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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7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和这一课有关传扬神的国的教导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书一，六和士二，七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书一，六，士二，七）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罗马书的钥节］ 
(1) 罗一：16 

 
两人一组复习。 
(1) 罗一：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4 
讲授 （85 分钟）                                              ［耶稣的比喻］ 

  在麦子里的稗子 
 

太十三：24-30，36-43 中的“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是一个关于 
神国里的两种人的比喻。 

 

“比喻”是一个含有属天意义的世俗故事。它是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或例证，旨在教导人一个属灵的真

理。耶稣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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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采用研读比喻的六个指引来研读这个比喻（参看手册 9，附录 1）。 
 

阅读太十三：24-30，36 - 43。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引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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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先研习故事的用词

，以及其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资料。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 
 

撒种的人在田里撒种。在世界各地，人们都知道种子撒在土地上，是为了日后有所收割。实在没有人会想到，

仇敌会卑鄙到把稗子的种子撒在麦子中间！因此，仆人发现在麦子中间长出了许多稗子时感到十分惊奇！ 
 

稗子。植物学家指出，这种稗子的学名是“毒麦”。它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稗子，在生长的早期阶段，其外形与

麦子十分相似。在生长的早期阶段，稗子和麦子尚未结穗，两者十分相似，因此难以把它们区分出来。因为工

人分不清麦子和稗子，所以田主吩咐他们，不要把稗子薅出来，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此外，稗子还

寄生一种真菌，对人和动物都有毒。因此，仇敌的行为是可鄙的罪行。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引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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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解释或应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后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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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太十三章。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述了八个比喻：撒种的人、在麦子里的稗子、芥菜种、面酵、藏在地里的宝贝、重

价的珠子、撒网，以及家主的比喻。这八个比喻都是关于神的国，每个比喻都强调神国的其中一方面。 
 

此外，撒种的人的比喻与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息息相关。它们可能是紧接着说出来给群众听的，然后耶稣只

向祂的门徒解释。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十三：24-30。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太十三：36-43。 
参看第 3 点：比喻的相关细节。参看第 6 点：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 
 

“人子”一词的解释。耶稣在世的时候，“人子”一词并不是犹太人当中现今对弥赛亚的称呼。这个词源自但

七：13-14，经文说：“我……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祂从父神那里得了权柄、荣耀和权能，

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在这个预言的异象中，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祂。祂的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不

能废去，也必不败坏，它不会像地上其他国度那样败坏。耶稣采用这个旧约用来表示弥赛亚的用词来称呼自

己。“人子”一词在新约中只是用来称呼耶稣基督，表明祂降卑的状态，以及祂被高举的状态。 
 

耶稣的降卑。新约指出“人子”在地上没有永久的住处（太八：20）。祂将要受苦（太十七：12）。祂会被出

卖、被处死，并且被埋葬（太二十六：24；十二：40）。可是，即使人子在降卑的时候也绝对不是一个普通

人。祂是安息日的主（太十二：8）。祂有赦罪的权柄（太九：6）。祂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

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二十：28），祂来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路十九：10）。 
 

耶稣被高举。新约指出“人子”必从死里复活（太十七：9）。祂成为了人的样式，祂必离开地上，回到天上

的父那里去，在荣耀里与众天使同在（徒一：9-11；太十六：27）。祂必坐在祂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太二

十五：31）。 
 

因此，“人子”同时也是“多受痛苦的人”（赛五十三：3）和“荣耀的主”（林前二：8）。耶稣对犹太人说

话的时候使用这个称呼，就能够逐步把自己显现出来，而不是一下子显现出来。如果祂称自己为“弥赛亚”，

祂的传道工作可能会突然停止。因此，众人渐渐也开始问道：“这人子是谁呢？”（约十二：34）。耶稣使用

这个用词作为对自己的称呼，藉此强调祂不是民族上的弥赛亚，正如犹太人所期望的那一位，而是整个世界的

救主（约四：42；提前四：10）。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引言。耶稣无意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一些属灵意义。相关的细节是指比喻故事中那些加强比喻的

