同等類型的人物，而且許多經師都
是法利塞人（瑪5:20; 12:30；谷7:5；路
5:30）。



他們不干涉政治，只問宗教。他們在解釋梅瑟法律
時，愛好咬文嚼字，教人一絲不苟地按字遵行。他
們又強調祖先傳授的禁令，認為它們具有與聖經同
樣的約束力，甚至更強。他們與撒杜塞人
（Sadducees）最大的區別，是他們相信靈魂的存
在及來日的復活，以及天使的存在，撒杜塞人卻不
然。



福音將他們的理想和實際作為嚴格地分開，耶穌曾
辭嚴義正地責斥他們的驕傲（路18:10-14），貪
財（12:40），虛榮（瑪23:5等），及偽善（瑪
15:3-7）。由於耶穌所傳的天國的道理，以及內心
的虔誠正直不合他們的理想，他們便對耶穌採取了
敵對的態度（瑪5等；谷2:7,24; 3:6; 8:11; 11:18; 
12:13）。



耶穌所攻擊的是他們的行為，而不是他們本身。耶
穌的朋友中也有不少法利塞人（若3:1尼苛德摩；
路23:50,51阿黎瑪特雅人若瑟）。



2）司祭長（Chief Priests）：舊約時代稱大司祭

為司祭長（列下25:18；編上27:5；編下31:10；厄

上7:5）。但後來政教相混，因而有了執政者罷免和

選立大司祭（列上2:26,27,35），或大司祭獨攬政

教大權的事。這種現象尤以公元前二世紀，至新約時

代為甚。於是大司祭的職務就再不成為終身的職務，

於是「司祭長」不但指在位的大司祭，也指離任的大

司祭，或他們家屬中的司祭，他們即使已離任仍享有

很大的影響力。



獻香 Incense Offering

香船 Incense Boat

調和乳香Mixing Incense
司祭 Priest



聖所 Sanctuary 七燭燈台 Menorah

至聖所前的帳幔 Curtain in 

front of the Holy of Holies
供餅 Bread of Presence



3）稅吏（Tax Collector/Publican）：稅吏原是猶
太平民，受聘於羅馬人，替羅馬徵收賦稅。羅馬人指
定各區應收賦稅的數目，稅吏為自保或為貪財，往往
會多收自肥，故此被猶太同胞視為下流無恥的小人，
為人所痛恨，再加上他們原是猶太人（路19:9），甘
為外邦人所驅使，欺壓天主的選民，被視為賣國的民
族罪人。他們多次被人與外邦人、罪人和淫婦相提並
論（瑪5:46; 9:10,11; 10:3; 18:17等）。



耶穌卻接受一切的人，多次與稅吏往來，甚至接受他
們的邀請（路18:10,14; 19:1-10），他的門徒當
中也有稅吏：「耶穌從那裡前行，看見一個人在稅關
那裡坐著，名叫瑪竇，對他說：跟隨我！他就起來跟
隨了耶穌。」（瑪9:9）



耶穌召叫瑪竇
（video clip from “The Chosen”）

http://biblicalhk.org/biblical/wp-content/uploads/2021/01/Jesuscallsthemisfittaxcollector.mp4
http://biblicalhk.org/biblical/wp-content/uploads/2021/01/Jesuscallsthemisfittaxcollector.mp4


教宗說：耶穌經過稅關時注視
瑪竇；這注視充滿慈悲，以至
寬恕了那人的罪；他是個罪人
和稅吏。縱使門徒非議，耶穌
卻召叫了他，作為十二人之
一。可敬的聖伯達（St. Bede 
the Venerable）註釋這段福音
時寫道：他因憐愛而被揀選
（miserando atque eligendo）
── 耶穌以慈悲之愛注視瑪
竇，並揀選了他。這句話深刻
地影響了我，故我選這句話作
為牧徽格言。 



