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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附录 5 
 

［耶稣的比喻］ 
1. 坐在街市上的孩童、 

2. 分辨天色的征兆 
和 3. 撒网 

 

太十一：16-19 中的“坐在街市上的孩童的比喻”、 

太十六：1-4 中的“分辨天色的征兆的比喻” 

和太十三：47-50 中的“撒网的比喻”是关于 

进入神国的责任的比喻。 
 
 

A. 坐在街市上的孩童 
 

阅读太十一：16-19 和路七：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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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市。在街市上没有生意的日子里，特别是孩童会聚集在宽阔的地方玩游戏。这情况在世界各地都十分普遍。 
 

游戏和争吵。这个故事描述一群孩童想要一起玩耍，却无功而返。对于玩哪个游戏，总是有其他孩童对任何建

议都作出反对！当一些孩童提出建议，举例说，他们提议玩一个欢乐的游戏，如吹笛子和跳舞，另一群孩童便

反对这个提议。当他们提出另一个建议，提议玩一个悲伤的游戏，如举哀和哭泣，同样另一群孩童又抵制这个

提议。因此，孩童们互相埋怨和争吵，指责对方不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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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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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7-15 或在路七：24-30。 
耶稣谈到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的重要性，并且指出约翰得不到以色列人的回应。起初，约翰受到百姓热情的接

待（太三：5-7）。约翰向人传道，指出人必须离开他们的恶道，也要结出果子来，以表明他们真心悔改。一

般来说，许多百姓从世界各地来到，他们都同意神对义的要求。他们回转归向神，接受约翰给他们用水施洗，

表明他们同意神对义的要求。可是，有许多法利赛人和文士，以及他们的跟随者，都不接受神的救赎计划，因

为他们不愿意接受约翰的洗（路七：29-30）。耶稣讲述这个比喻，因为人们就是这样摇摆不定、反复无常。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十一：16-17 或在路七：31-32。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在太十一：18-19 或在路七：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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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没有给任何细节赋予任何特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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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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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一：16-19 和路七：31-32 中的坐在街市上的孩童的比喻教导我们有关“进入神国的责任”。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一个人必须停止幼稚的行为，并且开始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耶稣在太十八：1-5 中告诉人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祂在太十一：16-19 中却责备人们“幼稚的行为”。当

他们拒绝神（耶稣）满有智慧的教导时，他们不宽容的态度和不断作出批评，都是幼稚和愚不可及的。 
 

社会上一般人（甚至坏人）都承认神的行事方式（赦免凡悔改和相信救主的人）是正确的，因此接受了约翰给

他们用水施洗。然而，犹太宗教领袖拒绝接受神的旨意和计划（叫人藉着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因此

他们没有受约翰的洗（路七：29-30）。 
 

个人责任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不再作幼稚的行为，而是承担个人责任去悔改、相信

神，并且进入神的国（参看可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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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林前三：1-4；来五：11 至六：3。 
探索和讨论。这些经文的教导与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笔记。两段经文都指出了不成熟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幼稚行为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各方面显明出来： 
• 为一些建基于人类观点和教会传统、却不是单单以神的话语作为基础的宗教信念而争吵 
• 分裂成不同的宗派，却不在基督的身体里保持合一 
• 表现得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 
• 仍然依赖属灵领袖（牧者）来获得灵粮，而不是学会养活自己。 
• 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分辨善恶，以及分辨真理和谬误。 

在这两段经文中，哥林多的基督徒和希伯来基督徒仍然没有负上责任，对自己的生命、决定、选择、灵性成长

和行为负责！ 
 
  

6. 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教导或信息（教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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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负责任和反复不一的行为受到谴责。 
耶稣说那些批评祂的人（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是幼稚的。他们轻佻浮躁，做事既不负责任又反复不一。他们从

来都不积极，而且从来都不满足。起初，他们对约翰充满热情，对于他的俭朴、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以及呼

吁人悔改，也没有加以挑剔。 
 

后来，他们却批评约翰，说他太过苛刻，他的信息也太过严厉，又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他们说约翰不爱交际，

却谴责耶稣太爱交际，因为他们认为祂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路七：33-34）。耶稣说