中心思想、主题或教训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应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独立的属灵意义。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笔记。 
 

田主。他显然是一个富有的农夫，他雇用了几个仆人在他的田里工作，换句话说，撒种和照料植物，直到准备

收割的时候。显然，田主在收割期间会雇用其他专业收割者。比喻的解释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田主代表谁。因

此，它在这个比喻中不是相关的细节。然而，在这个故事里，田主撒好种在他的田里，并且打发收割的人去收

割。在比喻的解释中，耶稣基督是撒种的人，祂差遣祂的使者去收割。因此，田主同时也是撒种的人。田地是

祂的国度，祂在现今指示人去撒种，在祂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收割（参看太十六：18：“我建造我的教

会！”）。 
  

撒种的人。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太十三：37）。耶稣在祂的解释中指出，祂自己就是那撒种的。 
 

仇敌。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太十三：39）。耶稣在祂的解释中指出，仇敌是魔鬼。这仇敌把稗子撒在麦子

里，并不理会先前所作的工。这是在人们当中的一种蓄意破坏的行为，那些人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 
 

这个比喻描述魔鬼在夜晚“人睡觉的时候”行动。因为耶稣没有解释这个细节，所以它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

不是一个对主题信息有任何特定意义的相关细节。然而，约三：19-21 描述所有爱黑暗而不爱基督（世上的

光）的人怎样恨光，并不来就光，因为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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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种或麦子。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太十三：38）。在解释中，好种代表“天国之子”，换句话说，所有真正

的基督徒总合起来。福音的种子在这些人里面结出好果子（太十三：19，23），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

的救主和君王。他们是“义人”，他们已因信称义（太十三：43）。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后，他们在神的国里要

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稗子。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太十三：38）。在解释中，令人讨厌的稗子代表“那恶者之子”。他们是“一切

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太十三：41）。稗子不仅包括邪恶的人，也包括邪恶的灵、邪恶的计划、活动、节目

和邪恶的方案，它们都是在真正的基督徒中撒种的。正如真正的稗子带着对人和动物都有毒的真菌，这些恶

人、邪灵、节目和活动对真正的基督徒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破坏。它们和它们的绊脚石都要扔到地狱里去（太十

三：42；参看太二十五：41）。 
 

田主的仆人。耶稣没有解释仆人是谁。然而，他们在这个比喻的故事中是重要的，因为田主禁止他们在收割之

前从麦子中把稗子薅出来。相反，田主吩咐他们让稗子和麦子一同生长，直到收割的时候（太十三：28-
30）。他们显然包括神在地上的仆人。把稗子从麦子中分出来，并不是神的工人（如门徒、传福音的、牧师、

传道者、教师和其他基督徒）的任务。他们不许把稗子和麦子分开，因为这显然是收割的人在收割时的任务！ 
 

田地。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太十三：38）。在解释中，田地代表“世界”。以下三个事实必须牢记： 
 

• 第一。稗子撒在麦子里。 
耶稣不是说稗子是撒在麦子旁边或别的田地，而是说稗子是在同一片田地里撒在麦子当中！因此，耶稣心中想

到的，不是世上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混合在一起。更自然的想法是，在神的国里真基督徒与假基督徒混合在一

起，换句话说，在可见的基督教会、基督教组织和机构里，无论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这包括在基督徒的计

划、活动和计划中，以及在基督教会的会议、聚会、组织和机构中，撒但的谎言与基督的真理混合在一起。 
 

• 第二。这种在神的国里混合在一起的情况是一个奥秘。 
根据太十三：11，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也是“神国的奥秘”，耶稣向门徒显明这个奥秘（一个从未解释过的

事实）。明明截然不同的群体混合在一起，例如世上不敬虔和不义的非基督徒与敬虔和义的基督徒，这称不上

“神国的奥秘”（参看约壹三：4-15）。然而，“神国的奥秘”是神容让那些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传统上的

