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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附录 1 
 
 

［耶稣的比喻］ 

解释圣经中的比喻 
 

引言。在这个传扬神的国的系列中，你将会有机会学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解释、传讲和教导耶稣基督的比喻。

这些比喻已经归类到有关神国的不同主题之下（参看手册 9 至 12 的内容）。 
 

本附录是有关比喻的教导。思考一下以下的问题：比喻是什么？讲述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比喻有什么特征？解

释比喻的指引是什么？ 
 
 

A. 比喻 
 

阅读。太十三：31-32；约十五：1-6；结四：1-8。 
讲授。“比喻”是一个含有属天意义的世俗故事。它是透过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来说明的例证。它的目的

是教导人一个属灵的真理或回答一个问题。耶稣是讲述比喻的大师。祂使用世俗的故事给祂的听众指向天上的
事。祂使用常见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来阐明神国的奥秘，叫人面对他们的现实处境和更新的需要。 
 

比喻并不是历史事件的记录，但比喻中的故事必须是反映真实生活的。它描述在历史上可能已发生的事情。它

局限于真实的事物（真确的事实）之上。它不会超出实际可能性的界限（太十三：31-32）。它与其他形象化

的对比是不同的，例如寓言（约十五：1-6）或预言性的象征（结四：1-8），它们可能是反映真实生活的，也

可能不是反映真实生活的。 
 
 

B. 比喻的目的 
 

阅读。太七：6；十：14-15，23，26-27；十三：10-17；可四：10-12；路八：10。 
探索和讨论。耶稣为什么讲述比喻？ 
笔记。 
 

讲述比喻的目的是使用世俗的故事来解释属天的真理。 
 

为什么耶稣在撒种的人的比喻中说“神国的奥秘”只叫祂的门徒知道，不叫别人知道呢（路八：10）？耶稣是

否打算叫公众对神的国一无所知呢？不是，这不可能是耶稣的意图。耶稣希望祂所有的教训，包括比喻，都能

公开地向全世界的人宣讲。祂的意思并不是要把祂的比喻局限于一小群的门徒，因为祂命令祂的门徒要把神国

的真理在房上宣扬出来（太十：27），并且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太二十四：14）！ 
 

然而，向世上所有的人公开地宣讲真理，并不表示所有人都渴望听到或明白他们所听到的！听众的态度是非常

重要的。耶稣讲述比喻，是为了把真理向所有态度良好和愿意回应的人显明，并且把真理向所有态度恶劣和不

愿回应的人隐藏。祂不想把圣物给“狗”撕碎，也不想把祂的珍珠丢给“猪”践踏（太七：6）。听众是否明

白神国的奥秘取决于他们的态度。 
 

耶稣也指示祂的门徒，不要没完没了地向那些轻视福音的人传福音。虽然门徒必须忍耐，但忍耐也有限度。到

了某一刻，当福音和耶稣的教训所发出满有恩慈的邀请不断遭受拒绝的时候，传好信息的使者便要离去，以作

惩罚。因此，耶稣指示祂的门徒，不要在那些拒绝他们的传道和教训的地方停留太久（太十：14）。不结果子

的无花果树的比喻指出，神的忍耐虽然长久，却不是永无止境的（路十三：1-9）。此外，使徒保罗和他的同

工也教导人，与那些嘲笑基督信仰的人持续在一起，对其他等待服侍的禾场并不公平（徒十三：45-46；十

八：5-6；罗十六：17-18；多三：10）。要谨记，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太九：37）。 
 
 

C. 比喻的特征 
 

1. 比喻中可能含有的元素。 
 

阅读。太十三：31-32；太十三：3-9，18-23；路十：25-37。 
探索和讨论。比喻中可能含有哪些元素？ 
笔记。比喻可能含有三个元素。它们是背景、故事、解释或应用。然而，圣经中的比喻可能只有其中一个或两

个元素。举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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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菜种的比喻只有故事。 
• 撒种的人的比喻含有故事和解释。 
•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含有背景、故事和解释。 

 

2. 比喻的三个元素。 
 

 (1) 比喻的背景。 
比喻的“背景”是指引致讲述比喻的场合和情形。 
探索和讨论。这些比喻有什么背景？ 
笔记。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阅读路十：25-29。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背景如下。有一个犹太律法师向耶稣提出一

个问题，目的是要就着耶稣的话陷害祂。他问耶稣，人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犹太律法师认为，人必