这些绝对不公平和尖酸刻薄的批评和不宽容的态度是没有好结果的，因为最终神的真理必得胜！ 
 

(2) 智慧是以她自己的行为来证明是对的。 
马太明明地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译按：《新汉语译本》圣经译作“智慧以自己的行为显为义

了”）（太十一：19），而路加明明地说：“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是”（译按：《新汉语译本》圣经译作“智

慧从所有智慧之子身上显为义了”）（路七：35）。这两种表达方式所表明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两种表达方式

的意思都是：“任何行为（“她的行为”）的智慧，都是透过它在那些让自己被这智慧引导的人（“她的儿

女”）的内心和生命中所成就的事来证明是对的。”马太强调“有智慧的行为”，路加则强调“那些让自己被

这智慧引导的人”。 
 

马太说施洗约翰的智慧在于他坚持人要悔改归信，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太三：2，8）。耶稣的智慧

在于祂给每个听到福音的人带来得救的盼望和医治（太十一：4-6）。这些行动的智慧可以从这些行动对人们

的生命所带来的影响看到。约翰和耶稣的行动（传道工作）都是完完全全透过“她所有的儿女”（也就是那些

让自己被智慧引导的人）的心里和生命中所成就的事来证明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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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犹太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彼此为了犹太律法的定义（以及由拉比加上的六百一十三条规条）

（安息日、禁食、割礼、公开祷告、饮食规条，什一奉献，等等）而陷入吹毛求疵的争论，但他们对于施洗约

翰和耶稣所传讲有关为罪悔改和生命改变的教训却毫无反应。因此，他们无法进入神的国（他们无法得救）。 
 

相反，因为百姓，甚至税吏，对施洗约翰和耶稣所传的道作出回应，他们有许多人得以进入神的国（路七：

29-30）。 
 
 

B. 分辨天色的征兆 
 

阅读太十六：1-4 和路十二：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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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相当普通。世界各地的人都透过观察天色来预测天气：今天到底会下雨，还是阳光普照。在以色列，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善于分辨天色的征兆。他们知道，当晚上天发红，这意味着云层已经向西面的海洋飘

去，第二天会天气晴朗。他们又知道，当早晨天发红，又被乌云笼罩，这意味着云层从西面的海洋飘过来，那

天可能会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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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1。 
以色列的宗教和政治领袖越来越反对耶稣基督和祂的传道工作。耶稣一直宣讲福音，又医治病人，不但在以色

列本地，在邻近的外邦地区，如推罗和西顿，也这样行（太十五：21-22）。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来试探耶稣。

他们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希望并预期祂会失败，使祂因此在众人面前丧失信誉。他们大概听到祂所行的神

迹，喂饱一大群饥饿的人，又在加利利海的东岸治好残疾的人（太十五：29-39）。 
 

要求从天上显个神迹。正如太十二：38 所说，他们不相信耶稣的神迹“是表明祂是神所差来的标记”。他们

无法明明地否认祂非凡的神迹，但他们竭力说服自己那只是一种魔法，耶稣是透过撒但的力量施行神迹的。他

们认为耶稣所施行的这些神迹不过是“地上的神迹”。他们希望祂“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对于从天上

来的神迹，他们可能想到以下的例子： 
• 吗哪，他们认为是摩西使吗哪从天上降下来的（约六：30-32） 
• 日头和月亮因约书亚的祷告而停留（书十：12-14） 
• 在底波拉和巴拉的日子，星宿从天上为以色列争战（士五：20） 
• 在撒母耳的日子，使非利士人惊乱的雷声（撒上七：10） 
• 在以利亚的日子，神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水和尘土（王上十八：30-40）。 
这些仇敌认为耶稣还没有显出这种“从天上来的神迹”。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十六：2-3。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太十六：3-4。 
 

这时候的神迹。耶稣向他们指出，他们留意“天上的气色”（不断变化的天气状况），过于留意“这时候的神

迹”（希腊文：sémaia tón kairón）。在这里，“时候”这个词不只是用来表示时间的长短、过去、现在和将

来，而是指一些特殊的事件标志着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以色列的领袖只专注于小事。他们对于无关紧要

