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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附錄 1 
 
 

［耶穌的比喻］ 

解釋聖經中的比喻 
 

引言。在這個傳揚神的國的系列中，你將會有機會學習如何以正確的方式解釋、傳講和教導耶穌基督的比喻。

這些比喻已經歸類到有關神國的不同主題之下（參看手冊 9 至 12 的內容）。 
 

本附錄是有關比喻的教導。思考一下以下的問題：比喻是什麼？講述比喻的目的是什麼？比喻有什麼特徵？解

釋比喻的指引是什麼？ 
 
 

A. 比喻 
 

閱讀。太十三：31-32；約十五：1-6；結四：1-8。 
講授。“比喻”是一個含有屬天意義的世俗故事。它是透過一個反映真實生活的故事來說明的例證。它的目的

是教導人一個屬靈的真理或回答一個問題。耶穌是講述比喻的大師。祂使用世俗的故事給祂的聽眾指向天上的
事。祂使用常見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來闡明神國的奧秘，叫人面對他們的現實處境和更新的需要。 
 

比喻並不是歷史事件的記錄，但比喻中的故事必須是反映真實生活的。它描述在歷史上可能已發生的事情。它

局限於真實的事物（真確的事實）之上。它不會超出實際可能性的界限（太十三：31-32）。它與其他形象化

的對比是不同的，例如寓言（約十五：1-6）或預言性的象徵（結四：1-8），它們可能是反映真實生活的，也

可能不是反映真實生活的。 
 
 

B. 比喻的目的 
 

閱讀。太七：6；十：14-15，23，26-27；十三：10-17；可四：10-12；路八：10。 
探索和討論。耶穌為什麼講述比喻？ 
筆記。 
 

講述比喻的目的是使用世俗的故事來解釋屬天的真理。 
 

為什麼耶穌在撒種的人的比喻中說“神國的奧祕”只叫祂的門徒知道，不叫別人知道呢（路八：10）？耶穌是

否打算叫公眾對神的國一無所知呢？不是，這不可能是耶穌的意圖。耶穌希望祂所有的教訓，包括比喻，都能

公開地向全世界的人宣講。祂的意思並不是要把祂的比喻局限於一小群的門徒，因為祂命令祂的門徒要把神國

的真理在房上宣揚出來（太十：27），並且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太二十四：14）！ 
 

然而，向世上所有的人公開地宣講真理，並不表示所有人都渴望聽到或明白他們所聽到的！聽眾的態度是非常

重要的。耶穌講述比喻，是為了把真理向所有態度良好和願意回應的人顯明，並且把真理向所有態度惡劣和不

願回應的人隱藏。祂不想把聖物給“狗”撕碎，也不想把祂的珍珠丟給“猪”踐踏（太七：6）。聽眾是否明

白神國的奧秘取決於他們的態度。 
 

耶穌也指示祂的門徒，不要沒完沒了地向那些輕視福音的人傳福音。雖然門徒必須忍耐，但忍耐也有限度。到

了某一刻，當福音和耶穌的教訓所發出滿有恩慈的邀請不斷遭受拒絕的時候，傳好信息的使者便要離去，以作

懲罰。因此，耶穌指示祂的門徒，不要在那些拒絕他們的傳道和教訓的地方停留太久（太十：14）。不結果子

的無花果樹的比喻指出，神的忍耐雖然長久，卻不是永無止境的（路十三：1-9）。此外，使徒保羅和他的同

工也教導人，與那些嘲笑基督信仰的人持續在一起，對其他等待服侍的禾場並不公平（徒十三：45-46；十

八：5-6；羅十六：17-18；多三：10）。要謹記，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太九：37）。 
 
 

C. 比喻的特徵 
 

1. 比喻中可能含有的元素。  
 

閱讀。太十三：31-32；太十三：3-9，18-23；路十：25-37。 
探索和討論。比喻中可能含有哪些元素？ 
筆記。比喻可能含有三個元素。它們是背景、故事、解釋或應用。然而，聖經中的比喻可能只有其中一個或兩

個元素。舉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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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菜種的比喻只有故事。 
• 撒種的人的比喻含有故事和解釋。 
•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含有背景、故事和解釋。 

