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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我们现在要看第十三章，在这儿我们将会看到许多关于天国

奥秘的比喻。在这么多比喻中多少可以找出一个共同点。 

许多年前当我还在神学院时念书时，我有一位非常好，非常

有学问的教授，他告诉我们这些神学生，如果我们没有三十

年以上的牧会经验，最好不要随便讲有关比喻的信息，当时

我实在不以为然，虽然现在我是够资格讲比喻了。但是想到

自己以前没有听教授的劝告，而讲了许多有关比喻的信息，

还怪教授为什么这么说。然而经过这么多年在主里的经历，

我对比喻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可是我仍然不敢说我完全了解了，今晚当我看着这些比喻，

我还是不敢在你们面前那么肯定，那么信心十足的说：这就

是耶稣的意思，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所学到和我所相信的，

因我还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长进，我也不一定能担保以后

我所讲的会不会跟现在一样。坦白的说我认为自己不是完全

了解这些比喻，我相信还是有许多我需要了解，需要学习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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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

里聚集，祂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马太福音

13:1-2) 

这时候祂是坐着的，祂准备好了要教导众人的姿势，这跟祂

在山上对门徒们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形成了对比，祂是面对

门徒讲登山宝训，可是现在祂是在一艘小船上，对着岸上的

众人说话。祂对他们说的许多教训都是用比喻说的。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

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

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

棘长起来，把它们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

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

听(马太福音 13:3-9) 

现在让我们先跳到第 18节，看看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

在这里因为耶稣做了解说，所以我们可以明白。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

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

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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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

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

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

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

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马太福音 13:18-23) 

路加也告诉过我们这个比喻，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首先他

告诉我们土地就是指世界，那撒种的人就是人子，种子是神

的话，撒种的人是人子耶稣基督。 

神的话像种子一般的被撒到世界上来，有一些掉到路旁，鸟

啄去了。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鸟就是魔鬼。撒但很快

的就把神的话从人的心里夺了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立

刻拒绝，没有什么反应，因为神的话没有生根，也没有起什

么作用。 

第二类是那些听了神的话就欢喜领受的人。他们真是兴奋极

了，情绪上有极大的激动，但是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

时的。当试探、迫害来的时候，因为没有根，所以就都跌倒

了。他们从来没有在真理上扎根，没有好好地认真学习，他

们在信心的功课上一点儿都没有基础。 



4 of 18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第三类型也是很可惜的，我想也是我们最需要对付的，就是

掉在荆棘里的这一类。神的话已经在他们生命里开始成长，

可是荆棘也跟着一齐长。荆棘最后把成长的生命挤掉了，以

至于无法结果实。所谓荆棘，就是顾念世界上的事、欺诈钱

财、以及各式各样的欲望。这在许多人身上可以看到。为什

么我们的生命不能为主结出应该结出的果子呢？原因是我

们允许自己被世上的事所缠累，如钱财的欲望，把我们生命

中该为主结的果子挤住了，以至于无法结出果子来。当我们

看自己的生命时，结果看到自己没有结出主期望我们结出的

果子。 

所以我特别要警惕这第三类型的土地，我们要注意不要因为

世上的思虑，金钱的迷惑，使得神的话不能在我们身上结果

子。 

在圣经里有一些字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是不变的，这就是固

定不变律，这对比喻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祂属灵的含

意，所以，解经学的神学词组被用来解释经文，就好象有一

个字一直在一段话里出现，他代表一个特定的意思，所以当

这个字在别的经文出现时，仍然代表相同的意思；换句话说，

在这里土地代表世界，所以在所有的比喻中土地就代表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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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种子就是神的话；当比喻中提到撒种的时候，就表示把

神的话种下去。所以了解一个字或是一个词，他真正属灵的

含意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当你读到这些比喻的时候，就会扭

曲了他的原意。所以你必须了解真实的含意，否则你就会把

意思完全弄错了。 

耶稣说完这段话，问题就来了。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马太福音 13:10) 

显然耶稣在这儿开始用了一个新的教导方式，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

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

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

听见了 (马太福音 13:11-16) 