须遵守旧约的所有律法（包括六百一十三条由犹太宗教领袖加添在神的律法之上的人为律法），才可承受永

生。假如耶稣回答说，人必须遵守全律法，那个犹太律法师就会指出，耶稣和祂的门徒并没有按犹太人的解释

去遵守律法。 
 

然而，耶稣却以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他的问题：“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现在，那个律法

师被迫公开地表明自己的信仰，他说：“要爱主，也要爱你的邻舍。”耶稣对这个人说：“你回答的是；你这

样行，就必得永生。” 
 

这个人知道自己并不爱他所有的邻舍，因此，为要在听众面前显明自己有理，他问道：“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就用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这个问题。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耶稣对“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的回

答。因此，这个比喻的背景就是“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 
 

失羊的比喻。阅读路十五：3-7；太十八：12-14。失羊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有不同的背景。这意味

着耶稣必定不止一次讲述同一个比喻，但每次都是处于不同的背景，为要回答另一个问题或教导另一个属灵的

真理。背景有助我们明白这个记载在不同福音书中的比喻。 
 

在路加福音中，失羊的比喻的背景是关乎神顾念失丧的人，如税吏和公认的罪人。在马太福音中，失羊的比喻

的背景是关乎神顾念孩子。这两个比喻都指出，耶稣基督欢迎人进入祂的国。路加福音强调神与受鄙视的罪人

之间的关系，马太福音则强调神与微不足道的孩子之间的关系！ 
 

 (2) 比喻的故事。 
探索和讨论。比喻的故事有什么特征？ 
笔记。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阅读路十：30-35。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教导一个属灵真理或回答一个问题。比喻的故事

总是“反映真实生活的”的。它只局限于历史上可能已发生的实际事实和事件。它不会超出实际可能性的界

限。举例说，那个故事讲述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被强盗袭击，最后得到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帮助，这是

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不时也确实发生。 
  

阅读约十：1-18；亚五：1-4。比喻与其他形象化的对比是不同的，例如寓言（约十：1-18）或预言性的象征

（亚五：1-4），它们可能是反映真实生活的，也可能不是反映真实生活的。比喻的故事不是奇幻的，也不会

使用预言性的象征，如“飞行的书卷”。 
 

 (3) 比喻的解释或应用。 
探索和讨论。这些比喻的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重价的珠子的比喻。阅读太十三：44。耶稣没有解释或应用这个比喻。 
  

聪明和无知的工头的比喻。阅读太七：24，26。这个比喻的应用是，不要单单听耶稣的话语，也要把它实践出

来。要留意，耶稣并没有给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赋予个别的含意。祂并没有解释“房子”、“盘石”、

“沙土”的含意，也没有解释“雨”、“水”、“风”的含意。 
 

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阅读太十三：36-43。这个比喻的解释是，神的国在目前的阶段（样式）是由好人和

坏人混合而成的。有些人是属基督和事奉基督的，有些人是属魔鬼和事奉魔鬼的。我们没有责任去判断一个人

（到底他们是否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也没有责任把真正的信徒和所有其他人分别出来。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

临的时候，祂必吩咐祂的天使把真正的信徒和所有其他人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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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意，虽然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解释了多于一个细节的含意，但祂在这个比喻中并没有教导多于一个的主要教

训。祂解释了“两个撒种的人”、“在麦子里的稗子”、“收割的时候和收割的人”、“火烧的地方和仓里”

的意思。然而，这一切细节只是为了解释这个比喻中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稗子已经撒在麦子中间（换句话

说，在真正的信徒中间总是有不信的人）！ 
 
 

D. 解释比喻的基本指引 
 

引言。当一个人在路上驾驶时，他必须遵守道路规则，否则他可能会遇到意外。有些道路规则是关于司机必须

在路的哪一边行驶、最高的速度、转弯或停车时必须作出的指示，等等。如果司机不遵守这些道路规则，就会

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失去生命。 
 

同样，当基督徒解释圣经时，他们必须遵守解释圣经的规则（诠释学）。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些解释的规则，就

会作出错误的教导，在属灵上对神的子民造成极大的伤害。 
 

圣经中有几种不同的文学体裁： 
• 历史叙事（太一：18-25）、家谱（太一：1-17）、书信（腓利门书）。 
• 教训（约十四：6）、命令（约十三：34-35）和禁令（太五：39；六：1，5，16，19，25；七：1，6）。 
• 不同种类的比喻手法，如明喻（赛五十三：6）、暗喻（诗二十三：1）、预表（来十：8-10；林前五：7-