 

2. 比喻的三個元素。  
 

 (1) 比喻的背景。 
比喻的“背景”是指引致講述比喻的場合和情形。 
探索和討論。這些比喻有什麼背景？ 
筆記。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閱讀路十：25-29。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的背景如下。有一個猶太律法師向耶穌提出一

個問題，目的是要就着耶穌的話陷害祂。他問耶穌，人該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這個猶太律法師認為，人必

須遵守舊約的所有律法（包括六百一十三條由猶太宗教領袖加添在神的律法之上的人為律法），才可承受永

生。假如耶穌回答說，人必須遵守全律法，那個猶太律法師就會指出，耶穌和祂的門徒並沒有按猶太人的解釋

去遵守律法。 
 

然而，耶穌卻以另一個問題來回答他的問題：“律法上寫的是什麼？”“你念的是怎樣呢？”現在，那個律法

師被迫公開地表明自己的信仰，他說：“要愛主，也要愛你的鄰舍。”耶穌對這個人說：“你回答的是；你這

樣行，就必得永生。” 
 

這個人知道自己並不愛他所有的鄰舍，因此，為要在聽眾面前顯明自己有理，他問道：“誰是我的鄰舍呢？”

耶穌就用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來回答這個問題。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是耶穌對“誰是我的鄰舍？”這個問題的回

答。因此，這個比喻的背景就是“誰是我的鄰舍？”這個問題。 
 

失羊的比喻。閱讀路十五：3-7；太十八：12-14。失羊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和馬太福音中有不同的背景。這意味

着耶穌必定不止一次講述同一個比喻，但每次都是處於不同的背景，為要回答另一個問題或教導另一個屬靈的

真理。背景有助我們明白這個記載在不同福音書中的比喻。 
 

在路加福音中，失羊的比喻的背景是關乎神顧念失喪的人，如稅吏和公認的罪人。在馬太福音中，失羊的比喻

的背景是關乎神顧念孩子。這兩個比喻都指出，耶穌基督歡迎人進入祂的國。路加福音強調神與受鄙視的罪人

之間的關係，馬太福音則強調神與微不足道的孩子之間的關係！ 
 

 (2) 比喻的故事。 
探索和討論。比喻的故事有什麼特徵？ 
筆記。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閱讀路十：30-35。這個故事的目的是教導一個屬靈真理或回答一個問題。比喻的故事

總是“反映真實生活的”的。它只局限於歷史上可能已發生的實際事實和事件。它不會超出實際可能性的界

限。舉例說，那個故事講述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被強盜襲擊，最後得到一個撒瑪利亞人的幫助，這是

一個反映真實生活的故事，不時也確實發生。 
  

閱讀約十：1-18；亞五：1-4。比喻與其他形象化的對比是不同的，例如寓言（約十：1-18）或預言性的象徵

（亞五：1-4），它們可能是反映真實生活的，也可能不是反映真實生活的。比喻的故事不是奇幻的，也不會

使用預言性的象徵，如“飛行的書卷”。 
 

 (3) 比喻的解釋或應用。 
探索和討論。這些比喻的解釋或應用是什麼？ 
筆記。 
 
重價的珠子的比喻。閱讀太十三：44。耶穌沒有解釋或應用這個比喻。 
  

聰明和無知的工頭的比喻。閱讀太七：24，26。這個比喻的應用是，不要單單聽耶穌的話語，也要把它實踐出

來。要留意，耶穌並沒有給這個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賦予個別的含意。祂並沒有解釋“房子”、“磐石”、

“沙土”的含意，也沒有解釋“雨”、“水”、“風”的含意。 
 

在麥子裏的稗子的比喻。閱讀太十三：36-43。這個比喻的解釋是，神的國在目前的階段（樣式）是由好人和

壞人混合而成的。有些人是屬基督和事奉基督的，有些人是屬魔鬼和事奉魔鬼的。我們沒有責任去判斷一個人

（到底他們是否真正的基督徒）。我們也沒有責任把真正的信徒和所有其他人分別出來。在耶穌基督第二次降

臨的時候，祂必吩咐祂的天使把真正的信徒和所有其他人分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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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意，雖然耶穌在這個比喻中解釋了多於一個細節的含意，但祂在這個比喻中並沒有教導多於一個的主要教

