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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我們現在要看第十三章，在這兒我們將會看到許多關於天國

奧秘的比喻。在這麼多比喻中多少可以找出一個共同點。 

許多年前當我還在神學院時念書時，我有一位非常好，非常

有學問的教授，他告訴我們這些神學生，如果我們沒有三十

年以上的牧會經驗，最好不要隨便講有關比喻的信息，當時

我實在不以為然，雖然現在我是夠資格講比喻了。但是想到

自己以前沒有聽教授的勸告，而講了許多有關比喻的信息，

還怪教授為什麼這麼說。然而經過這麼多年在主裏的經歷，

我對比喻的看法完全改變了。 

可是我仍然不敢說我完全了解了，今晚當我看著這些比喻，

我還是不敢在你們面前那麼肯定，那麼信心十足的說：這就

是耶穌的意思，我只能告訴你們，我所學到和我所相信的，

因我還在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長進，我也不一定能擔保以後

我所講的會不會跟現在一樣。坦白的說我認為自己不是完全

了解這些比喻，我相信還是有許多我需要了解，需要學習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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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一天，耶穌從房子裡出來，坐在海邊。有許多人到他那

裡聚集，祂只得上船坐下；眾人都站在岸上。(馬太福音

13:1-2) 

這時候祂是坐著的，祂準備好了要教導眾人的姿勢，這跟祂

在山上對門徒們講登山寶訓的時候，形成了對比，祂是面對

門徒講登山寶訓，可是現在祂是在一艘小船上，對著岸上的

眾人說話。祂對他們說的許多教訓都是用比喻說的。 

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

吃盡了。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日

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落在荊棘裡的；荊

棘長起來，把它們擠住了。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結實，有

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聽的，就應當

聽(馬太福音 13:3-9) 

現在讓我們先跳到第 18節，看看耶穌對這個比喻的解釋。

在這裡因為耶穌做了解說，所以我們可以明白。 

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那

惡者就來，把所撒在他心裡的，奪了去；這就是撒在路旁的

了。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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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

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

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撒在

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的，有

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馬太福音 13:18-23) 

路加也告訴過我們這個比喻，作了比較詳盡的描述。首先他

告訴我們土地就是指世界，那撒種的人就是人子，種子是神

的話，撒種的人是人子耶穌基督。 

神的話像種子一般的被撒到世界上來，有一些掉到路旁，鳥

啄去了。耶穌在路加福音中告訴我們鳥就是魔鬼。撒但很快

的就把神的話從人的心裡奪了去，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會立

刻拒絕，沒有什麼反應，因為神的話沒有生根，也沒有起什

麼作用。 

第二類是那些聽了神的話就歡喜領受的人。他們真是興奮極

了，情緒上有極大的激動，但是因為心裏沒有根。不過是暫

時的。當試探、迫害來的時候，因為沒有根，所以就都跌倒

了。他們從來沒有在真理上紮根，沒有好好地認真學習，他

們在信心的功課上一點兒都沒有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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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型也是很可惜的，我想也是我們最需要對付的，就是

掉在荊棘裏的這一類。神的話已經在他們生命裏開始成長，

可是荊棘也跟著一齊長。荊棘最後把成長的生命擠掉了，以

至於無法結果實。所謂荊棘，就是顧念世界上的事、欺詐錢

財、以及各式各樣的慾望。這在許多人身上可以看到。為什

麼我們的生命不能為主結出應該結出的果子呢？原因是我

們允許自己被世上的事所纏累，如錢財的慾望，把我們生命

中該為主結的果子擠住了，以至於無法結出果子來。當我們

看自己的生命時，結果看到自己沒有結出主期望我們結出的

果子。 

所以我特別要警惕這第三類型的土地，我們要注意不要因為

世上的思慮，金錢的迷惑，使得神的話不能在我們身上結果

子。 

在聖經裏有一些字所代表的屬靈的意義是不變的，這就是固

定不變律，這對比喻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因為有祂屬靈的含

意，所以，解經學的神學片語被用來解釋經文，就好像有一

個字一直在一段話裡出現，他代表一個特定的意思，所以當

這個字在別的經文出現時，仍然代表相同的意思；換句話

說，在這裡土地代表世界，所以在所有的比喻中土地就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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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種子就是神的話；當比喻中提到撒種的時候，就表

示把神的話種下去。所以了解一個字或是一個詞，他真正屬

靈的含意是非常重要的，否則當你讀到這些比喻的時候，就

會扭曲了他的原意。所以你必須了解真實的含意，否則你就

會把意思完全弄錯了。 

耶穌說完這段話，問題就來了。 

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什麼用比喻呢？”

(馬太福音 13:10) 

顯然耶穌在這兒開始用了一個新的教導方式，耶穌回答說：

“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

也要奪去。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

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

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

耳朵聽見，心裡明白，迴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但你們的

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為

聽見了 (馬太福音 1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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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耶穌要用比喻呢？在這裡要留意了，很多人只看字面