8）和象征（诗一一九：105；耶二十三：29）。 
• 诗歌（约伯记、诗篇和箴言）。 
• 耶稣的比喻。 
• 预言（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 
• 启示文学（但以理书和启示录）。 

 

各种文学体裁都有自己一套的解释规则。在本研读中，我们会思想“解释比喻的原则”。 
 

以下是解释比喻的六个原则： 
 

原则 1。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第一个责任是理解本身的故事。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语来讲述，比喻中的属灵意义也是以此作为基础。因此，

我们要研习故事的用词，以及其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资料。 
 

探索和讨论。故事中描述了什么事情和事件，这些事情和事件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含意？ 
 

娶亲的筵席的比喻。阅读太二十二：1-14。在娶亲的筵席的比喻中，以下是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的一部分：发

出多于一次的邀请是很常见的。对这些邀请所作的不同回应也是很真实的。东方君王经常对那些拒绝其邀请的

人施以严厉的惩罚。婚宴的礼堂高朋满座是很常见的。在筵席中穿着特别的婚礼服饰是当时的习俗。 
 

因为人们没有日历或日记，所以会先发出一般的邀请，然后再个别召集那些被邀请的客人，这种做法在犹太人

当中并不罕见。正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赴宴或希望赴宴的。因此，人们要

么要求豁免，要么找借口推却。昔日，拒绝君王的邀请是非常无礼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那些拒绝

赴宴的人通常会被捉拿和杀害。许多人接受邀请，并参加婚宴。 
 

有历史证据显示，在近东，一个人若要进到君王面前，就必须穿君王赠送给他的长袍。因为大多数的宾客都是

来自社会低下阶层，并没有这样的长袍，所以他们很可能在参加婚礼之前就获赠一件长袍了。 
 

原则 2。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第二个责任是观察比喻的上下文。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释或应用”。比喻的

背景或指出讲述比喻的场合，或描述讲述比喻时的情形。比喻的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比喻的解释

或应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后找到。 
 

探索和讨论。下列每一个比喻的具体上下文是什么？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阅读路十：29。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包括背景和应用。背景是

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群中有人提出的。犹太律法师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讲述

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耶稣所作的应用表明，讲述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指出“我是谁的邻舍？”而不是

“谁是我的邻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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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羊的比喻。阅读路十五：1-2。在失羊的比喻中，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包括背景和解释。背景是耶稣所作出的

观察。耶稣留意到法利赛人对待人的态度。路加写道：“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

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讲述了失羊的比喻，教导人神对税吏和罪人

的态度。此外，耶稣所作的解释也表明，讲述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显明若有一个罪人悔改，神也为他欢喜。 
 

锲而不舍的寡妇的比喻。阅读路十八：1。有时候，讲述比喻的目的是明确地说明的，就如锲而不舍的寡妇的

比喻那样。路加写道：“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耶稣讲述锲而不舍的寡妇的比喻，

是为了教导祂的门徒要坚定不移、满有信心地祷告。 
 

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阅读太二十：1-16。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以“因为”一词作为开始，表明这个比喻与上

一章（太十九：16-30）所记载那个年轻、富有的官的背景相关。此外，耶稣对这个比喻的应用，跟祂对彼得

所提出的问题的应用是一样的，彼得问耶稣，他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将来会得到什么（太二十：16 和十

九：27，30）。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和“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先雇和后雇的工人的态度（太二十：

9-10），以及那个年轻、富有的官和使徒彼得的态度（太十九：21，27，29），使这两段经文联系起来。这个

比喻的主要信息或中心思想，是对任何太在意自己将会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什么作为奖赏的人（就如彼得）的

一个严厉警告。 
 

原则 3。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第三个责任是找出比喻故事中哪些细节是相关的，以及哪些细节与教导的目的无关。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给

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独立的属灵意义。首先从相关的细节当中确定比喻的中心真理或主要信息。然

后确定比喻中哪些其他细节对加强这个主要信息至关重要。 
 

 (1) 确定该经文到底是历史事件、寓言，还是比喻。 
这对于找出相关的细节有重大的影响。 
 

到底是历史事件，还是比喻？ 
爱炫耀的财主与讨饭的拉撒路的比喻。阅读路十六：19-31。爱炫耀的财主与讨饭的拉撒路的比喻到底是历史

事件的描述，还是比喻呢？ 
- 如果这是一个用来说明某个真理的历史事件的记录，那么每个细节就各有含意了。这样，财主在地狱里受苦

时能够与亚伯拉罕交谈，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人在地狱里的实际情况了。可是，财主下地狱和讨饭的