訓。祂解釋了“兩個撒種的人”、“在麥子裏的稗子”、“收割的時候和收割的人”、“火燒的地方和倉裏”

的意思。然而，這一切細節只是為了解釋這個比喻中的一個主要教訓，就是稗子已經撒在麥子中間（換句話

說，在真正的信徒中間總是有不信的人）！ 
 
 

D. 解釋比喻的基本指引 
 

引言。當一個人在路上駕駛時，他必須遵守道路規則，否則他可能會遇到意外。有些道路規則是關於司機必須

在路的哪一邊行駛、最高的速度、轉彎或停車時必須作出的指示，等等。如果司機不遵守這些道路規則，就會

造成極大的傷害，甚至可能失去生命。 
 

同樣，當基督徒解釋聖經時，他們必須遵守解釋聖經的規則（詮釋學）。如果他們不遵守這些解釋的規則，就

會作出錯誤的教導，在屬靈上對神的子民造成極大的傷害。 
 

聖經中有幾種不同的文學體裁： 
• 歷史敘事（太一：18-25）、家譜（太一：1-17）、書信（腓利門書）。 
• 教訓（約十四：6）、命令（約十三：34-35）和禁令（太五：39；六：1，5，16，19，25；七：1，6）。 
• 不同種類的比喻手法，如明喻（賽五十三：6）、暗喻（詩二十三：1）、預表（來十：8-10；林前五：7-

8）和象徵（詩一一九：105；耶二十三：29）。 
• 詩歌（約伯記、詩篇和箴言）。 
• 耶穌的比喻。 
• 預言（以賽亞書和耶利米書） 
• 啟示文學（但以理書和啟示錄）。 

 

各種文學體裁都有自己一套的解釋規則。在本研讀中，我們會思想“解釋比喻的原則”。 
 

以下是解釋比喻的六個原則： 
 

原則 1。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第一個責任是理解本身的故事。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語來講述，比喻中的屬靈意義也是以此作為基礎。因此，

我們要研習故事的用詞，以及其文化和歷史背景的資料。 
 

探索和討論。故事中描述了什麼事情和事件，這些事情和事件在當時的日常生活中有什麼含意？ 
 

娶親的筵席的比喻。閱讀太二十二：1-14。在娶親的筵席的比喻中，以下是反映真實生活的故事的一部分：發

出多於一次的邀請是很常見的。對這些邀請所作的不同回應也是很真實的。東方君王經常對那些拒絕其邀請的

人施以嚴厲的懲罰。婚宴的禮堂高朋滿座是很常見的。在筵席中穿着特別的婚禮服飾是當時的習俗。 
 

因為人們沒有日曆或日記，所以會先發出一般的邀請，然後再個別召集那些被邀請的客人，這種做法在猶太人

當中並不罕見。正如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不是所有人都能夠赴宴或希望赴宴的。因此，人們要

麼要求豁免，要麼找藉口推卻。昔日，拒絕君王的邀請是非常無禮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那些拒絕

赴宴的人通常會被捉拿和殺害。許多人接受邀請，並參加婚宴。 
 

有歷史證據顯示，在近東，一個人若要進到君王面前，就必須穿君王贈送給他的長袍。因為大多數的賓客都是

來自社會低下階層，並沒有這樣的長袍，所以他們很可能在參加婚禮之前就獲贈一件長袍了。 
 

原則 2。觀察緊接的上下文，並確定比喻的元素。  
 

第二個責任是觀察比喻的上下文。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釋或應用”。比喻的

背景或指出講述比喻的場合，或描述講述比喻時的情形。比喻的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比喻的解釋

或應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後找到。 
 

探索和討論。下列每一個比喻的具體上下文是什麼？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閱讀路十：29。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中，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包括背景和應用。背景是

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人群中有人提出的。猶太律法師向耶穌提出一個問題：“誰是我的鄰舍？”耶穌就講述

了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耶穌所作的應用表明，講述這個比喻的目的，是要指出“我是誰的鄰舍？”而不是