4）娼妓（Harlot）：舊約時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及
客納的各民族中，皆有廟妓的存在，並且甚受人們
的尊敬，是社會上有地位的女人。這與當時盛行各
地對阿市塔特（Astarte）女神的「神聖賣淫」，
以男女行淫的行為作為敬禮有關。希臘及羅馬時
代，娼妓不但未受到社會的卑視及法律的制裁，反
而被視為造福人群社會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以民生
活在這種環境之中，不免要染上這些異民的惡習。



賣淫是一種社會的罪惡，絕對不
容存在，聖經上再三禁止，處以
嚴罰：「以色列婦女中不可有人
當廟妓，以色列男人中亦不可有
人作廟倡。」（申23:18; 出
34:10-17; 依57:3-10; 歐
4:11-14; 羅1:21-32）。新約時
代，娼妓仍然存在，且受到社會
的卑視。 耶穌寬恕罪婦

（若8:1-11）



5）若翰洗者（John the Baptist）：若翰是匝加利
亞和依撒伯爾所生的兒子（路1:5等），耶穌時代 
的一位宣道者。曾有不少的青年慕名而來，成了他
的門徒。他們侍奉老師直至他殉道而死。大約在公
元27-8年間他離開家鄉，到約但河谷南部的山
區，度一種精修刻苦的生活，他的服裝及生活方
式，使人聯想到古代著名的先知厄里亞。



他宣講悔改的道理，使人準備迎接最後要來的審
判；且預告有一位比他更強的人要來，他本人連給
他解鞋帶都不敢當。他不但給人宣講，而且還施以
洗禮。他對那些向來仗恃亞巴郎，自信必會得救的
猶太人明言，除非他們真心悔改，否則必將遭到永
遠的懲罰（路3:8等）。



耶穌自己在傳教之始也接
受了若翰的洗禮。 其後當
若翰被黑落德‧安提帕逮
捕入獄之後，他亦曾藉門
徒 與 耶 穌 接 觸 （ 路
7:18-35）。他的不少弟
子在老師死後成了耶穌的
門徒（例如安德肋和若
望）。



每年十月最後一個星期四聖地方濟會帶領信友到約但河畔
隆重舉行耶穌受洗的紀念

穿著土耳其傳統服飾
的儀仗警衛(Kawass)



希臘東正教在 Qasr el-Yahud 紀念耶穌受洗



約旦河東岸：拜占庭時代紀念耶穌受洗地點



6）洗禮（Baptism）：洗禮或潔禮是舊約極重視的
一個宗教儀式，梅瑟法律和猶太法律書有詳盡的規

定（見肋12-16；戶19；Yad, Mikva’ot 4:6）。

考古學者找到許多潔禮池遺蹟，尤其在司祭聚居
之地，可知他們對潔禮的重視。按法利塞人傳
統，皈依猶太教的人，也要舉行取潔禮，滌除他
們來自外邦人的不潔，但這與赦罪無關，只是滌
除儀式上的不潔（ritual uncleanliness）。到了
耶穌時代這祖傳的洗禮更是五花八門，不可勝數
（谷7:1-5）。



潔禮池mikveh圖解

落

上 落

上

聖殿山西面的潔禮池

谷木蘭的潔禮池

落

上

浸洗池

供水池

水管



現代潔禮池系統圖解

浸洗池

供水池



若翰開始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洗禮，即悔罪的洗禮，
準備人迎接默西亞，並獲得罪之赦。若翰預言人必
須要經過水和聖神的洗禮才可得救（若3:5；宗
1:5）。耶穌親自領受了若翰的洗禮，以證實它是
正確的洗禮（瑪2:14,15）。



「到葡萄園工作的二子的比喻」的上文是耶穌

驅逐殿內商人（21:12-17），繼而引起司祭

長和長老（當中包括許多法利塞人）質問耶穌

權柄的由來（21:23-27）。而下文就是接著

下來的「惡園戶的比喻」（21:33-44）。

到葡萄園工作的二子的比喻



這兩個比喻的結論是21:4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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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可見，這兩個比喻都