上天堂这个事实虽然是严肃的事情，却可能没有任何属灵上或神学上的含义。 
- 然而，如果这是一个比喻，那么，财主下地狱和讨饭的上天堂这个事实就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它是比喻的中

心要点或主要信息。 
 

它的背景表明这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历史事件。它的背景与前一个比喻──聪明的管家的比喻是相同的：耶

稣当面斥责法利赛人贪爱钱财（路十六：1，19）。财主天天奢华宴乐，讨饭的想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

碎充饥，这些细节都是重要的细节，因为它们加强了所讨论的重点，进一步指出利用财富为未来做准备。这个

比喻的中心要点或主要信息是要指出“财主生前在世上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在他死后逆转过来

的”。 
 

到底是寓言，还是比喻？ 
阅读约十五：1-17 和太十三：3-23。 
葡萄树和枝子。“寓言”是一个引申的对比，寓言中的几个元素代表几个真理。举例说，约十五：1-17 包含一

个寓言。栽培的人代表父神，葡萄树代表耶稣，结果子的枝子代表真正的基督徒，不结果子的枝子代表从未成

为真正基督徒的人，等等。这个寓言不是说耶稣实际上是一棵有树枝和葡萄的葡萄树。这意味着耶稣与人之间

的关系可以比作一棵葡萄树与它的枝子。 
 

然而，我们不要试图解释象征的每一个特征。“结果子的枝子”代表真正的基督徒。然而，“不结果子的枝

子”并不意味着这些枝子以前曾经结果子，换句话说，它们并不代表重生的基督徒，后来却离弃了信仰。这样

的结论与耶稣在约十：28（以及保罗在腓一：6）中的明确教导相矛盾！这个寓言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被

砍下并扔在火里的枝子”代表那些从来没有结过果子的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与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们从

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信徒，他们所谓的“在基督内的关系”可能是从传统继承下来的，也可能是从文化得来的，

但仍然只是外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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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这个寓言并不是说重生的基督徒可能再次失去他们的救恩。它是说名义上的基督徒不结果子，而重生的

基督徒必结出许多果子。因此，寓言有几个元素可作比较，但比喻只有一个中心要点、一个主要信息。 
 

撒种的人的比喻。“比喻”是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但寓言不一定是这样的。虽然两者都可能有一个中心主

题，但比喻旨在阐明一个基本观点，而寓言旨在教导多个相关甚或不相关的真理。撒种的人似乎是一个寓言，

因为基督解释四种土壤的时候，祂几乎对故事中的每一点都作出属灵的应用：“种子”代表圣经的信息、“飞

鸟”代表魔鬼、“硬土”代表刚硬的心，等等。然而，这个故事不是一个寓言，而是一个比喻，因为紧接着的

上下文（解释）清楚地表明一个单一主题，就是：“一个人一生的结果取决于他对神的话语所作的回应。一个

人对神的话语所作的回应取决于他内心的状态或态度。”耶稣故意在撒种的人的比喻中设计了许多细节来加强

这个中心信息。 
 

 (2) 把比喻当作寓言。 
基督徒是否应该把比喻寓言化，换句话说，把比喻当作寓言，并且给比喻中的每一个细节赋予不同的属灵意

义？因为早期的基督徒不知道如何解释比喻，所以有些人把比喻寓言化，从比喻中的细节找出各种特别的意

义。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阅读路十：25-37。在以下的例子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被寓言化了：“那个从耶路

撒冷下耶利哥的人”代表亚当，或人因不顺服而犯罪堕落的教义。“耶路撒冷”代表乐园或天堂，“耶利哥”

则代表世界。“强盗”代表强大的敌人或魔鬼，或基督降世以前的假先知。亚当被造后因魔鬼和他的使者的攻

击而犯罪堕落。“伤处”代表不顺服和罪恶。“剥去他的衣裳的人”代表人失去了不败坏和不朽坏的状态，也

失去了他所有的美德。他处于“半死”的状态，因为虽然他的灵魂是不朽坏的，他的人性却是死的。“祭司和

利未人”代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无法拯救堕落的世人。当然，“好撒玛利亚人”代表耶稣基督。