“誰是我的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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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羊的比喻。閱讀路十五：1-2。在失羊的比喻中，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包括背景和解釋。背景是耶穌所作出的

觀察。耶穌留意到法利賽人對待人的態度。路加寫道：“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法利賽人和

文士私下議論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耶穌就講述了失羊的比喻，教導人神對稅吏和罪人

的態度。此外，耶穌所作的解釋也表明，講述這個比喻的目的，是要顯明若有一個罪人悔改，神也為他歡喜。 
 

鍥而不捨的寡婦的比喻。閱讀路十八：1。有時候，講述比喻的目的是明確地說明的，就如鍥而不捨的寡婦的

比喻那樣。路加寫道：“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耶穌講述鍥而不捨的寡婦的比喻，

是為了教導祂的門徒要堅定不移、滿有信心地禱告。 
 

葡萄園的工人的比喻。閱讀太二十：1-16。葡萄園的工人的比喻以“因為”一詞作為開始，表明這個比喻與上

一章（太十九：16-30）所記載那個年輕、富有的官的背景相關。此外，耶穌對這個比喻的應用，跟祂對彼得

所提出的問題的應用是一樣的，彼得問耶穌，他撇下所有的跟從耶穌，將來會得到什麼（太二十：16 和十

九：27，30）。對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和“自己渴望得到的東西”，先雇和後雇的工人的態度（太二十：

9-10），以及那個年輕、富有的官和使徒彼得的態度（太十九：21，27，29），使這兩段經文聯繫起來。這個

比喻的主要信息或中心思想，是對任何太在意自己將會從耶穌基督那裏得到什麼作為獎賞的人（就如彼得）的

一個嚴厲警告。 
 

原則 3。找出比喻中相關和不相關的細節。  
 

第三個責任是找出比喻故事中哪些細節是相關的，以及哪些細節與教導的目的無關。我們要小心謹慎，不要給

比喻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賦予獨立的屬靈意義。首先從相關的細節當中確定比喻的中心真理或主要信息。然

後確定比喻中哪些其他細節對加強這個主要信息至關重要。 
 

 (1) 確定該經文到底是歷史事件、寓言，還是比喻。 
這對於找出相關的細節有重大的影響。 
 

到底是歷史事件，還是比喻？ 
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的比喻。閱讀路十六：19-31。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的比喻到底是歷史

事件的描述，還是比喻呢？ 
- 如果這是一個用來說明某個真理的歷史事件的記錄，那麼每個細節就各有含意了。這樣，財主在地獄裏受苦

時能夠與亞伯拉罕交談，這個事實就告訴我們更多關於人在地獄裏的實際情況了。可是，財主下地獄和討飯的

上天堂這個事實雖然是嚴肅的事情，卻可能沒有任何屬靈上或神學上的含義。 
- 然而，如果這是一個比喻，那麼，財主下地獄和討飯的上天堂這個事實就是一個重要的細節。它是比喻的中

心要點或主要信息。 
 

它的背景表明這是一個比喻，不是一個歷史事件。它的背景與前一個比喻──聰明的管家的比喻是相同的：耶

穌當面斥責法利賽人貪愛錢財（路十六：1，19）。財主天天奢華宴樂，討飯的想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

碎充飢，這些細節都是重要的細節，因為它們加強了所討論的重點，進一步指出利用財富為未來做準備。這個

比喻的中心要點或主要信息是要指出“財主生前在世上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後果，是無法在他死後逆轉過來

的”。 
 

到底是寓言，還是比喻？ 
閱讀約十五：1-17 和太十三：3-23。 
葡萄樹和枝子。“寓言”是一個引申的對比，寓言中的幾個元素代表幾個真理。舉例說，約十五：1-17 包含一