是針對司祭長和法利塞人（及民間長老）而設

的，他們也都這樣明白過來。



這個比喻是瑪竇獨有的。這比喻的上文提到耶穌在
殿內驅逐商人後，「司祭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到他跟
前說：你憑什麼權柄作這些事？誰給了你這種權
柄？」（21:23）耶穌並沒有直接答覆他們，反問
他們：「若翰的洗禮，是從那裡來的？是從天上來
的？還是從人來的？」（21:25）他們自知理虧，
不敢作答，但又不願退縮。



他們之所以不回答耶穌，是因為「他們心中思量
說：如果我們說：是從天上來的，他必對我們說：
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如果我們說：是從人來的，我
們害怕民眾，因為眾人都以若翰為一位先知。他們
便回答耶穌說：我們不知道。」（瑪21:25-27） 

耶穌卻繼續以若翰的洗禮為題，乘勝追擊，迫使他
們知道自己的錯。



耶穌見他們不離去，就講了這個比喻。耶穌為引起
他們注意，要他們自動入彀，一開口就問他們：
「你們以為怎樣？從前有一個人⋯⋯」（18:12亡
羊比喻中也用了這種筆法）。

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去工作罷！



他們本不願答覆耶穌所問的，耶穌卻用這個比喻，

叫他們自己說出答案來。這比喻的要點，即是： 

‧耶穌所問的：「二人中那一個履行了父親的意願？」 

‧他們所答的：「後一個。」 

‧最後耶穌所說的：「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

要在你們以先進入天國，因為若翰來到你們這裡履

行了正義，你們仍不相信他，稅吏和娼妓倒相信

了；至於你們，見了後，仍不悔悟去相信他。」



「二人中那一個履行
了父親的意願？」「後一個。」



由取譬者的用意看來，父親的意思，正是要對他的
兩個兒子出同樣的命令，否則，不能看出是那一個
聽了父親的話。 

但就31,32兩節，對司祭長、經師說出的話看來，
似乎第一個答應了去，而實在沒有去的兒子，正代
表著他們。因為他們是些讀書明理，社會上有地位
的人，是有義務以身作則，實踐天主意願的人。可
是他們偏偏沒有聽從若翰的話而悔改。



依理而論，他們該在別人以先進入天國。但為什麼
他們反在稅吏和娼妓以後呢？這是因為他們空有義
人的名、而無義人之實，務外而不務內，就如那說
去，而實在不去的第一個兒子。



稅吏和娼妓，他們的生活，本來邪惡，明明的違反
天主的聖意，就如拒絕父親命令的第二個兒子；但
他們知道自己是罪人，認罪悔過，接受天主的規
勸，從新做人，成了天主國內的國民。 

耶穌並沒有說法利塞人被棄於天國之外，而只說稅
吏和娼妓，在他們以先進入了天主的國；他們尚能
進入天主的國，只要他們改變自己的行為。



稅吏和娼妓要在你們以先進入天國



32節是為說明31節未盡之意。稅吏和娼妓所以在
法利塞人和司祭以先進入了天主的國，是因為他們
信了若翰的講勸，洗心革面，悔改補贖。 

經師和司祭長雖明知若翰是一位大德的先知，親眼
看見這些罪人，聽了他的講勸而悔改受洗了，自己
仍然自命不凡，不願悔改，不願去信他；因此沒有
踏上正道，不得進入天主的國。



瑪3:7-8告訴我們，若翰見許多法利塞人和撒杜塞
來到他施洗的地方，但知道他們之來似乎不懷好
意，遂稱他們為「毒蛇的種類！誰指教你們逃避那
即將來臨的忿怒？」，並大力勸請他們「結與悔改
相稱的果實。」 

路7:29,30也指出「聽教的眾百姓和稅吏，都順從
天主正義的要求而領受了若翰的洗禮。但法利塞人
和法學士卻沒有受他的洗，在自己身上使天主的計
劃作廢。」



耶穌的這一席話，又把來問的司祭長和法利塞人的
心意，全揭露出來了。他們不答覆耶穌的問題，怕
的就是這一點（25節）。如今耶穌用了一個比
喻，叫他們自下判斷，羞得他們無地自容。