就說，嗯，祂是故意隱瞞真理，故意掩飾事實，只讓祂自己

的門徒了解。首先我要告訴你們，用比喻的另一個理由，就

是要說明一個真理。當一個人聽不懂，看不明白時，你就要

用講故事的方式，用他們熟悉的事務來使他們明白，你用故

事來舉例說明你要講的真理，他們才會了解。 

當耳沉的人來聽，他們總是好像耳朵被塞住了似的。而以講

故事的方式卻是很吸引人的，而且能夠從說故事這個方式，

一層一層的把真理揭露出來，你可以看出來這是一個平行並

進的形式。比喻就是舉例說明。它不是隱藏真理，而是從這

種方式中，可以將真理啟示出來；這可以使聽的人注意力集

中。當一位好的演說家發現聽眾開始不耐煩的時候，他會

說：“現在讓我來說個故事”所有的人就醒了：“喔，要說

故事了”“我們要聽故事”。 

現在你們曉得吸引注意力的方法，也知道舉例說明真理的方

法的微妙，下面你們就要看到了。雖然他們也許閉上了眼

睛，也許他們不想要看，但是突然間他們看到了。 

這情形發生在耶穌和法利賽人之間，當耶穌用一些比喻去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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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他們，他們會突然覺得：哦！不對啊！祂是在說我們啊。

他們才察覺到祂用比喻在指責他們。可是祂起先只是在說故

事，說著說著，他們發覺這故事是衝著他們來的。真理當然

就出來了。當然他們察覺到的時候會生氣。嘿！祂使我們掉

進這個比喻的圈套裏了，也用這比喻把我們一網打盡。因為

他們耳沉聽不見、眼瞎看不見、也因為他們的態度，所以耶

穌就換了方式，把真理事實啟示出來。 

耶穌不是要隱藏真理事實，不讓人知道，祂乃是要把真理啟

示給人。但是如果人們不願意馬上接受，祂就要舉例說明，

用類似的情形表達出真理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祂開始使用

比喻的原因。 

我實在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你們所看

的，卻沒有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 (馬太福音

13:17)。 

然後祂就解釋撒種的比喻給他們聽。 

在 24節 

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裡；及

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裡，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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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3:24-25) 

這種子被撒下了，但是那確定是壞種子。 

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

說：‘主啊！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裡麼？從哪裡來的稗子

呢？’主人說：‘這是仇敵做的。’僕人說：‘你要我們去

薅出來麼？主人說：‘不必，恐怕薅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

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了

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

倉裡。’”(馬太福音 13:26-30) 

現在耶穌開始要把天國啟示給我們看，因為教會都不完全，

所以不能代表天國，若你以為天國是在教會中形成的，那是

錯誤的，不是真的，那是假的。因為在麥子裡會有稗子，有

些種子會掉在石頭地上，掉在荊棘中間，也有些是不結果子

的種子。至於那些不結果子的種子仍然比稗子好。 

今天在教會中也有一些不好的人，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那些

人是錯的，神讓麥子跟稗子一起長。神現在不把它們除去，

反而讓他們跟著一起長，直到收成的時候，祂會把稗子收集

起來丟到火裏燒掉，那些麥子則收到穀倉裡去。在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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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會有仇敵所種的壞種子，神也知道，今天在教會裏也有

許多不相信基督的人，他們是基督的仇敵。 

我至今始終無法明白現今國內許多站講台的人，不信聖經是

神的靈啟示的話。那麼他們是根據什麼教導人呢？如果他們

不信聖經是神的話，他們為什麼要站在講台上呢？如果他們

不信聖經是上帝啟示的，那他用甚麼教導人呢？這就是麥子

和稗子一起生長的道理了。 

我很煩那些每次當你發表一篇文章時，總會遭到爭議，總有

些無聊，自以為是的神學家，發表貶損別人人格的言論，反

對那些傳福音及那些熱愛基督的人。還有某某博士或是哪個

教會的牧師宣稱那些只是一些年輕人流行的時尚，在傳來傳

去。我實在不能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可是主說：讓他們長。

要是我，我就不會讓他們一起長。我說：把它們除去，清乾

淨。但是神有祂的理由。主也在這裡警告我們。 

這裡， 

祂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

種在田裡。這原是百種裡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

菜都大，(馬太福音 13:31-32) 



10 of 18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大部份的草本植物都是很小的，所以可以養在你的窗台上，

在這麼多的草本植物裡面，芥菜是最大的。芥菜可以長得講

台這麼高。芥菜在所有的草本植物裏是長得最大的。 

但是耶穌特別說到這芥菜種： 

且成了樹，（這是不正常的)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馬

太福音 13:32)。” 