6 of 18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呢？在这里要留意了，很多人只看字面

就说，嗯，祂是故意隐瞒真理，故意掩饰事实，只让祂自己

的门徒了解。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用比喻的另一个理由，就

是要说明一个真理。当一个人听不懂，看不明白时，你就要

用讲故事的方式，用他们熟悉的事务来使他们明白，你用故

事来举例说明你要讲的真理，他们才会了解。 

当耳沉的人来听，他们总是好象耳朵被塞住了似的。而以讲

故事的方式却是很吸引人的，而且能够从说故事这个方式，

一层一层的把真理揭露出来，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平行并

进的形式。比喻就是举例说明。它不是隐藏真理，而是从这

种方式中，可以将真理启示出来；这可以使听的人注意力集

中。当一位好的演说家发现听众开始不耐烦的时候，他会说：

“现在让我来说个故事”所有的人就醒了：“喔，要说故事

了”“我们要听故事”。 

现在你们晓得吸引注意力的方法，也知道举例说明真理的方

法的微妙，下面你们就要看到了。虽然他们也许闭上了眼睛，

也许他们不想要看，但是突然间他们看到了。 

这情形发生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当耶稣用一些比喻去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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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他们，他们会突然觉得：哦！不对啊！祂是在说我们啊。

他们才察觉到祂用比喻在指责他们。可是祂起先只是在说故

事，说着说着，他们发觉这故事是冲着他们来的。真理当然

就出来了。当然他们察觉到的时候会生气。嘿！祂使我们掉

进这个比喻的圈套里了，也用这比喻把我们一网打尽。因为

他们耳沉听不见、眼瞎看不见、也因为他们的态度，所以耶

稣就换了方式，把真理事实启示出来。 

耶稣不是要隐藏真理事实，不让人知道，祂乃是要把真理启

示给人。但是如果人们不愿意马上接受，祂就要举例说明，

用类似的情形表达出真理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祂开始使用

比喻的原因。 

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马太福音

13:17)。 

然后祂就解释撒种的比喻给他们听。 

在 24节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象人撒好种在田里；及

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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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13:24-25) 

这种子被撒下了，但是那确定是坏种子。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

‘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么？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

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么？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

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了人说，先

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马太福音 13:26-30) 

现在耶稣开始要把天国启示给我们看，因为教会都不完全，

所以不能代表天国，若你以为天国是在教会中形成的，那是

错误的，不是真的，那是假的。因为在麦子里会有稗子，有

些种子会掉在石头地上，掉在荆棘中间，也有些是不结果子

的种子。至于那些不结果子的种子仍然比稗子好。 

今天在教会中也有一些不好的人，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那些

人是错的，神让麦子跟稗子一起长。神现在不把它们除去，

反而让他们跟着一起长，直到收成的时候，祂会把稗子收集

起来丢到火里烧掉，那些麦子则收到谷仓里去。在神的国度



9 of 18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里，会有仇敌所种的坏种子，神也知道，今天在教会里也有

许多不相信基督的人，他们是基督的仇敌。 

我至今始终无法明白现今国内许多站讲台的人，不信圣经是

神的灵启示的话。那么他们是根据什么教导人呢？如果他们

不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为什么要站在讲台上呢？如果他们

不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那他用甚么教导人呢？这就是麦子

和稗子一起生长的道理了。 

我很烦那些每次当你发表一篇文章时，总会遭到争议，总有

些无聊，自以为是的神学家，发表贬损别人人格的言论，反

对那些传福音及那些热爱基督的人。还有某某博士或是哪个

教会的牧师宣称那些只是一些年轻人流行的时尚，在传来传

去。我实在不能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主说：让他们长。

要是我，我就不会让他们一起长。我说：把它们除去，清干

净。但是神有祂的理由。主也在这里警告我们。 

这里， 

祂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象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

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

菜都大，(马太福音 13: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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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草本植物都是很小的，所以可以养在你的窗台上，

在这么多的草本植物里面，芥菜是最大的。芥菜可以长得讲

台这么高。芥菜在所有的草本植物里是长得最大的。 

但是耶稣特别说到这芥菜种： 

且成了树，（这是不正常的)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马

太福音 13:32)。” 