個寓言。栽培的人代表父神，葡萄樹代表耶穌，結果子的枝子代表真正的基督徒，不結果子的枝子代表從未成

為真正基督徒的人，等等。這個寓言不是說耶穌實際上是一棵有樹枝和葡萄的葡萄樹。這意味着耶穌與人之間

的關係可以比作一棵葡萄樹與它的枝子。 
 

然而，我們不要試圖解釋象徵的每一個特徵。“結果子的枝子”代表真正的基督徒。然而，“不結果子的枝

子”並不意味着這些枝子以前曾經結果子，換句話說，它們並不代表重生的基督徒，後來卻離棄了信仰。這樣

的結論與耶穌在約十：28（以及保羅在腓一：6）中的明確教導相矛盾！這個寓言清楚地告訴我們，“那些被

砍下並扔在火裏的枝子”代表那些從來沒有結過果子的人，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與基督建立親密的關係。他們從

來沒有成為真正的信徒，他們所謂的“在基督內的關係”可能是從傳統繼承下來的，也可能是從文化得來的，

但仍然只是外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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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這個寓言並不是說重生的基督徒可能再次失去他們的救恩。它是說名義上的基督徒不結果子，而重生的

基督徒必結出許多果子。因此，寓言有幾個元素可作比較，但比喻只有一個中心要點、一個主要信息。 
 

撒種的人的比喻。“比喻”是反映真實生活的故事，但寓言不一定是這樣的。雖然兩者都可能有一個中心主

題，但比喻旨在闡明一個基本觀點，而寓言旨在教導多個相關甚或不相關的真理。撒種的人似乎是一個寓言，

因為基督解釋四種土壤的時候，祂幾乎對故事中的每一點都作出屬靈的應用：“種子”代表聖經的信息、“飛

鳥”代表魔鬼、“硬土”代表剛硬的心，等等。然而，這個故事不是一個寓言，而是一個比喻，因為緊接着的

上下文（解釋）清楚地表明一個單一主題，就是：“一個人一生的結果取決於他對神的話語所作的回應。一個

人對神的話語所作的回應取決於他內心的狀態或態度。”耶穌故意在撒種的人的比喻中設計了許多細節來加強

這個中心信息。 
 

 (2) 把比喻當作寓言。 
基督徒是否應該把比喻寓言化，換句話說，把比喻當作寓言，並且給比喻中的每一個細節賦予不同的屬靈意

義？因為早期的基督徒不知道如何解釋比喻，所以有些人把比喻寓言化，從比喻中的細節找出各種特別的意

義。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閱讀路十：25-37。在以下的例子中，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被寓言化了：“那個從耶路

撒冷下耶利哥的人”代表亞當，或人因不順服而犯罪墮落的教義。“耶路撒冷”代表樂園或天堂，“耶利哥”

則代表世界。“強盜”代表強大的敵人或魔鬼，或基督降世以前的假先知。亞當被造後因魔鬼和他的使者的攻

擊而犯罪墮落。“傷處”代表不順服和罪惡。“剝去他的衣裳的人”代表人失去了不敗壞和不朽壞的狀態，也

失去了他所有的美德。他處於“半死”的狀態，因為雖然他的靈魂是不朽壞的，他的人性卻是死的。“祭司和

利未人”代表舊約的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無法拯救墮落的世人。當然，“好撒瑪利亞人”代表耶穌基督。

祂來拯救墮落的世人。“酒”代表神的話語，能教導和糾正人，“油”則代表慈愛、憐憫或憐恤的教義。

“驢”代表基督的身體，把人帶到教會那裏去。“客店”代表教會，“店主”代表使徒和他們的繼承者，就如

主教和教會中的其他職位。“二錢銀子”代表相信聖父和聖子，或聖經中的兩約，或對神和鄰舍的愛。耶穌獻

上自己的身體，死在十字架上，為要拯救墮落的世人，並且建立教會，作為保護信徒的地方，直至耶穌第二次

降臨。“好撒馬利亞人承諾他必回來，償還所有的費用”代表基督第二次降臨。 
 

這就是教父俄利根（主後 185 - 254 年）所作的解釋。他認為這個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有特定的意義。儘管