基督徒或文化上的基督徒）在同一个基督徒群体、组织和机构里像真正的基督徒一样聚会或工作，但没有让基

督徒总可以清楚地把他们区别出来！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尊重神这样的安排，当然要考虑到神所设立的管教的适

当界限。神这样安排是要给在神国里的不信者（名义上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最佳的机会去听基督信仰的信

息和观察基督徒的生活。 
 

• 第三。只有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稗子才与麦子分别出来。 
只有到了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名义上的基督徒（稗子）才与真正的基督徒（麦子）分别出来。只有到

了那时，耶稣基督才差遣祂的使者（收割的人）准确无误地把不信的人和信徒分别出来（参看太二十四：30-
31；二十五：31-33）。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必把一切引诱人犯罪的东西（绊脚石）和所有做不法

之事的人，从祂的国里聚集起来（挑出来）。在某意义上说，如果他们从前不是“在祂的国里”，他们根本就

无法“从祂的国里”聚集起来！尽管整个世界及其上的万民和万物都是基督的国度的一部分，祂以权能掌管一

切（参看太二十八：18），但不信的人（无论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和教会外所有恶人的内心和

生命显然没有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人们藉着福音和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被领进基督的国里（参看西

一：13）。 
 

虽然在基督教会和组织里那些名义上的基督徒似乎是基督国度的一员，但唯有耶稣基督才能看出他们的内心和

生命是否服在祂的权能统治之下（参看太二十二：10-11，14；约二：24-25）。因此，“在麦子里的稗子”代

表不信的人或表面上的信徒，在基督教会里与真信徒混合在一起（不只是在世界里）。神国目前的样式是名义

上的基督徒与真正的基督徒混合在一起。 
 

收割的时候和收割的人。“收割的时候”和“收割的人”都是相关的细节（太十三：39）。在解释中，收割的

时候代表世界末了的时候最后的审判，收割的人代表天使。收割的工作只属耶稣基督（太三：12；启十四：

14-16）。祂必亲自指示最后的审判。但祂会把这责任交托给祂的天使（太十三：41；二十四：30-31；二十

五：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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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很重要，必须留意，虽然“仆人”（在神国里的工人）在收割的时候来到之前无法分辨“稗子”和“麦

子”，但“收割的人”（天使）却能够做到！此外，还有一点要留意，稗子和麦子之间的分别只有在收割的时

候才明显地看到，那时稗子必与麦子分别出来！只有到了收割的时候，基督才把“山羊”和“绵羊” 分别出

来。只有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最后审判的时候，各人才能够知道谁是真正的基督徒，谁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太

二十五：32）！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基督徒早已知道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在教会以外、在这世上谁不是真

正的基督徒（约壹三：4-15），因为只有重生的基督徒才会口里承认（罗十：9-10）、在生命中结果子（太

七：16-20）。但在神的国里，换句话说，在可见的基督徒群体、组织和机构里，这区别肯定是不明显的（参

看太八：11-12；罗九：6）！ 
 

将稗子捆成捆留着烧。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太十三：42）。耶稣在祂的解释中说，它们要丢在火炉里（地

狱，参看启二十一：8），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在地狱里的“哀哭”与圣经中所有其他的哀哭是不同的。这

并不是以扫失去他的产业时的那种哀哭（创二十七：38）。这并不是人们在摩西死后为他居丧时的那种哀哭

（申三十四：8）。这并不是亚哈无法得偿所愿时的那种哀哭（王上二十一：1-6）。这种哀哭是无法得安慰

的；这是无尽的悲惨和永远的绝望。“切齿”表示极度痛苦和狂怒。 
 

麦子要收在主人的仓里。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太十三：43）。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重生的信徒就被招聚

进到处于目前样式的神国里（太三：11-12）。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必被招聚进到处于最终极和最

完美样式的神国里（太二十五：34）。在那里，他们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但十二：3），换句话说，神

