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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来看天国比喻？
乔治赖德 George Eldon Ladd《新约神学》…
《新约神学》
1. 不要把比喻当成寓言来看
 伊索寓言 ─ 做为教师传达讯息的虚构故事
 王下十四9-10 蒺藜和香柏树，就是浅易的寓言
2. 比喻不是预言，不是先知预言的预言、将来会发生的事件
3 从日常生活中取材，为要传递重要的训示与真理，
3.
 比喻中的细节与说比喻之人想表达的真理是无关紧要
 主要是要传达
主要是要传达一个真理
个真理，而不是要带出多重的教训
而不是要带出多重的教训
 路十六1-13 不义的管家 ─ 被解读成聪明比诚实更好



比喻的功能：
1. 比喻使传讲的信息生动化与图像化
1
2. 比喻经常是从日常生活中随地取材，
让听的人感觉平易近人

天国的比喻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马太福音十三章

失羊与失钱的比喻 ─ 数字不是重点…
数字不是重点
强调上帝对失丧灵魂拯救的看重性，不愿一人沉沦…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不该像初代教会灵意化解释 ─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不该像初代教会灵意化解释
撒玛利亚人是耶稣，被打的人…，错解真正意涵

3. 比喻可以减少传讲信息的严肃说教
 适当的引用比喻，
可以让弟兄姊妹提起精神、专注聆听
 应用非常小心，不可让枝叶取代花朵，
比喻只是辅助的题材
4. 比喻会向漫不经心的愚钝之辈隐藏
 比喻比严肃的说教讲章生动活泼
比喻 严肃 说教讲章
 对漫不经心的愚钝之辈也会是个提醒

怎样来看天国比喻？
4. 要了解耶稣基督当时的背景，不能用我们的背景
耶稣 督当时的背
我 的背
背 读进去…
背景读进去
 芥菜种做为天国奥秘的比喻 ─不是百种中最小
最小的
的？
对当时巴勒斯坦确实是最小的种子，其他地方则不然
 麦子与稗子，对生长在南方的，不知道麦子，
耶稣的处境，麦子是重要的农作物，与稗子一同成长，
末了收割时从子粒判断，将稗子取出丢在火里烧了
5. 耶稣讲比喻，是天国的奥秘，让门徒、渴慕真理的信徒明白。
奥秘源自希腊文 ─
 但以理书 ─ 神向人揭示秘密，王作了梦，先知解开谜题。
没有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灵开人的心窍 人难以明白
没有上帝的启示、上帝的灵开人的心窍，人难以明白
 围观聆听的人，不少凑热闹或带着不良动机，想要抓把柄，
因此耶稣用比喻做为讲道的辅助方法
 今天读耶稣的比喻时，不要预设个人立场，错解比喻的含义

天国的比喻 ─ 好土与撒种 太十三1-23，可四1-20，路八4-10、23-24
土浅石头地

路旁
种子被飞鸟吃尽
种子被飞鸟
尽
恶者把人听到的真道 ─
道种取去，
人还是陷在不信当中
当中

土不深，
种子没有着根发苗，
被日头晒干、晒死
听了道 当下欢然领受
听了道，当下欢然领受，
没有根，经历患难就离开神

好土

荆棘

生根、发芽、长苗、结实
生根、发芽
发芽 长苗 结实
荆棘长出来 把种子
荆棘长出来，把种子
种子挤住
挤住
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
虽然听了真道、有了道种，
明白了，道种扎根在生命中，
落在世界思虑、钱财的迷惑，
落在世界思虑
钱财的迷惑
化为属灵生命的土壤，
把道种挤压，无法着根、
就可以结实累累
发芽 结实
发芽、结实

天国的比喻 ─ 太十三31-35芥菜种与面酵
 芥菜种是巴勒斯坦地百种里最小的，

却能长成大树
 面酵起初虽小，可以在短时间让面团发起来

天国在人生命当中的作为，
起初虽然微小，后来却是丰盛壮大，
天国起初微小，透过福音传扬，遍传世界各地。
起初微小 透过福音传扬 遍传世界各地

天国的比喻 ─ 太十三44-46宝贝与珍珠
 当有人发现宝贝在田里，

就变卖一切来买这块地
 当有人发现最上等的好珠子，
就变卖所有来买这颗珠子

天国是无价之宝，值得我们付代价去追求的

天国的比喻 ─ 太十三24-30、36-43对比麦子与稗子
 第一位撒种者是人子，撒好种 ─

长出来的是麦子，有营养、农业价值
 是天国之子，在上帝的国里发光


 撒稗子的是魔鬼 ─

结出恶者的生命，
结局在火炉里被焚烧

麦 、稗子
麦子
稗 在长成的过程中很难分辨，
辨认的时间与主权只能教给上帝
 象征在末后的时候，伪装成麦子的稗子，
会被显明出来，
薅他们的，就是上帝自己


天国的比喻 ─ 太十三47-50撒网
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
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
聚拢各样的水族 ─
 拣好的 收在器具里
 不好的 拣出来丢弃
世界的末了，上帝的使者从义人中筛出恶人，
丢在火炉里 ─
区分出属神、不属神，恶的、义的