有些解經家說這個比喻是說天國是由小開始，耶穌的事工也

是由祂的十二位門徒開始的，藉由他們所傳的福音，影響世

界各地，藉著四處傳播，好像一棵大樹，大到連空中的飛鳥

也在樹上築巢。福音的影響就好像芥菜種，從微小的開始直

到長成大樹：這樣許多的問題就來了。 

由屬靈固定不變的律來看，鳥代表什麼呢？他們就是那把種

子啄掉，使種子無法生根，無法生長的惡者。根據這個屬靈

固定不變的律，鳥總是代表壞的，邪惡的。所以跟前面許多

比喻一樣，祂指出在天國成長的麥子裡是會有稗子的。祂只

是更進一步的舉例說明，天國就好像芥菜種長的超乎正常的

大，大到不正常，因為他長的比原本該長的還要大。 

真正的天國…讓我這麼說，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世



11 of 18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界顧問教會”是一棵野芥 

菜種，長的超乎尋常的高大。那是一棵怪樹，天堂中所有的

鳥都要棲息在這棵樹的樹枝上。如果你能想到任何邪惡的點

子，就可以通知他們，他們會很高興的來為你完成。可是我

相信那正是耶穌警告我們的，有一群這樣超大勢力的人在教

會，但是他們不能代表真正天國的公義，反而會成了各樣邪

惡目的的掩護所，正如今天有許多教會成了許多邪惡勢力的

掩護所一樣。如果你讀了這個月的讀者文摘，對我講的有關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世界顧問教會”還有疑問的

話，如果那些報導不能使你的血液沸騰的話，你的靈裏就是

死的。 

這裡， 

祂又對他們講個比喻說：“天國好像麵酵，有婦人拿來，藏

在三斗麵裡，直等全團都發起來。(馬太福音 13:33) 

這裡又有兩種解釋，第一、天國就好像是麵酵，你只要用一

點點麵酵，就可以發一團新麵，然後再從上次發的麵裡拿出

一點點放到另一團新麵裡，從舊麵團裏拿出來的這一點點老

麵是有擴散發酵能力的，若是放在三斗麵裡，可以使一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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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發起來。 

教會中也是這樣，開始是小小的，由少數的人組成，慢慢的

就發展大了，以至於對全世界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他們的教

導會影響教會的走向，這個影響最後會滲透，擴散，並影響

到全世界，雖然一開始是小小的，但是福音的攻效會滲透廣

傳到全世界。 

當我看到現今的世界，從教會所受到的深遠的影響，憑良心

說，我沒有辦法喜樂。我看到的是這個世界生病了，而且病

得越來越厲害。我對酵這個字的翻譯覺得有困難，因為在經

文中，酵這個字總是指著罪而說的。 

耶穌在馬太福音 16:6對祂的門徒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

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他們是假冒為善的。保羅因為加拉

太的問題，所以寫信給加拉太人，在加拉太書 5:9 說：一

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因著哥林多人中的亂倫關係又寫

信告訴他們，在哥林多前書 5:7說：應當把舊酵除淨；酵常

常被用來代表罪，代表邪惡，因為酵素是用來腐化，破壞的，

正如罪看起來很美，其實是把人整個都敗壞了。它有能力破

壞、擴散，不一定會毀滅，但是可以破壞和侵蝕，滲透，擴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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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解釋是耶穌用一系列的比喻，舉例說明同樣的真理，

也可以說，耶穌從頭到尾都在做同樣的警告：教會不可能是

完美無缺的，總會有邪惡的影響力進到教會，並且侵蝕滲透

到整個教會。 

這裡我要提的是，在過去的教會歷史中發生過的事，甚至到

今天連我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沒有受巴比倫宗教，這塊麵酵

的影響。這是在康士坦丁時代由他這位酵頭把異教和基督教

連起來，藉由異端的假日、慶典、儀式，把舊有巴比倫宗教

的神秘全帶進教會混在一起。那團麵酵把整團都發起來了。

到現在你還可以在教會中看得到那些巴比倫信仰留下來的

痕跡，甚至我們自己都還陷在裡面，而不自知。我這麼說是

因為我們還在慶祝聖誕節、復活節，那是從異端起頭的，而

不是從基督徒來的，就是那團麵酵使得整團都發起來。 

這都是耶穌用比喻對眾人說的話；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

說什麼。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說：“我要開口用比喻，把

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

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請把田間稗子的比喻將給我們聽。

祂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馬太福音 13: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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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就有一個屬靈的固定不變律， 

田地就是世界；（屬靈的律)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

惡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

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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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

的，從祂國裡挑出來。(馬太福音 13:38-41) 

他們會一起成長，教會中會有腐敗的權勢出現，從前教會歷

史中就發生過這種令教會走向腐敗，墮落的權勢。 

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那時，義人在他們父

的國裡，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馬太福音 13:42-43) 