「若翰來到你們這裡履行了正義，你們仍不相信
他，稅吏和娼妓倒相信了。」（21:32）「履行了正
義」有什麼意思，怎麼說若翰「履行了正義」呢？ 

「履行了正義」（h=lqen evn òdw/| dikaiosu,nhj），是閃語

的語法（參看箴8:20; 16:31），按法利塞人的理
解，尤其指人奉行傳統的祈禱、齋戒和施捨（參看
瑪6:1-18「仁義」）。若翰即使按法利塞人的標
準，也是個極端奉行這種傳統「仁義」的人，而他
們竟然不信他，稅吏和娼妓卻信了他。



若翰是曠野中的呼聲（瑪3:3；若1:23），耶穌是
天主的聖言（若1:1），不接受曠野中的呼聲，自
然不會接受天主的聖言；由曠野的呼聲，纔可聽到
天主的聖言（瑪3:2）。法利塞人—— 經師和撒杜塞
人—— 司祭，沒有聽從曠野的聲音，所以不認識天
主聖言，仍留在黑暗中，不能進入天國（若
1:6-11; 5:24, 37,38）。 



耶穌接觸平民百姓，包括稅吏和娼妓



有一些有價值的古抄本和譯文，有與我們的譯
文相反的經文。那些古卷作：「28他來給第一

個說：兒子，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去工作罷！
29他回答說：我不願意。但後來悔悟過來，就

去了。30他來給第二個說了同樣的話，第二個

卻答應說：主，我去。他卻沒有去。31這兩個

中那一個履行了父親的意願：他們說：前一
個。」



就校勘學（或稱版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

來說，第一個兒子答說「我不想去」的經文較

為確切；但就上下文（Context）的意義來

說，思高版所選的經文更為適合，因為有上下

文為依據，故此比較容易解釋。



綜觀二子比喻的文本承傳過程，確有點混亂的情況： 

•究竟那個不從父命的兒子，是首先提到的那個
還是那第二個（29節）？ 

•究竟兩個兒子當中，猶太人指是誰實踐了父親
的命令（31節）？ 

•猶太人用來回答耶穌提問的是那句話？ 
- prw/toj 第一個 
- e;scatoj 最後一個 
- u[steroj  後一個 
- deu,teroj 第二個