天国的比喻 ─ 太十三51-52新旧的东西
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家主拿出新旧的东西
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
就像家主拿出新旧的东西 ─
新：耶稣的教导，旧：旧约的律法与先知的道理
天国的教导跟旧约没有冲突，
天国的教导跟旧约没有冲突
 耶稣来是成全、没有废掉旧约的律法
 基督的教导、旧约的律例法则，
基督的教导 旧约的律例法则
都是家主府库中的宝贝

特有的比喻 ─ 太十八23-35饶恕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王赦免那个还不起债的仆人
仆人欠国王的很多，
国王以恩典来免除他的债
 被免债的仆人，却不肯饶恕欠他债的人
斤斤计较欠他只是一点钱财的人，
要将那人送给官府
从对比中看到父对我们的恩慈
从对比中看到父对我们的恩慈，
也看到人对人之间的残酷 ─
 从不饶恕人的仆人看到，天父怎样饶恕他
从不饶恕人的仆人看到
父怎样饶恕
 父也要我们这个罪人，学习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而不是一路逼迫，活在被仇恨的捆绑当中

特有的比喻 ─ 太廿二1-14 王子娶亲
天国好比是一个王要为他儿子娶亲摆设筵席，
 第一批受邀的人充满许多理由来推辞筵席，
 到田里、做买卖、羞辱、杀掉王的仆人…
最后国王派兵剿灭凶手
 暗喻假貌为善的宗教领袖
 国王发令，邀第二批的人参与筵席 ─

不如第一批体面，暗喻外邦人或被藐视的人
 要穿礼服 ─以悔改的心参加
 没有礼服 ─不知悔改、浪费恩典的人，
最后被丢在黑暗里
最后
丢
暗
耶稣解释 ─ 被召的人多、选上的少，
无论是法利赛人 祭司长 罪人
无论是法利赛人、祭司长、罪人，
面对神的恩典邀约，都是需要谦卑悔改的。

特有的比喻 ─ 太廿1-16 葡萄园的工人
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
家主
葡萄
不管是 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傍晚五点 进去的人，
全部得了一钱的银子，
 不是突显主人的数学不好、不公平
 让我们看到 ─ 人能进入天国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靠个人的努力，就像工时的长短…

特有的比喻 ─ 太廿一28-32 两个儿子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人邀两个儿子进他的葡萄园工作，
这人邀两个儿子进他的葡萄园工作
 大儿子回答不去，但心生懊悔就去了，
暗喻税吏 娼妓
暗喻税吏、娼妓…，用单纯的爱来回应恩典
用单纯的爱来回应恩典
 小儿子甜言蜜语说要去，但没有真的去工作，
暗喻长老 祭司长 社会名流 宗教人士
暗喻长老、祭司长、社会名流、宗教人士，
言行不一致，心口不一

特有的比喻 ─ 太廿五1-13 十个童女
天国好比是十个童女拿灯出去迎接新郎…
耶稣基督时期，
新郎迎娶过程中，有时需要翻山越岭，
不知道迎娶的时间 ─可能是三更半夜
可能是三更半夜
 十个童女形同伴娘，陪伴新娘等待新郎


五个是聪明的
五个是愚拙的
儆醒等待新郎
打盹睡着
灯里有油；
灯里没油；
新郎来了，
跑去买油，
即时参加筵席
被隔绝在门外
透过当时风土民情、告诉听众
透过当时风土民情
告诉听众 ─
天国的子民要儆醒以待，不可糊涂过日子。

特有的比喻 ─ 太廿五14-30 末世论…才干与恩赐
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把家业按各人才干交给三个仆人…
 第一个仆人得了五千、赚了五千
 第二个仆人得了二千、赚了二千
被主人称赞，可以进来管理许多的事，
与主人享受快乐
 第三个仆人得了一千、把钱埋在地里
自做主张、毫不使用，
最后凡有的也被夺去，受到严厉的审判
各人虽领受不同的恩赐与才干，
 只要
只要一心渴望荣耀主
心渴望荣耀主，为神所用，
为神所用
还是会得主的称赞
 反之，则被上帝责备，与主无份，
反之 则被上帝责备 与主无份
没法在上帝的国度有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