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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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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下二，五，六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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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二，五，六和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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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罗三：28 

 
两人一组复习。 
(5) 罗三：28。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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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在地里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 
 

太十三：44 中的“藏在地里的宝贝的比喻” 
和太十三：45-46 中的“重价的珠子” 是关于 

进入神国的代价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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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藏在地里的宝贝的比喻 
 

阅读太十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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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描述有一个人在地里挖掘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藏在地里的宝贝。这个故事没有告诉我们宝贝是谁埋

藏的，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宝贝埋藏在那里。但由于战争和盗贼的缘故，人们往往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收

藏他们的贵重物品。因此，有时候有人会把他的一部分或所有的贵重财物放在一个箱子里，然后埋藏在地里的

某个地方。这个人可能已经死了，但没有把宝藏的事告诉任何人。 
 

现在，这块地归别人所有了。挖掘的人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这宝藏。这个故事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在一块不属

于自己所有的土地上挖掘。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以佃户的身分租用了这块地。这个人不想偷这宝藏。他

意识到若要获得这宝藏的合法拥有权，就必须先拥有这块土地。于是，他再把宝贝藏起来。然后他去变卖一切

所有的，好让他买这块地。他一点也不介意要付上他一切所有的，他很高兴可以拥有这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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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36-43。 
耶稣解释了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之后，就马上讲述这个比喻。因此，我们断定这个比喻不是对众人说的，而

只是对门徒说的。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显明，而不是隐藏（参看太十三：10-13）！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十三：44。 
 

 (3)解释或应用。 
耶稣没有解释这个比喻。因此，这个比喻必须根据故事本身和上下文来解释。（参看 C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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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国。一般来说，神的国就是神的国度或统治，是超乎万民和万物之上，并且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的（诗二十

四：1；一四五：13）。具体来说，神的国是神藉着耶稣基督所立的国度或统治（太二十八：18）。神的国是

建基于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徒二：36），并且藉着圣灵把救赎工作在信徒的生命中实现出来（罗十四：

17）。信徒在心里承认神的国（路十七：20-21），并且在他们的生命中活出来。神的国从四方面以可见的方

式彰显出来：自始至终在信徒身上所成就的救赎工作（可十：25-26）、信徒在地上所建立合一的教会（太十

六：18-19）、信徒在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善行（影响）（太二十五：34-40），以及最后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时那得赎的宇宙或新天新地（林前十五：24-26）。 
 

因此，当一个人得救，成为基督徒群体（家庭团契或家庭教会）的活跃成员，并且在神国里众多事工中的一项

事工服事，神的国就显现出来了。每当耶稣说“神的国好像……”，祂是要指出现今神在地上统治的时期发生

什么事情，以及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神的统治的终极阶段展开的时候，必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最后审判的

日子，这些比喻所描述的事件必定已发生。这意味着活在今天的人也包括在这些比喻所描述的事件中！耶稣基

督所说的每一个比喻在今天也有信息给你和我！！！ 
 

宝贝。宝贝在这个比喻中是重要的细节，因为它代表神的国和它无法估量的价值。 
 

地。有些解经者说“地”代表圣经，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读圣经并不是发现神国的唯一途径！举例说，使徒

保罗不是透过读圣经发现神国的。当神引领一个罪人发现神的国或救恩，祂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法。

因此，“地”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不应给这个细节赋予任何特殊的含意。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中心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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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一个主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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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十三：44 中，藏在地里的宝贝的比喻是一个关于“进入神国的代价”的比喻。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神的国是极珍贵的宝贝，以致得着的人愿意放弃任何可能妨碍他得到它的东

西。”  
 

进入神的国极有价值，值得牺牲一切。地里的宝贝的价值，远超过买那块地所付的代价。“神的国”是指神在

基督徒心里和生命中的统治。“进入神的国”的意思是藉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可十：24-26；徒十

六：31），并因此顺服神在人生命中满有权能的统治。得着或进入神的国，远比一个人所拥有或所做的事更有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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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神的国是耶稣论到神国的教训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它对于得救是绝对必要的。真正属于神国的人愿意进

入神的国，换句话说，把自己和自己的整个生命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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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文如何说明发现和进入神的国？ 
笔记。  
 