的天色征兆就了如指掌，对于重要的时代神迹却一无所知。“这时候的神迹”是特别的神迹，它们标志着神救

赎世人的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时候的神迹包括： 
• 律法和先知书中的“旧约时代的影儿”藉着“新约时代的形体”应验了（西二：16-17） 
• 旧约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藉着“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临”应验了 
• 弥赛亚的时代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安舒的日子”开始，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神复兴万物的时候”

（徒三：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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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宗教领袖所诠释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律法规条”已被“启示的真理和恩典的大能”取代了（约一：

17）。 
    

因此，“这时候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祂带着爱、恩典和真理来寻找失丧的人。祂藉着大能行了各种各

样的神迹。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认不出“墙上所写的字”（但五：5，24-28）。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了那些

人为、且往往是愚昧的规条（犹太宗教领袖所诠释的礼仪律法）的定义而争论不休，这些日子都要过去了，并

且福音必广传，直至充满遍地（赛十一：9；耶三十一：34）！ 
 

约拿的神迹。耶稣唯一要给以色列人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太十二：38-42 解释这个神迹。“约拿三

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犹太人和罗马政府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

祂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叫所有政府和他们的跟随者永远惊惶！耶稣唯一要给以色列民的神迹，就是祂的受死

和复活！ 
 

圣经没有表明这三日三夜实际上是如何计算的。有些基督徒尝试用这一点来证明耶稣死了整整三天，每天二十

四小时，因此，祂是在星期四下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而不是在星期五下午。但这个理论并不正确。 
• 第一。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不是在星期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而是在星期五下午，并且在星期日清

晨复活。希腊文“paraskeué”原文的意思是为安息日“作预备”（在星期五），也就是犹太人安息日（在

星期六）的前一日。这个字在现代希腊文中仍然是“星期五”的意思（可十五：42；路二十三：55-56；约

十九：42）。 
• 第二。在他们看来，“整整三天”意味着耶稣只可能在星期日下午复活。可是，耶稣在星期日清晨就复活

了。 
• 第三。斯四：16 和五：1 所说的“三昼三夜”不可能是指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整整三天。“一日一夜”这个

表达方式是一个时间单位，表示一天的一部分，或一夜的一部分。犹太人把一天的一部分算为一天，也把

一夜的一部分算为一夜。结论：根据犹太人使用这些用词的方式，这意味着耶稣在坟墓里度过了第一天

（星期五）的一部分、第二天（星期六）的一整天，以及第三天（星期日）的一部分。这事件以后，耶稣

多次预言祂将会在“第三天”复活（太十六：21；十七：22-23；二十：18-19）！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教导。这个故事只是应用部分的引言，应用部分才是这个比喻中唯一重要的细节（太十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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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十六：1-4 中的分辨天色的征兆的比喻教导我们有关“进入神国的责任”。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一个人不可只是察看那些无关紧要的天色征兆，而是要开始察看那些标志着神救

赎世人的历史上一个新时代开始的特别神迹！”这些神迹包括： 
• 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当时祂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 带来旧约影儿所指向的形体 
• 基督第一次降临，当时祂宣告了救赎和审判 
• 教导真理、施怜悯、赐下恩典，并且行神迹 

祂藉着这时候的神迹展开了新约时代！围绕着耶稣的重大事件，特别是祂的受死和复活，是何等伟大和重要的

神迹，人们应当注意它们，并且作出回应。 
 

个人的责任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不再察看那些次要的标记（战争、饥荒、地震、迫

害、被万民恨恶、背弃信仰、许多假先知/假宗教起来、罪恶增多，以及爱心渐渐冷淡）（太二十四：6-12），

以及向万国宣告耶稣基督的王权。相反，他们察看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神迹（基督第一次降临，祂应验了预

言，带来影儿所指向的形体，向万国宣告耶稣基督以及祂的国的信息（太二十四：14），以及祂受死，并且在

第三天复活，这证明神已经接纳祂的赎罪祭——简而言之：祂要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大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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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探索和讨论。这些经文的教导与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1) 看看活的先祖的神。 
阅读太二十二：23-33。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因此，他们也不接受耶稣论到自己三日后从死里复活