祂来拯救堕落的世人。“酒”代表神的话语，能教导和纠正人，“油”则代表慈爱、怜悯或怜恤的教义。

“驴”代表基督的身体，把人带到教会那里去。“客店”代表教会，“店主”代表使徒和他们的继承者，就如

主教和教会中的其他职位。“二钱银子”代表相信圣父和圣子，或圣经中的两约，或对神和邻舍的爱。耶稣献

上自己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拯救堕落的世人，并且建立教会，作为保护信徒的地方，直至耶稣第二次

降临。“好撒马利亚人承诺他必回来，偿还所有的费用”代表基督第二次降临。 
 

这就是教父俄利根（主后 185 - 254 年）所作的解释。他认为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特定的意义。尽管

耶稣实际上已亲自解释了这个比喻，但俄利根却作出自己的解释。俄利根得出这一切妙想，显然他根本不明白

这个比喻。如果俄利根曾经根据这个比喻的背景和解释或应用去研读这个比喻，他根本不会得出这样的解释！ 
 

结论：基督徒不应把比喻寓言化，换句话说，把比喻当作寓言，并且给比喻中的每一个细节赋予不同的意义。 
 

 (3) 确定哪些细节是相关的。 
相关的细节是那些加强主题或中心信息的细节。这些真理可以解释和应用。 
 

失落的儿子的比喻。阅读路十五：11-32。“那个父亲待在家里，没有去寻找儿子”，这个事实是无关紧要的

细节，因为耶稣并不是要指出，天父不去寻找失丧的罪人。祂在前面的两个比喻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而，

“父亲切切地等待，跑去迎接他的儿子，充满喜乐，并且热切地接纳他”，这些都是相关和重要的细节，因为

它们加强了中心要点，就是显明天父对失丧的人的态度。 
 

 (4) 确定哪些细节是不相关的。 
虽然比喻中的所有细节对比喻的故事都具有意义，但并不是所有细节对比喻的信息都具有意义。耶稣无意给比

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一些属灵意义。那些与比喻的信息无关的细节应该识别出来，并放在一旁。 
  

无用的仆人的比喻。阅读路十七：7-10。基督是要认可奴仆制度吗？祂是否提出劳资关系的原则呢？抑或祂要

指出被视为慷慨、恩慈和有礼的行为？这个比喻的背景（路十七：3-4）包含耶稣对于责备一个犯罪的弟兄的

指示，以及当他悔改的时候要饶恕他。这个比喻的中心要点或主要信息是，基督徒做正确的事并不值得称许。

故事中的其他细节与这个中心目的无关，不需作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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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4。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第四个责任是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比喻的“主要信息”可以在解释或应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

到。 
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解释或应用比喻的方式知道应当如何解释那个比喻。一个比喻通常只有一个主题、一个重

要的信息，或一个中心教训。因此，我们不要尝试从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寻找属灵真理，而是要寻找一个主要

的教训。 
 

探索和讨论。以下每一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阅读路十：25-29。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基督徒是否应该把这个比

喻寓言化，换句话说，给比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不同的属灵意义？若是这样，这个比喻似乎是以象征性的

语言来讲述神的救赎历史（参看上述有关俄利根所作的解释），而不是教导一个主要的教训了。不是的，基督

徒不应把比喻寓言化。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历史背景表明，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耶稣给以下这个问题的答

案：“谁是我的邻舍？”或这么说更好：“我是谁的邻舍？”或“我在什么时候是别人的邻舍？” 
 

撒种的人的比喻。阅读太十三：3-9。撒种的人的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这个比喻不是关乎撒种的人（传道

者）的责任——他要在何处和怎样撒下神的话语？撒种的人的比喻并没有暗示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对所

传讲的福音作出回应，并因而得救。这种寓言化的解释超越了耶稣亲自作的解释。耶稣的解释表明，这个比喻

不是关乎撒下神的话语的人的责任，而是关乎领受神的话语的人的责任。这个比喻是一个关乎领受者的内心状

态或态度的比喻。耶稣指出，听道的人要对他们如何对神的话语作出反应（回应）负责。主要的信息是“一个

人一生的结果取决于他对神的话语所作的回应。一个人对神的话语所作的回应取决于他内心的状态或态度。”

因此，基督徒同工可以预期，人们对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和圣经教导会有不同的回应。 
 

聪明的管家的比喻。阅读路十六：1-13。聪明的管家的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耶稣是教导基督徒要像这个管