约一：45-51。当腓力告诉拿但业他们已经找到弥赛亚的时候，拿但业就发现神国的宝藏了。拿但业起初感到

怀疑和困惑，并不相信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来。腓力向他发出挑战，叫他“来看看”。当耶稣对拿但业说，腓

力还没有招呼他的时候，他一直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他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了。拿但业放下他的怀疑和困惑，

为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对他来说，这就是进入神国的代价。 
 

约四：1-40。当耶稣在井旁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她就发现神国的宝藏了。首先，她试图透过转移话题来

回避那显露她罪恶生命的真理。然而，当耶稣对她说祂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她再也无法逃避她实实在在的罪恶

生命。撒玛利亚妇人放下她怕被人发现的恐惧和对过去罪恶的羞愧，为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对她来说，

这就是进入神国的代价。 
 

约九章。当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在耶稣医治他的眼瞎时，就发现神国的宝藏了。首先，他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会

堂的成员。犹太人推测，他瞎眼是因为他犯了罪，或他的父母犯了罪。然而，当耶稣说他瞎眼是要在他身上显

出神的作为来，他就知道耶稣是世上的光。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情愿被赶出会堂，并且被本国的宗教领袖当众羞
辱，为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对他来说，这就是进入神国的代价。 
 

徒九：1-19；腓三：7-9。 
当使徒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就发现神国的宝藏了。首先，保罗逼迫基督徒，把他们囚在监

里；他们被杀，他也出名定案。但当他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邪恶的罪人，也意识到耶稣

基督确实是弥赛亚和世界的救主。使徒保罗愿意立刻放弃他在以色列作为法利赛人，甚至可能是公会成员的崇
高地位，为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他不再逼迫基督徒，却站在耶稣基督那一边，向自己的同胞和许多人宣

讲福音。对他来说，这就是进入神国的代价。 
 

徒十六：25-34。当腓立比监牢的禁卒看见地大震动使监门全开了的时候，就发现神国的宝藏了。首先，他想

要自杀，但当他发现没有任何囚犯逃走了，他就想知道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禁卒愿意立即做正确的事情，并
且公然为囚犯洗伤口，照顾他们的需要，为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对他来说，这就是进入神国的代价。 
 
 

B. 重价的珠子的比喻 
 

阅读太十三：45-46。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 
 

这里描述一个买卖人正在寻找最好的珠子。珠子是珍贵的财宝。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买得起。尤其是来自波斯

湾或印度洋的珠子，价格是极其昂贵的，远远超出一般人的购买力。这个买卖人对他至今能买到的珠子并不满

意。于是他到处寻找最好的珠子。最后，他成功找到了。他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买卖人想拥有这颗珠子。于

是，他买了这颗珠子。但他必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才可以买这颗珠子。 
 
 



 
© 2016 “空中门训” 门徒训练手册 9       第 11 课：藏在地里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 4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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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36-43。 
耶稣解释了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之后，就马上讲述这个比喻。因此，我们断定这个比喻不是对众人说的，而

只是对门徒说的。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显明，而不是隐藏（参看太十三：10-13）！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十三：45-46。 
 

 (3) 解释或应用。 
耶稣没有解释这个比喻。因此，这个比喻必须根据故事本身和上下文来解释。（参看 C 部分）。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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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珠子的买卖人。“买卖人”在这个比喻中是重要的细节，因为他代表一个努力寻求神国的人。他代表任何

努力追求生命中至高美善的人，当他找到了，就愿意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为要得到它。 
 

珠子。“珠子”代表神的国，以及其无法估量的价值。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根据其他经文的教导，“珠子”

代表神圣和非常宝贵的东西。举例说，在太七：6，耶稣警告祂的听众“不要把他们的珍珠丢在猪前（也就是

那些不珍视珍珠的人），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他们。”耶稣教导人，若有人坚持拒绝他们所传有关耶

稣基督王权的福音，就不要把他们所传的福音浪费在那些人身上（太十：14-15，23）。保罗警告教会，不要

任命不合资格的人作长老（提前三：1-7）。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太十三：45-46 中，重价的珠子的比喻是一个关于“进入神国的代价”的比喻。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神的国是极珍贵的财宝，以致得着的人愿意放弃任何与之相违的东西。” 
 

进入神的国极有价值，值得牺牲一切。这颗重价的珠子的价值，远超过买卖人所拥有的一切。“神的国”是指

是承认神在心里和生命中的王权或主权是至高的美善。“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

外’。”（诗十六：2）。“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诗七十

三：25）。“进入神的国”的意思是藉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并因此顺服神在人生命中满有权能的统治。 
 