有些解经家说这个比喻是说天国是由小开始，耶稣的事工也

是由祂的十二位门徒开始的，藉由他们所传的福音，影响世

界各地，借着四处传播，好象一棵大树，大到连空中的飞鸟

也在树上筑巢。福音的影响就好象芥菜种，从微小的开始直

到长成大树：这样许多的问题就来了。 

由属灵固定不变的律来看，鸟代表什么呢？他们就是那把种

子啄掉，使种子无法生根，无法生长的恶者。根据这个属灵

固定不变的律，鸟总是代表坏的，邪恶的。所以跟前面许多

比喻一样，祂指出在天国成长的麦子里是会有稗子的。祂只

是更进一步的举例说明，天国就好象芥菜种长的超乎正常的

大，大到不正常，因为他长的比原本该长的还要大。 

真正的天国…让我这么说，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世



11 of 18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界顾问教会”是一棵野芥 

菜种，长的超乎寻常的高大。那是一棵怪树，天堂中所有的

鸟都要栖息在这棵树的树枝上。如果你能想到任何邪恶的点

子，就可以通知他们，他们会很高兴的来为你完成。可是我

相信那正是耶稣警告我们的，有一群这样超大势力的人在教

会，但是他们不能代表真正天国的公义，反而会成了各样邪

恶目的的掩护所，正如今天有许多教会成了许多邪恶势力的

掩护所一样。如果你读了这个月的读者文摘，对我讲的有关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世界顾问教会”还有疑问的

话，如果那些报导不能使你的血液沸腾的话，你的灵里就是

死的。 

这里， 

祂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象面酵，有妇人拿来，藏

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 13:33) 

这里又有两种解释，第一、天国就好象是面酵，你只要用一

点点面酵，就可以发一团新面，然后再从上次发的面里拿出

一点点放到另一团新面里，从旧面团里拿出来的这一点点老

面是有扩散发酵能力的，若是放在三斗面里，可以使一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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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起来。 

教会中也是这样，开始是小小的，由少数的人组成，慢慢的

就发展大了，以至于对全世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们的教

导会影响教会的走向，这个影响最后会渗透，扩散，并影响

到全世界，虽然一开始是小小的，但是福音的攻效会渗透广

传到全世界。 

当我看到现今的世界，从教会所受到的深远的影响，凭良心

说，我没有办法喜乐。我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生病了，而且病

得越来越厉害。我对酵这个字的翻译觉得有困难，因为在经

文中，酵这个字总是指着罪而说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 16:6对祂的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

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保罗因为加拉

太的问题，所以写信给加拉太人，在加拉太书 5:9 说：一

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因着哥林多人中的乱伦关系又写

信告诉他们，在哥林多前书 5:7说：应当把旧酵除净；酵常

常被用来代表罪，代表邪恶，因为酵素是用来腐化，破坏的，

正如罪看起来很美，其实是把人整个都败坏了。它有能力破

坏、扩散，不一定会毁灭，但是可以破坏和侵蚀，渗透，扩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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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解释是耶稣用一系列的比喻，举例说明同样的真理，

也可以说，耶稣从头到尾都在做同样的警告：教会不可能是

完美无缺的，总会有邪恶的影响力进到教会，并且侵蚀渗透

到整个教会。 

这里我要提的是，在过去的教会历史中发生过的事，甚至到

今天连我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受巴比伦宗教，这块面酵

的影响。这是在康士坦丁时代由他这位酵头把异教和基督教

连起来，藉由异端的假日、庆典、仪式，把旧有巴比伦宗教

的神秘全带进教会混在一起。那团面酵把整团都发起来了。

到现在你还可以在教会中看得到那些巴比伦信仰留下来的

痕迹，甚至我们自己都还陷在里面，而不自知。我这么说是

因为我们还在庆祝圣诞节、复活节，那是从异端起头的，而

不是从基督徒来的，就是那团面酵使得整团都发起来。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

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

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

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将给我们听。

祂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马太福音 13: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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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有一个属灵的固定不变律， 