的荣耀必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约壹三：2；林后三：18）！ 
 

神的国。这是这个比喻中最相关的细节（太十三：43）。这个比喻中所有其他细节都是描述神的国在基督第二

次降临之前在世上目前的样式。  
 

在这个比喻中，耶稣显明神的国在地上目前的样式包含两种人：恶人（不信的人、名义上的基督徒、传统上的

基督徒、文化上的基督徒）和义人（重生的基督徒），但没有人能够清楚地把他们区分出来。在这个比喻中，

“好种”并不是代表神国的福音（太二十四：14），“稗子”也并不是代表魔鬼和他的仆役所传的虚假福音

（林后十一：1-4）。“好种”和“稗子”并不是代表信息，而是代表人！“田”不是泛指世界，也不是指在

当中有这两种信息传扬；它是指世界上特定的领域，在当中这两群人混合在一起，而且没有人能够清楚地把他

们区分出来！“稗子”代表一群人，他们撒在重生的基督徒当中，甚至重生的基督徒也无法清楚地把自己和名

义上的基督徒区分出来！ 
 

因此，“田”不只是单单代表 “世界”，意指“地上”的意思而言，即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生活在一起的地

上，并且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田”代表神的国目前的阶段，名义上的基督徒

（传统上的基督徒、文化上的基督徒）和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混合在一起，而且难以把两者区分出来。稗

子在麦子里的比喻象征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神国目前的阶段，而不是象征基督第二次降临、最后审判（收

割）之后，神国最终极和最完美的阶段。 
 

“教会”（希腊文：ekklésia）和“神的国”（希腊文：basileia tou theou）这两个词大概不是完全等同的。

“教会”是由一群承认自己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组成，不管他们的认信是否真实（人无法看透彼此的内心，认清

他们是否已经重生）。然而，“神的国”在目前的阶段包括人，以及领域，如组织、机构、文化等，在当中基

督的统治是公开承认的（对基督徒而言），也不是公开承认的（对非基督徒而言），虽然非基督徒不愿意承认

基督的统治，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受基督所统治。只有在稗子在麦子里的比喻和撒网的比喻中，“教会”和

“神的国”这两个词的意义是非常接近的。在这两个比喻中，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和名义上的基督徒（传

统上的基督徒、文化上的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只有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最后审判（收割）的时候才变得清晰可

见。 
 

到底是比喻，还是寓言？因为在这个比喻中许多细节都代表重要或相关的东西，所以这个比喻也接近一个寓

言。然而，太十三：24，36 称它为“一个比喻”。此外，这个比喻只有一个主要信息或一个中心点，就是耶

稣基督给祂的仆人的命令，在收割之前要存着忍耐，容让名义上的基督徒（稗子、山羊）与真正的基督徒（麦

子、绵羊）混合在一起，直等到基督和祂的天使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把他们区分出来。 
 

解释比喻的一个重要原则。比喻不是寓言，比喻不可以被寓言化！过去曾有些基督徒将比喻寓言化。举例说： 
 

教父奥古斯丁（主后 354-430 年）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寓言化如下。“那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人”就是

亚当。强盗代表魔鬼和他的使者。“祭司和利未人”代表律法和众先知。“好撒玛利亚人”代表基督。“客

店”代表教会。“二钱银子”代表给现在和将来的生命的应许！奥古斯丁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解释为一个寓

言，而不是一个比喻！他的解释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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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赫里索斯托姆（主后 347-407 年）将稗子在麦子里的比喻寓言化如下。“稗子”代表异端份子。魔鬼的诡

计的特征是试图把真理和谬误混淆，使他可以欺骗和迷惑人。赫里索斯托姆正确地应用了这个比喻，他说：

“基督徒不可杀害异端份子”。异端份子（分门结党的人）必须警戒过两次（多三：9-10），然后逐出教会

（林前五：12-13），也不要接他们到基督徒的家里（约贰 10）。 
 

解释比喻的原则。耶稣基督给稗子在麦子里的比喻中的几个细节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但这个事实并不代表基