耶穌實際上已親自解釋了這個比喻，但俄利根卻作出自己的解釋。俄利根得出這一切妙想，顯然他根本不明白

這個比喻。如果俄利根曾經根據這個比喻的背景和解釋或應用去研讀這個比喻，他根本不會得出這樣的解釋！ 
 

結論：基督徒不應把比喻寓言化，換句話說，把比喻當作寓言，並且給比喻中的每一個細節賦予不同的意義。 
 

 (3) 確定哪些細節是相關的。 
相關的細節是那些加強主題或中心信息的細節。這些真理可以解釋和應用。 
 

失落的兒子的比喻。閱讀路十五：11-32。“那個父親待在家裏，沒有去尋找兒子”，這個事實是無關緊要的

細節，因為耶穌並不是要指出，天父不去尋找失喪的罪人。祂在前面的兩個比喻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然而，

“父親切切地等待，跑去迎接他的兒子，充滿喜樂，並且熱切地接納他”，這些都是相關和重要的細節，因為

它們加強了中心要點，就是顯明天父對失喪的人的態度。 
 

 (4) 確定哪些細節是不相關的。 
雖然比喻中的所有細節對比喻的故事都具有意義，但並不是所有細節對比喻的信息都具有意義。耶穌無意給比

喻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賦予一些屬靈意義。那些與比喻的信息無關的細節應該識別出來，並放在一旁。 
  

無用的僕人的比喻。閱讀路十七：7-10。基督是要認可奴僕制度嗎？祂是否提出勞資關係的原則呢？抑或祂要

指出被視為慷慨、恩慈和有禮的行為？這個比喻的背景（路十七：3-4）包含耶穌對於責備一個犯罪的弟兄的

指示，以及當他悔改的時候要饒恕他。這個比喻的中心要點或主要信息是，基督徒做正確的事並不值得稱許。

故事中的其他細節與這個中心目的無關，不需作進一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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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4。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第四個責任是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比喻的“主要信息”可以在解釋或應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

到。 
我們可以從耶穌基督解釋或應用比喻的方式知道應當如何解釋那個比喻。一個比喻通常只有一個主題、一個重

要的信息，或一個中心教訓。因此，我們不要嘗試從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尋找屬靈真理，而是要尋找一個主要

的教訓。 
 

探索和討論。以下每一個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 
筆記。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閱讀路十：25-29。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基督徒是否應該把這個比

喻寓言化，換句話說，給比喻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賦予不同的屬靈意義？若是這樣，這個比喻似乎是以象徵性的

語言來講述神的救贖歷史（參看上述有關俄利根所作的解釋），而不是教導一個主要的教訓了。不是的，基督

徒不應把比喻寓言化。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的歷史背景表明，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是耶穌給以下這個問題的答

案：“誰是我的鄰舍？”或這麼說更好：“我是誰的鄰舍？”或“我在什麼時候是別人的鄰舍？” 
 

撒種的人的比喻。閱讀太十三：3-9。撒種的人的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這個比喻不是關乎撒種的人（傳道

者）的責任——他要在何處和怎樣撒下神的話語？撒種的人的比喻並沒有暗示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會對所

傳講的福音作出回應，並因而得救。這種寓言化的解釋超越了耶穌親自作的解釋。耶穌的解釋表明，這個比喻

不是關乎撒下神的話語的人的責任，而是關乎領受神的話語的人的責任。這個比喻是一個關乎領受者的內心狀

態或態度的比喻。耶穌指出，聽道的人要對他們如何對神的話語作出反應（回應）負責。主要的信息是“一個

人一生的結果取決於他對神的話語所作的回應。一個人對神的話語所作的回應取決於他內心的狀態或態度。”

因此，基督徒同工可以預期，人們對他們所傳講的福音和聖經教導會有不同的回應。 
 

聰明的管家的比喻。閱讀路十六：1-13。聰明的管家的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耶穌是教導基督徒要像這個管

家那樣不誠實（不義）嗎？祂是教導祂的門徒要利用別人為自己圖謀利益嗎？不是。故事的中心要點可以在第

8 節找到，第 9 節中故事的應用與這個中心要點直接相關。耶穌基督讚揚的，並不是這個管家的不誠實行為，

而是他敏銳的遠見。門徒應當運用他們現有的資源來計劃他們的未來，就像這個管家一樣！這個比喻的主要信

息是“一個敏銳、明智和聰明的人會運用他當前的世俗途徑去預備他在天上的永恆祝福”。 
 

原則 5。將比喻與聖經中相似和相對的經文作比較。  
 

第五個責任是找出最重要的參考經文來幫助我們解釋比喻。 
每個比喻中的真理，在聖經中的其他經文也有教導相似或相對的真理。因此，總要以聖經直接明確的教導來檢

視比喻的解釋。 
 

 (1) 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較。 
十錠銀子的比喻（路十九：11-27）。那個貴冑把相同數目的錢各自交給他的十個僕人，然而，當他回來的時

