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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附錄 2 
 

［耶穌的比喻］ 
耶穌的所有比喻列表 

 

本概要包含五十六個比喻。 
太=馬太福音，可=馬可福音，路=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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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簡介 
 

1.  解釋比喻（附錄 1） 
比喻的定義、目的和特徵。解釋比喻的方

法。 
 

關於神國的本質的比喻 
 

2.  建立神的國 
把壯士捆住（第 1 課） 
 太十二：22-37；可三：22-30；路十

一：14-23 
 

3.  神國裏神的話語 
撒種的人（第 3 課） 
 太十三：3-23；可四：3-20；路八：4-

15 
 

4.  神國的使者 
凶惡的園戶（第 5 課） 
 太二十一：33-41；可十二：1-9；路二

十：9-16 
 

5.  神國裏的兩種人 
在麥子裏的稗子（第 7 課） 
 太十三：24-30 ，36-43 

 

6.  神國漸長 
種子暗地裏生長（第 9 課） 
 可四：26-29 
麵酵（第 9 課） 
 太十三：33；路十三：20 
芥菜種（第 9課） 
 太十三：31-32；可四：30-32；路十

三：18-19 
 

關於進入神的國的比喻 
 

7.  進入神國的代價 
藏在地裏的寶貝（第 11課） 
 太十三：44 
重價的珠子（第 11 課） 
 太十三：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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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進入神國的條件 
窄門（附錄 4） 
 太七：13-14 
娶親的筵席（第 13 課） 
 太二十二：1-14 
大筵席（附錄 4） 
 路十四：15-24 

 

9.  進入神國的責任 
坐在街市上的孩童（附錄 5） 
 太十一：16-19；路七：31-35 
分辨天色的徵兆（附錄 5） 
 太十六：1-4；路十二：54-56 

   

    
兩個兒子 （第 15 課） 
 太二十一：28-32 
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第 15課） 
 路十三：1-9 
撒網（附錄 5）  
 太十三：47-50 

 

10.在神國裏神如何看待那失落的 
失羊（附錄 6） 
 太十八：12-14 
失羊（第 17 課） 
 路十五：1-7 
失錢（附錄 6） 
 路十五：8-10  
失落的兒子 （第 17 課） 
 路十五：11-32 

 

關於活在神國裏的比喻 
 

11. 在神國裏向外湧流（能看見）的愛 
回到屋裏的污鬼 （附錄 7） 
 太十二：43-45；路十一：24-26 
兩個欠債的人（附錄 7） 
 路七：40-50 
好撒瑪利亞人 （第 19課） 
 路十：29-37 

 

12.神國裏的謙卑 
預留的座位（第 21 課） 
 路十四：7-14 
法利賽人與稅吏（第 21課） 
 路十八：9-14 

 

13.神國裏的饒恕 
被告人 （附錄 8） 
 太五：25-26 
不憐恤人的僕人 （第 23 課） 
 太十八：23-35 

 

國度手冊 11   （18 個） 
 

 14.在神國裏遵行神的話語 
瞎子領瞎子 （第 25 課） 
 太十五：1-20；路六：39-42 
聰明和無知的工頭 （第 25 課） 
 太七：24-27；路六：47-49 

 

15.在神國裏的禁食 
新郎、修補的衣服和裝酒的皮袋 （第 27
課） 
 太九：14-17；可二：18-22；路五：33-

39 
 

16.在神國裏懇切禱告 
祈求的兒子（附錄 9） 
 太七：7-11；路十一：9-13 
請求的朋友（第 29 課） 
 路十一：5-10 
鍥而不捨的寡婦 （第 29 課） 
 路十八：1-8 

 

17.在神國裏作見證 
醫生與病人 （第 31 課） 
 太九：9-13；可二：13-17；路五：27-

32 
世上的鹽和世上的光 （第 31課） 
 太五：13-16 
家主（附錄 10） 
 太十三：51-52 
工人與莊稼（附錄 10） 
 太九：35-38 

 

18.在神國裏使人作門徒 
輕率的建造者（第 33 課） 
 路十四：28-30 
魯莽的 王（第 33 課） 
 路十四：31-33 
手扶着犁（附錄 11） 
 路九：61-62 

 

19.在神國裏世俗的財物 
無知的財主 （第 35 課） 
 路十二：13-21 
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第 35
課） 
 路十六：19-31 

 

關於在神國裏服事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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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神國裏作管家 
聰明的管家 （第 37 課） 
 路十六：1-13 

 

21.在神國裏的服事 
無用的僕人 （第 39 課） 
 路十七：7-10 
忠心和不忠心的僕人 （附錄 14） 
 太二十四：45-51；路十二：42-46 

 

22.在神國裏的賞賜 
葡萄園的工人 （第 41課） 
 太二十：1-16 
才幹 （第 43 課） 
 太二十五：14-30 
十錠銀子 （附錄 15） 
 路十九：11-27 

 

23. 在神國裏的儆醒 
發嫩長葉的無花果樹 （附錄 16） 
 太二十四：32-35 
十個童女 （第 45 課） 
 太二十五：1-13 
儆醒的僕人 （附錄 16） 
 路十二：35-40 

 

24. 在神國裏的審判 
綿羊和山羊 （第 47 課） 
 太二十五：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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