督徒有权给其他比喻故事中的每个细节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事实上，比喻只传达了一个主要信息。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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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要信息，表明一个要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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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太十三：14-43 中，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教导有关“神国里的两种人”。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神的仆人对于真正的基督徒与名义上的基督徒在神国里目前在地上显现的样式混

合在一起的情况必须存着忍耐。”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强调，基督徒并没有责任去把“好的”（真正的、重生

的）基督徒和“坏的”（虚假的、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区分出来。基督徒和基督徒领袖必须容让他们一同成

长、一同生活、一同作工，直到审判的日子。那时，耶稣基督和祂的天使必将他们分别出来。 
 

对名义上的基督徒存着忍耐，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神国的工人不应急于把以下的人赶出他们的群体或

教会。他们不应赶走那些并非恒常跟从基督的人。他们不应赶走那些尚未归信的人。他们也不应赶走那些仍然

表现出一些奇怪和不成熟的信念和行为模式的人。 
 

神国的工人必须作出分辨，对于他们中间“不完全”的人到底需要施行教会的管教，还是需要显出慈爱和怜

悯。如果有会众不肯为已知的严重罪行悔改，他们就应当施行教会的管教，换句话说，他们应当遵循圣经的指

引来警告、谴责、纠正会众，如果有必要的话，把他们逐出教会。 
 

然而，神国的工人对于那些参加教会聚会的挂名基督徒（传统上的基督徒、文化上的基督徒）应当存着忍耐。

他们不要试图判断在教会中谁是“好种”和谁是“稗子”。相反，他们应该努力赢得人们的心，使他们相信耶

稣基督。基督徒工人可以根据其他基督徒生命中已知的罪采取行动。然而，他们不可表现得自己就是神，仿佛
知道谁是真正重生的、谁不是真正重生的。唯有耶稣基督拥有这特权（约三：3-8；太二十五：31-46）。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引言。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较。然而，在所有比喻中找到的真理，在圣经中其他经文也有教导相似或

相对的真理。可尝试找出最重要的参考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比喻。总要以圣经直接明确的教导来检视比喻的解

释。 
探索和讨论。下列各段经文的教导与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笔记。 
 

 (1) 这个比喻与撒种的人的比喻作比较。 
阅读太十三：36 和路八：9。把这两段经文互相作比较之下，这两个比喻不可能是按着时间顺序讲述的，太十

三：3-9 中的比喻也不可能是紧接着太十三：24-30 中的比喻。耶稣对众人讲述了这些比喻之后，就进了房子，

祂的门徒在那里请祂把这些比喻讲解给他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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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种的人的比喻与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之处。相似之处方面，这两个比喻都提

到撒种的人、田地、种子和收割。不同之处方面，在第一个比喻里，魔鬼把好种子夺去；在第二个比喻里，他

把稗子撒在麦子里。有时候，撒但公然反对神的道，把神的道从人那里夺去。但有时候，他渗入真正属神的人

当中，为要荼毒他们的心。在第一个比喻中，所有种子都是好的，但在第二个比喻中，稗子出现在麦子中间。

在第一个比喻中，重点在于人内心不同的状态和态度对神的话语的领受。在第二个比喻中，重点在于对教会中

区分名义上的基督徒和真正的基督徒要有忍耐。 
 

 (2) 这个比喻与约壹三：4-15 作对比。 
阅读约壹三：4-15。约翰壹书强调的是一般活在世上的两类人：“神的儿女、从神生和行义的”和“魔鬼的儿

女、不行义的”。然而，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强调的是活在目前的样式的神国里（教会里）的两类人。在约

翰壹书中，世人的特征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但在太十三：24-30 中，在神国里（在教会里）的人的特征却无

法清楚地分辨出来。基督徒不可能分辨出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和那些表现得像基督徒的挂名基督徒、传统上和文