家那样不诚实（不义）吗？祂是教导祂的门徒要利用别人为自己图谋利益吗？不是。故事的中心要点可以在第

8 节找到，第 9 节中故事的应用与这个中心要点直接相关。耶稣基督赞扬的，并不是这个管家的不诚实行为，

而是他敏锐的远见。门徒应当运用他们现有的资源来计划他们的未来，就像这个管家一样！这个比喻的主要信

息是“一个敏锐、明智和聪明的人会运用他当前的世俗途径去预备他在天上的永恒祝福”。 
 

原则 5。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第五个责任是找出最重要的参考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比喻。 
每个比喻中的真理，在圣经中的其他经文也有教导相似或相对的真理。因此，总要以圣经直接明确的教导来检

视比喻的解释。 
 

 (1) 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较。 
十锭银子的比喻（路十九：11-27）。那个贵冑把相同数目的钱各自交给他的十个仆人，然而，当他回来的时

候，发现有些人所赚的比其他人多，他就给他们不同的赏赐。 
 

才干的比喻（太二十五：14-30）。有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把不同数目的银子交给他的三个仆人。但他回来

的时候，却给他的忠心仆人相同的赏赐。 
 

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太二十：1-16）。园主在一天的不同时间雇用工人，但到了一天的结束时，却给他们相
同的报酬。 
 

这些比喻的中心主题都是：要为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作好准备。因为人人都要为神所托付给他管理的一切向神

交账。 
 

 (2) 然而，每个比喻都教导不同的真理。 
十锭银子的比喻教导我们，更忠心的仆人将来会有更大的责任托付给他。不同程度的忠心和殷勤会带来不同程
度的赏赐。 

才干的比喻教导我们，赏赐并不是以仆人因获得不同的机会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成就作为基础的。 
 

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教导我们，主必赏赐凡到祂那里的人，无论他们认识祂或服事祂有多久。赏赐包括了永

生，这并不取决于你成为基督徒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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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6。只将基督信仰的教导建基于圣经中清楚明确的经文。 
 

第六个责任是只将基督信仰的教导或教义建基于圣经中清楚明确的经文，换句话说，建基于圣经的命令、禁令

和清楚明确的教导。比喻不应成为基督信仰教义的主要来源和基础。已确立的基督信仰教义可以透过比喻来加

以说明或进一步印证。然而，不可用比喻来建立新的基督信仰教义。释经的次序一直公认为先解释字面的含

意，然后才解释形象化的含意，先解释较清晰的内容，然后才解释较模糊的内容。因此，总要以圣经直接明确

的教导来检视比喻的解释。 
 

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阅读太十三：24-30，36-43。当耶稣解释了一个比喻，这个解释可以像所有其他清楚

明确的教导一样用来建立基督信仰的教义。举例说，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在太十三：36-43 中解释了，这个

解释可以用来建立基督信仰的教义。 
 

然而，一般来说，比喻中的形象化语言并不宜用来建立基督信仰的教义。举例说，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教导

我们，神的国里（或基督教会里）混杂着不同的人。神的国里（或教会里）既有重生的基督徒，也有名义上的

基督徒（传统上或文化上的基督徒）。 
 

可是，这个比喻无法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 应该一视同仁的用水给每个人（“天国之子”和“恶者之子”）施洗（因为他们已经在教会里了）。 
• 不应尝试去判断申请加入教会的人。 
• 无论会友犯了多么严重的罪，都不应受到管教。 

有关谁可以成为会友、谁应当受洗，以及犯了罪的会友应当如何受管教等基督信仰教义，必须以圣经中其他清

楚明确的教导作为基础（太二十八：19；十八：15-18）。 
 

失落的儿子的比喻。阅读路十五：11-32。另一个例子。这个比喻教导我们，神接纳悔改的罪人。然而，这个

比喻并没有教导我们，一个罪人只需要对他的过失表示悔意，但不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所献的赎罪祭。有关赎罪

和救赎的基督信仰教义，必须以圣经中其他更清楚明确的教导作为基础（罗三：21-26）。 
 

因此，一般来说，我们不会使用比喻来建立教导或教义，而是以它们来印证和加强圣经其他地方所教导的真

理。 
 
  

E. 习作 
 
 (1) 熟记解释比喻的六个基本指引。 
 
 (2) 确定下列比喻的背景，以及解释或应用： 
答案可在括号内的经文中找到。 
• 太十三：47-48 （太十三：49-50） 
• 太二十五：14-30 （太二十五：13） 
• 路十一：5-8  （路十一：9-10） 
• 路十二：13-20 （路十二：21） 
• 路十五：3-32 （路十五：1-2） 
• 路十六：19-31 （路十六：14） 
• 路十九：12-27 （路十九：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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