候，發現有些人所賺的比其他人多，他就給他們不同的賞賜。 
 

才幹的比喻（太二十五：14-30）。有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把不同數目的銀子交給他的三個僕人。但他回來

的時候，卻給他的忠心僕人相同的賞賜。 
 

葡萄園的工人的比喻（太二十：1-16）。園主在一天的不同時間雇用工人，但到了一天的結束時，卻給他們相
同的報酬。 
 

這些比喻的中心主題都是：要為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作好準備。因為人人都要為神所託付給他管理的一切向神

交賬。 
 

 (2) 然而，每個比喻都教導不同的真理。 
十錠銀子的比喻教導我們，更忠心的僕人將來會有更大的責任託付給他。不同程度的忠心和殷勤會帶來不同程
度的賞賜。 

才幹的比喻教導我們，賞賜並不是以僕人因獲得不同的機會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成就作為基礎的。 
 

葡萄園的工人的比喻教導我們，主必賞賜凡到祂那裏的人，無論他們認識祂或服事祂有多久。賞賜包括了永

生，這並不取決於你成為基督徒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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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6。只將基督信仰的教導建基於聖經中清楚明確的經文。  
 

第六個責任是只將基督信仰的教導或教義建基於聖經中清楚明確的經文，換句話說，建基於聖經的命令、禁令

和清楚明確的教導。比喻不應成為基督信仰教義的主要來源和基礎。已確立的基督信仰教義可以透過比喻來加

以說明或進一步印證。然而，不可用比喻來建立新的基督信仰教義。釋經的次序一直公認為先解釋字面的含

意，然後才解釋形象化的含意，先解釋較清晰的內容，然後才解釋較模糊的內容。因此，總要以聖經直接明確

的教導來檢視比喻的解釋。 
 

在麥子裏的稗子的比喻。閱讀太十三：24-30，36-43。當耶穌解釋了一個比喻，這個解釋可以像所有其他清楚

明確的教導一樣用來建立基督信仰的教義。舉例說，在麥子裏的稗子的比喻在太十三：36-43 中解釋了，這個

解釋可以用來建立基督信仰的教義。 
 

然而，一般來說，比喻中的形象化語言並不宜用來建立基督信仰的教義。舉例說，在麥子裏的稗子的比喻教導

我們，神的國裏（或基督教會裏）混雜着不同的人。神的國裏（或教會裏）既有重生的基督徒，也有名義上的

基督徒（傳統上或文化上的基督徒）。 
 

可是，這個比喻無法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 應該一視同仁的用水給每個人（“天國之子”和“惡者之子”）施洗（因為他們已經在教會裏了）。 
• 不應嘗試去判斷申請加入教會的人。 
• 無論會友犯了多麼嚴重的罪，都不應受到管教。 

有關誰可以成為會友、誰應當受洗，以及犯了罪的會友應當如何受管教等基督信仰教義，必須以聖經中其他清

楚明確的教導作為基礎（太二十八：19；十八：15-18）。 
 

失落的兒子的比喻。閱讀路十五：11-32。另一個例子。這個比喻教導我們，神接納悔改的罪人。然而，這個

比喻並沒有教導我們，一個罪人只需要對他的過失表示悔意，但不需要接受耶穌基督所獻的贖罪祭。有關贖罪

和救贖的基督信仰教義，必須以聖經中其他更清楚明確的教導作為基礎（羅三：21-26）。 
 

因此，一般來說，我們不會使用比喻來建立教導或教義，而是以它們來印證和加強聖經其他地方所教導的真

理。 
 
  

E. 習作 
 
 (1) 熟記解釋比喻的六個基本指引。 
 
 (2) 確定下列比喻的背景，以及解釋或應用： 
答案可在括號內的經文中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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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