化上的基督徒。因此，仆人没有责任把稗子从麦子中拔出来。这两段经文强调的是神国里两个不同的方面。约

翰壹书强调世上的非基督徒与教会中重生的基督徒可以明显地区别出来，因为非基督徒仍然明显地活在罪中。

然而，太十三：24-30 强调在教会里名义上的基督徒与真正的基督徒是无法明显地区别出来的！ 
 

 (3) 这个比喻与撒网的比喻作对比。 
阅读太十三：47-50。“撒网的比喻”指出神的国在目前的样式招聚世上各种各样的人，只有到了基督第二次

降临、最后审判的时候，真正的基督徒才与所有其他人分别出来。它并不是将网里的好鱼与仍在海里的坏鱼作

对比，而是强调一个事实，就是在网里的好鱼与坏鱼一直混合在一起，直到捕鱼后把鱼分类的时候为止。因

此，撒网的比喻与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有相同的中心信息。这两个比喻都指出，基督徒和名义上的基督徒在

地上神国里目前的样式、在教会里、在基督教组织和机构里，一直混合在一起，直到他们在最后审判的日子分

门别类，彼此分别出来。 
 
 

6. 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或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知道什么或相信什么，祂教导我们要成为怎样

的人，或要做什么？ 
笔记。 
 

 (1) 主要信息。 
在太十三：14-43 中，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教导我们“在神的国里的两种人”。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神的仆人（教会的职员或领袖）对于真正的基督徒与名义上的基督徒在神国里目

前在地上的显现（样式）混合在一起的情况必须存着忍耐。”神的仆人必须容让在神国里（在教会里）所有人

都听到神的话语，并且一同成长，直到最后审判的日子，那时，耶稣基督和祂的天使必将两者分开，展开神国

在新地上最终的显现。 
 

 (2) 关于忍耐的教训。 
有时候，门徒太过急于把一些并非忠心（恒常、正式）跟从基督的人（路九：49-50）赶出他们的群体。有时

候，他们很轻易就向自己所属群体的其他门徒发怒（路二十二：24）。 
 

耶稣基督指出，如果参与基督徒聚会、组织和机构的人没有涉及任何严重的教义或行为问题，基督徒不可把他

们赶出去。基督徒应当对基督教会（基督的身体）里各种各样的基督徒存着忍耐，“也要向众人忍耐”（帖前

五：14）。 
 

判断谁是“好种”和谁是“稗子”的权柄必须留给审判者耶稣基督。这么说的意思是，基督并不是否决教会的

管教（太十八：15-18），而是将有智慧和忍耐的灵灌注给基督徒。当基督徒凭着爱心忍耐，教会的管教只会

变得更强，因为管教的主要目的，不是摧毁人的心灵，而是叫它得救（林前五：5）。 
  

 (3) 劝勉人要聆听。 
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耶稣在写给教会的七封书信的末尾，都重复了这句劝勉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

当听”（太十三：43）。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劝勉。若有人有耳可听，却塞住自己的耳朵不听神（基督）的话

语，他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来六：4-8；十：26-31）。如果他不领受神的话语，执意不听神的话语，他就犯

了不可饶恕的罪（来四：7；六：4-8；十：26-31）。“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至于死的罪”（约壹五：16-
17）。凡不是从神生的，并且故意持续犯罪的，就犯了不得赦免的罪（约壹三：6-9）（动词采用了现在进行
时态，因此它不是指：“犯罪的人”（参看约壹一：8 - 10），而是指“持续犯罪的”（约壹三：6-9）。耶稣

基督告诫祂的听众，要认真聆听祂的话，要相信祂，也要省察自己，看看自己是“好种”（神国的儿女），还

是“稗子”（魔鬼的儿女）（太十三：38）。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

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林后十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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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祷告（8 分钟）                                                      ［回应］ 

以祷告回应神的话语 
 

在小组中轮流作简短祷告，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建立教会，并且传扬神的国。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士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2) 罗一：17。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罗二：17-29。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记下笔记。 
6.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7. 更新你关于传扬神的国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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