田地就是世界；（属灵的律)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

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

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

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做恶

的，从祂国里挑出来。(马太福音 13:38-41) 

他们会一起成长，教会中会有腐败的权势出现，从前教会历

史中就发生过这种令教会走向腐败，堕落的权势。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

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马太福音 13:42-43) 

这是很严肃的教导。 

“天国好象宝贝藏在地理，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

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马太福音 13:44) 

两个解释：第一，天国是荣耀的，好象宝贝。当你发现他，

哎呀，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东西为要得到这宝贝，买这块地，

可以得到地里所藏的宝贝。 

另外要告诉你们一个令你们惊奇的事，就是在我过去牧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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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所讲的关于这个比喻的信息，是有严重的瑕疵的。我现

在了解到天国的门是敞开给每个人的，你不需要买门票。你

也买不到，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再问一次，土地代表什么？土地代表这世界。谁付了所有的

代价买赎了世界？是耶稣基督。宝贝是甚么？你们准备好要

知道这个答案吗？你就是那个宝贝。 

我们可以从旧约路得的故事，看见这是一个标准买赎律法的

例子。波阿斯为了可以娶得新娘，终于买了那块地。他告诉

他的兄弟说：你知道吗？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要卖那块我

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地，最有权利赎地的是你。他说：哦！

我肯赎！波阿斯说：可是这里还有附带条件，要是谁赎这块

地，就要娶路得为妻，为要替以利米勒家留后代。他说：哦，

我太太不会让我这么做的。他说：波阿斯为什么你不赎呢？

波阿斯说：好，我来赎。因为他爱路得，他若买了地也就可

以得到新娘。 

由这例子可以知道教会就是那宝贝，耶稣买了这块地为要得

这宝贝，祂不需要另外一个世界，祂来是要赎这个世界的。 

你们还记得当耶稣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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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又带祂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祂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

给你。(马太福音 4:8-9) 

耶稣没有争夺那些，那些是属撒但的，因为人犯罪而丧失了

世界的主权，交在撒但手里。耶稣来要赎回给神，但不是向

撒但俯伏，而是在十字架上流血，付了赎罪的代价。所以耶

稣赎回了世界为要得到新娘，就是祂的教会，那宝贝。所以

当我真的明白时，这个比喻就变得更美了。 

下面也是同样的。 

天国又好象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马太福音 13:45) 

可是，有趣的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珠子不是那么有价值，

可是外邦人却认为珠子很有价值，犹太人并不看重它。所以

这个重价买来的珠子，就是基督的外邦新妇，基本上就是基

督完全的新妇，外邦新妇也包括在内。基本上这个救恩不只

是为犹太人预备的，也是为外邦人准备的。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

子 (马太福音 13:46)。 

这里讲的那贵重的珠子，不是指耶稣，你不必变卖一切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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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因为耶稣的礼物是白白地给你的，因为是恩典，主耶稣

就是那位牺牲了一切，为要救赎你的主。 

再一次，天国又好象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马太福音

13:47)。 

海，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人，人类，一个属灵固定不变的律。

当网撒下去，被人拉上来的时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鱼在里

面。 

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了收在器具里，将不

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

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

稣说]：“这一切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

白了。(马太福音 13:48-51) 

我还不懂，可是很有意思。 

祂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

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马太福音 13:52)。 

我们常常在基督的丰富里发现许多荣耀的事，也常在许多旧

的东西发现新的体验。所以有信心的家主就常常从宝藏中拿

出这些荣耀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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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

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希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能

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祂母亲不是叫马利亚

吗？祂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祂妹妹们

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

就厌弃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

异能了(马太福音 13:53-58)。 

不用解释了。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求您借着圣灵，将您的真理显示在

我们心里。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主啊，我们知道借着圣灵的

教导使我们加增了对您的认识。天父，请赐我们坚定的信心，

丰富的知识，认识您更多。主啊！更求您亲自帮助我们结实

百倍。请您帮助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请彻底

根除那些拦阻我们生命结果子的荆棘。神啊，请帮助我们，

先求您的国和您的义，并把自己献给您，求您使用。奉耶稣

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