的预言。然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耶稣以另一个方式给他们证明，从死里复活的事必定发生。虽然亚伯

拉罕和他的后代（的肉身）在许多年前已经死了，但神仍然称自己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神

乃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这不但证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灵（或灵魂）是活的，并且与神同

在，也证明神将来必叫他们的身体复活！ 
 

(2) 看看圣经中的弥赛亚。 
阅读约五：39-47。犹太人查考旧约圣经，因为他们以为可以藉此得永生。然而，把人引到永生的，并不是查

考圣经，而是遵行圣经所说的话。圣经论到耶稣基督，也指出人要到祂那里去得永生。在最后审判的日子，摩

西和别的先知必责备犹太人不相信圣经和不遵行圣经！ 
 
 

6. 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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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件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将人类历史分成两部

分：它结束了旧约时代的预言和影儿，并且开始了新约时代的应验和形体。这件重大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给法利

赛人的唯一神迹，他们商议要杀害耶稣，他们也不相信祂会复活。这件重大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给撒都该人的唯

一神迹，他们甚至不相信身体复活。 
 
 

C. 撒网 
 

阅读太十三：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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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在任何有捕鱼业的地方都很常见。鱼网同时捕获到好鱼和坏鱼。但之后当他们把网拉到岸上

时，好鱼和坏鱼就分别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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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36-51。 
这个比喻的背景跟在麦子里的稗子、藏在地里的宝贝、重价的珠子的比喻的背景是相同的。这些比喻都只是讲

给门徒听的，不是向众人说的。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十三：47-48。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太十三：49-50。 
这个比喻讲述在神国目前显现的样式中的混杂情况。真正的基督徒和虚假的基督徒不得不一同生活和工作，直

到最后审判的日子。基督在祂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必差遣祂的使者，从信徒中把不信的人分别出来、从义人中把

恶人分别出来、从真正的基督徒中把虚假的基督徒分别出来。不信的和作恶的人必被扔在地狱里受刑罚。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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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没有给这个故事的任何细节赋予任何特别的意义。用来捕鱼的“网”并没有加以解释，但它是门徒得人如

得鱼的写照（路五：10）。从好鱼中把坏鱼“挑出来”是最后审判的写照，正如耶稣自己在太十三：50 中所

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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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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十三：47-50 中的撒网的比喻，不但教导我们有关“在神国里的两种人”，也教导我们有关“进入神国的责

任”。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最后的审判是不可撤销的，也是决定性的。那时候，坏人

要从好人当中分别出来。” 
 
 

这个主要信息与太十三：41-43 中的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的主要信息是相关的。那里的重点是：在神国目前

在地上显现的样式中，真正的基督徒和名义上的基督徒是混合在一起的，直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对于这情况

必须保持忍耐。这里的重点是：最后的审判是绝对确定的，是不可撤销的，也是决定性的，那时候，名义上的

基督徒必定从真正的基督徒当中分别出来！ 
 

耶稣教导祂的门徒，要警告人们最后的审判将要临到。祂指出由于将要来的审判是不可撤销的，也是决定性

的，所以他们必须让人们谨记，神国是何等宝贵，必须在此时此地就得着神的国！ 
 

个人的责任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考虑到最后审判的确定性和决定性，认真的人不可再拖延，必须作出

个人和负责任的决定，要进入神的国。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教导。撒网的比喻的解释和应用，与在麦子里的稗子的比喻的解释和应用尤其相似。在神国目前显现的样式

中，好人和坏人是混合在一起的。只有到了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们才会分别出来。 
 
 

6. 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教导或信息（教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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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审判是不可撤销的，也是无可避免的！耶稣基督不断地强调，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一旦祂作出了宣判，

末后的判决便成为定局（太八：12；十三：4；十三：50；二十五：10；二十五：30；二十五：46；路十七：

26-37）。因此，祂劝告各方的人要悔改（太四：17；九：13），也劝勉他们要常常儆醒（太二十五：13）。

与此同时，这与耶稣基督对所有的人都怀着深切同情之心是协调一致的（太九：35-38；十一：28-30；十四：

13-18；十五：32；二十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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