文本有三個主要形式： 

（a）按 א C* K W Π itc, q vg syrc, p, h 等抄本，第一

個兒子說「我不願去」，但後來後悔而去了。第二
個兒子說「我去」，卻什麼也沒有作。究竟誰做了
父親的意願？答案指 o` prw/toj「第一個」。 



（b）按 ita, b, d, e, ff2, h, l syrs 等抄本，第一個兒子說

「我不願去」，但後來後悔而去了。第二個兒子

說「我去」，卻什麼也沒有作。究竟誰做了父親

的意願？答案指 o` e;scatoj「最後一個」。



（c）按 B Θ f13 700 syrpal arm geo 等抄本，第一個

兒子說「我去」，卻什麼也沒有作。第二個兒子
說「我不願去」，但後來後悔了。究竟誰做了父

親的意願？答案指 o` u[steroj「後一個」(抄本 B)，

或 o` e;scatoj「最後一個」(抄本 Θ f13 700 arm)，或 

o` deu,teroj「第二個」(抄卷 4 273)，或 o` prw/toj

「第一個」(抄本 geoA)。



因為（b）*是三個文本形式中最難明的一個，一

些學者（Lachmann, Merx, Wellhausen, Hirsch）

於是認為應以此文本為準，因為它更能解釋為何會

出現其他兩個改善版本。可是，（b）不只是難

明，更是荒謬 —— 那個說「我去」，但什麼也不

作的兒子，竟被視為做了父親的意願！

*（b）第一個兒子說「我不願去」，但後來後悔而去了。第二個兒子說

「我去」，卻什麼也沒有作。究竟誰做了父親的意願？答案指 o` e;scatoj
「最後一個」。



聖熱羅尼莫（St. Jerome AD347-419）知道當時

有些抄本載有這荒謬的答話，他認為那是因為猶太

人出於惡意而故作矛盾的答覆，以破壞比喻的用

意。但這解釋須進一步假定猶太人不僅明知比喻是

針對他們而設，仍故意選擇作荒謬的答覆，而不索

性保持緘默。



由於這樣的解釋，不免把一些未必有的心理和過於

微妙的文學動機，加諸猶太人或瑪竇，所以新約文

本校勘委員會斷定：（b）的文本可能出自謄寫員

的粗心手誤，或是出於他的反法利塞偏見（例如：

因耶穌曾指法利塞人只說不做［瑪23:3］，故此

法利塞人應被描寫成贊同那說「我去」，但什麼也

不作的兒子。)



至於（a）和（c）*兩種形式的文本，前者較似是原

本。這只因支持（a）的杪本，比支持（c）的稍勝一
籌，但許多文本很自然的由（a）轉而採用（c），因
為：可推斷如果第一個兒子從命作了，便無須吩咐第
二個兒子；而且人們很自然會把那不從父命的兒子等
同一般的猶太人，或司祭長和長老（23節），而把那
從父命的兒子等同外邦人或稅吏和娼妓（31節）。

*（a）第一個兒子說「我不願去」，但後來後悔了。第二個兒子說「我去」，
卻什麼也沒有作。究竟誰做了父親的意願？答案指 o` prw/toj「第一個」。 
（c）第一個兒子說「我去」，卻什麼也沒有作。第二個兒子說「我不願去」，
但後來後悔了。究竟誰做了父親的意願？答案指 o` u[steroj「後一個」/ o` e;scatoj
「最後一個」/ o` deu,teroj「第二個」/ o` prw/toj「第一個」。



無論依從那種解釋，那從命的兒子應是順序中的後
一個。值得一提的是（c）之所以較遜一籌，在於
它所載的比喻結論，竟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異文。 

(Bruce Metzger,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UBS, 1975, pp.55-6.)

思高版採取（c），與GNT新約文本校勘委員會所選的
（a）不同，因為思高版是按單一抄卷原原本本的翻譯
（diplomatic），而思高版跟隨的抄卷是梵蒂岡抄本
Codex B（呂振中版與思高版同）。至於RSV，NAB，
NJB，基督教和合本則採取（a），與GNT相同。



21:28-30這三節的用意，是為推出31節的意
思，如果他們答說「後一個」，自然是後一個
說不去，而其實去了。如果他們答說「前一
個」，自然是頭一個說不去，而後竟去了。那
實在去了的，就代表稅吏和娼妓。至於是第一
個或是第二個，於比喻的大意並無多大影響。



若翰來到你們這裡履行了正義，你們仍不
相信他，稅吏和娼妓倒相信了；至於你
們，見了後，仍不悔悟去相信他。



❖第一個兒子說：「我去」，卻沒有去。我們在領
洗時對天主的承諾「我去」，但多少次我們「什
麼也沒有作。」我們是那位大兒子，並不是名實
相符的基督徒。 

❖第二個兒子說：「我不願意去，」結果卻去了。
那位父親聽到兒子說「我不願意去」時，並沒有
責罵他，因為每人都要自己作出倫理決定，這不
能由父親代他而作。父親的責任只在於向子女提
出正確應做的事，他只能從旁鼓勵。

一些現實生活的反思



❖我們因為自己信仰了耶穌基督，多次以比喻中的
小兒子自居，慨嘆猶太人的的執迷不悟，即比喻
中的大兒子是也。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相信，而
不實踐基督的教訓，其實我們也在重蹈昔日那些
司祭長和法利塞人的錯誤，仍要遭到主耶穌的指
責。

一些現實生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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