這是很嚴肅的教導。 

“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理，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

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馬太福音 13:44) 

兩個解釋：第一，天國是榮耀的，好像寶貝。當你發現他，

哎呀，你就去變賣你所有的東西為要得到這寶貝，買這塊

地，可以得到地裏所藏的寶貝。 

另外要告訴你們一個令你們驚奇的事，就是在我過去牧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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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所講的關於這個比喻的信息，是有嚴重的瑕疵的。我現

在了解到天國的門是敞開給每個人的，你不需要買門票。你

也買不到，因為那是神給我們的禮物。 

再問一次，土地代表什麼？土地代表這世界。誰付了所有的

代價買贖了世界？是耶穌基督。寶貝是甚麼？你們準備好要

知道這個答案嗎？你就是那個寶貝。 

我們可以從舊約路得的故事，看見這是一個標準買贖律法的

例子。波阿斯為了可以娶得新娘，終於買了那塊地。他告訴

他的兄弟說：你知道嗎？從摩押地回來的拿俄米要賣那塊我

們的族兄以利米勒的地，最有權利贖地的是你。他說：哦！

我肯贖！波阿斯說：可是這裡還有附帶條件，要是誰贖這塊

地，就要娶路得為妻，為要替以利米勒家留後代。他說：哦，

我太太不會讓我這麼做的。他說：波阿斯為什麼你不贖呢？

波阿斯說：好，我來贖。因為他愛路得，他若買了地也就可

以得到新娘。 

由這例子可以知道教會就是那寶貝，耶穌買了這塊地為要得

這寶貝，祂不需要另外一個世界，祂來是要贖這個世界的。 

你們還記得當耶穌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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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又帶祂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

都指給祂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

給你。(馬太福音 4:8-9) 

耶穌沒有爭奪那些，那些是屬撒但的，因為人犯罪而喪失了

世界的主權，交在撒但手裏。耶穌來要贖回給神，但不是向

撒但俯伏，而是在十字架上流血，付了贖罪的代價。所以耶

穌贖回了世界為要得到新娘，就是祂的教會，那寶貝。所以

當我真的明白時，這個比喻就變得更美了。 

下面也是同樣的。 

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馬太福音 13:45) 

可是，有趣的是，在猶太人的觀念裏珠子不是那麼有價值，

可是外邦人卻認為珠子很有價值，猶太人並不看重它。所以

這個重價買來的珠子，就是基督的外邦新婦，基本上就是基

督完全的新婦，外邦新婦也包括在內。基本上這個救恩不只

是為猶太人預備的，也是為外邦人準備的。 

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

子 (馬太福音 13:46)。 

這裡講的那貴重的珠子，不是指耶穌，你不必變賣一切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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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因為耶穌的禮物是白白地給你的，因為是恩典，主耶穌

就是那位犧牲了一切，為要救贖你的主。 

再一次，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裡，聚攏各樣水族(馬太福音

13:47)。 

海，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人，人類，一個屬靈固定不變的律。

當網撒下去，被人拉上來的時候，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魚在裡

面。 

網既滿了，人就拉上岸來，坐下，揀好了收在器具裡，將不

好的丟棄了。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

把惡人分別出來，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耶

穌說]：“這一切話，你們都明白了嗎？”他們說：“我們

明白了。(馬太福音 13:48-51) 

我還不懂，可是很有意思。 

祂說：“凡文士受教做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裡

拿出新舊的東西來。”( 馬太福音 13:52)。 

我們常常在基督的豐富裡發現許多榮耀的事，也常在許多舊

的東西發現新的體驗。所以有信心的家主就常常從寶藏中拿

出這些榮耀的東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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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了這些比喻，就離開那裡，來到自己的家鄉，在會堂

裡教訓人，甚至他們都希奇，說：“這人從哪裡有這等智慧

和異能呢？這不是木匠的兒子嗎？祂母親不是叫馬利亞

嗎？祂弟兄們不是叫雅各，約西，西門，猶大嗎？祂妹妹們

不是都在我們這裡嗎？這人從哪裡有這一切的事呢？”他

們就厭棄祂。耶穌對他們說：“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

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穌因為他們不信，就在那裡不

多行異能了(馬太福音 13:53-58)。 

不用解釋了。 

我們來禱告？主啊！我們求您藉著聖靈，將您的真理顯示在

我們心裡。你的話語就是真理。主啊，我們知道藉著聖靈的

教導使我們加增了對您的認識。天父，請賜我們堅定的信

心，豐富的知識，認識您更多。主啊！更求您親自幫助我們

結實百倍。請您幫助我們的生命結出聖靈的果子。主啊，請

徹底根除那些攔阻我們生命結果子的荊棘。神啊，請幫助我

們，先求您的國和您的義，並把自己獻給您，求您使用。奉

耶穌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