进入神的国是耶稣论到神国的教训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它对于得救是绝对必要的。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为了顺

服基督而放弃必须放弃的一切，并将自己献给祂。他们就藉此进入神的国。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探索和讨论。这些经文如何说明发现和进入神的国？ 
笔记。 
 

可十：17-27。这个年轻的财主努力遵守神的全律法，却不知道当作什么事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当耶稣告诉他

要变卖他所有的，并分给穷人，才可以成为耶稣的跟从者，他就转身离耶稣而去了。这个年轻的财主不愿意舍
弃他极多的产业，这就成为拦阻他作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障碍。因此，“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

难哪！” 
 

徒八：26-38。这位埃提阿伯的官长途跋涉、几经艰辛和危险，从埃提阿伯来到耶路撒冷敬拜永活神。他努力

不倦的在圣经中寻找，终于发现了神国最珍贵的珠子。他正在念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腓利就从这段经文开

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他就信了。这位政府官员为了阅读这本教他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的圣经，甘愿拿
自己作政治领袖的高位来冒险。对他来说，这就是进入神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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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十：1-5，30-36。百夫长哥尼流努力不倦的从旧约的宗教中寻找，终于发现了神国最珍贵的珠子。他常常祷

告，又赒济穷人。当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里向他和他的亲属密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位百夫
长领受圣经的信息，为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甘愿拿自己作军事领袖的高位来冒险。对他来说，这就是进

入神国的代价。 
 

徒十六：14。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努力不倦的从旧约的宗教中寻找，终于发现了神国最珍贵的珠子。她坐

在城外的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那时保罗和他的同伴开始对她和在那里聚集的妇女讲道。主就开导她的心，叫

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位女商人为了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甘愿拿自己的生意来冒险。对她来说，这就

是进入神国的代价。 
 

徒十七：10-12。当那些在庇哩亚归信了犹太教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彼此热切地讨论在旧约中的新约信息时，他

们就发现了神国最珍贵的珠子。保罗把神的道传给他们，之后他们就天天查考圣经，一连几天也是如此，要看

看保罗所说的道是否真确。当他们发现那是真的，就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些犹太会堂的成员，无论男女，为了
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甘愿冒着被犹太宗教领袖及其同胞迫害的危险。对这些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来

说，这就是进入神国的代价。 
 
 

C. 总结有关进入神国的代价的比喻的主要教导 
 

讨论。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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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地里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这两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神的国是极珍

贵的宝贝，为了得着它，一个人必须愿意放弃一切所有（以及一切的拦阻）。”进入神国的代价，就是愿意放

弃任何可能妨碍人得到它的东西，或放弃任何与之相违的东西。人的骄傲、野心、财产、人际关系或活动，都

可能成为人进入神国的拦阻。如何这些东西有任何一件成为拦阻，就要把它丢弃了（参看路九：57-62；十

四：25-33）！进入神的国并不是一件轻易或廉价的事。神付上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作为代价，为要使

人得救。因此，对基督徒来说，进入神的国绝不是一件廉价的事（参看可八：31-38！）。 
 

 (2) 发现、得着或进入神的国是最重要的事。对人来说，寻求神的国是最优先要做的事（太六：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然而，这两个比喻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藏在地里的宝贝的比喻”强调对于那些没有寻找就发现和得着救恩
的人来说，救恩是珍贵得无法估量的！“重价的珠子的比喻”强调对于那些经过寻找而发现和得着救恩的人来
说，救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无论一个人是出乎意料地发现神的国或救恩，还是经过努力寻求之后而发现，

最重要的是领受神的国！ 
 

如果你还未发现神的国，现在就开始寻找吧！如果你寻找神的国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现在就进去吧！“当信

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神的国比你所拥有的一切或你所作的一切更宝贵。那些知道宝贝藏在哪里的

人欢欢喜喜的把它藏起来，为了得着它而放弃一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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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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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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地里的宝贝的比喻”和“重价的珠子”。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撒下十一，十二，十三和二十四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罗马书的五节经文。(1) 罗一：16，(2) 罗一：17，(3) 罗二：5， (4) 罗二：

15，(5) 罗三：28。 
5.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罗三：2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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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