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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太福⾳
Matthew 11-15



11/17/2013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句

聖經都是神所默⽰的，於教訓、督責、使⼈歸正、教導⼈學
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得以完全，預備⾏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  3:16-17, NIV）



五⼤寶訓

馬太將耶穌主要的教導收集為五組 :


1. 登山寶訓 The Sermon on the Mont (5 - 7章 )


2. 差遣寶訓 Commission to the Twelve (10 章 )


3. 天國寶訓 The Kingdom Parables (13 章)


4. 品格寶訓 Humility and Forgiveness (18 章 )


5. 未來寶訓 Olivet Discourse (24 - 25章 )

⾺太福⾳的結構



1. ⼗⼆使徒，⼀個使命
Twelve apostles, one mission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

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這 十

二使徒的名：頭一個叫西門（又稱彼

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兒

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腓力和巴多

羅買，多馬和稅吏馬太，亞勒腓的兒子

雅各，和達太，奮銳黨的西門，還有賣

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使命使人團結


•十二門徒有不同的
個性，職業，立場


•十二使徒卻只有一
個使命，一個主



2. ⽩⽩得來，⽩⽩捨去
Freely you have received, freely you give

•耶穌說：你們白白的
得來 ，也要白白的捨
去 。


•使命使人慷慨


•福音本是一份重價但卻免費的禮
物


•福音的使者是送禮物的人


•有使命的基督徒必定慷慨，有使
命的教會必定慷慨，因為主是慷
慨的



3. 不帶⾦銀，不帶⼝袋
Take along with you no silver or gold, nor bag

•腰袋裏 不要帶金銀銅錢，

行路不要帶口袋 ，不要帶

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

柺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

應當的。


•使命使人倚靠神


•耶穌差派門徒的時候，並沒
有為他們預備行李和路費


•主的預備在路上輕囊單掛，
萬里靠主行



4. 靈巧像蛇，馴良像鴿⼦
Shrewd as serpent, innocent as dove

•我差你們去，如同

羊進入狼群；所以

你們要 靈巧像蛇，

馴良像鴿子 。


•使命使人成熟


•使者是善良的，使命是危險的，使

者執行使命的時候，如同羊進入狼

群


•蛇象徵機智靈巧，鴿子象徵純潔善

良，基督的使者要保持善良的本

性，和作法上的靈巧


•使命給基督徒提供了成長的機會



5. 不是⾃⼰，乃是聖靈
It’s not you, but the Spirit of God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

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

人作見證。你們被交的時候，

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

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

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

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

頭說的。


•使命使人經歷神


•使命使人面對自己的極限


•耶穌叫門徒不要擔心，當困

難來臨時聖靈會幫助他們


•神與行動中的信徒同在



6. 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He who stands firm to the end will be saved

•弟兄要把弟兄，父親

要把兒子，送到死

地；兒女要與父母為

敵，害死他們；並且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

人恨惡。惟有 忍耐到

底的必然得救。


•使命使人堅強


•耶穌叫門徒有心理預備，他們將遭到

強烈的反對，甚至是自己的親人


•因為凡不接納主的，也不接納他的門

徒


•使命使人面對艱難的環境和內心的傷

痛，並因此而堅強



7. 接待使者，是接待主
Receive the message, receive the Lord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

待我；接待我就是

接待那差我來的。


•使命使人有價值


•凡奉差遣的門徒，就成了主的使徒

（使者）


•主的使者代表主，接待使者的就是

接待主


•使命賦予人前所未有的價值，使一

個普通的人成為尊貴救主的代表



施浸者約翰差⼈問主

2 約翰在監裡聽⾒基督所做的事，就打
發兩個⾨徒去， 3 問他說：「那將要來
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呢？」 
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
所看⾒的事告訴約翰， 5 就是：瞎⼦看
⾒，瘸⼦⾏走，長⼤痲瘋的潔淨，聾
⼦聽⾒，死⼈復活，窮⼈有福⾳傳給
他們。 6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
了！」


 7 他們走的時候，耶穌就對眾⼈講論約
翰說：「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什
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 8 你們出
去到底是要看什麼？要看穿細軟衣服
的⼈嗎？那穿細軟衣服的⼈是在王宮
裡。 9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什麼？是要看
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
知⼤多了。 10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
我的使者在你前⾯預備道路』，所說
的就是這個⼈。



約翰的疑惑
John’s Doubts

•約翰在監裡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打

發兩個門徒去，問他說：「那將要來

的是你嗎？還是我們要等候別人

呢？」（11:2 - 3）


When John, who was in prison, heard 
about the deeds of the Messiah, he 
sent his disciples to ask him, “Are 
you the one who is to come, or 
should we expect someone else?”


•奇怪，約翰不是很有信心嗎？

不是見證耶穌是神的羔羊嗎？

（約1:29）不是說過「他必興

旺，我必衰微」嗎？（約

3:30）這樣的人怎麼會懷疑耶

穌呢？


•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同

樣的事幾乎每天都發生在我們

身上。



並不奇怪
Not an odd case

早上靈修的時候大有信心，靈力

充沛。上班的時候被老闆罵了、

被同事冤枉了、發現申請沒有通

過、體檢的結果說肺部有陰影，

就開始懷疑人生，懷疑神。


約翰也是人，他被關進監牢裡，

隨時可能被殺，這時候他起了疑

惑，很奇怪嗎？一點都不奇怪！


相反的，認為自己懷疑神很正

常，別人懷疑神很奇怪，用雙重

標準來判斷同樣的事，卻在潛意

識中將這個不合理的現象合理

化，這才奇怪。



預期失望
Expectation Disappointment

約翰懷疑耶穌，因為耶穌的表現

和他所預期的不一樣。


信心上的軟弱大部分來自於「預

期失望 Expectation 

Disappointment」：神的表現和

你所預期的不一樣，因此而感到

失望，導致信心的軟弱。


約翰是耶穌的前驅，雖然為主呼

喊，卻不完全瞭解耶穌。耶穌是

如何的一位救主，他所引進的是

甚麼樣的國度，和約翰的預期是

有差距的。再加上身陷囹圄，逆

境使人懷疑神，約翰的疑惑就更

大了。



在失望中成長
Growth in Disappointments

耶穌對約翰的門徒說：「你

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

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

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

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

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11:4-5）


耶穌並未向約翰的期望靠攏，卻叫約翰向他的作為

靠攏。當時的猶太人，包括約翰和耶穌的門徒在

內，都預期彌賽亞是「猶太國」的拯救者。沒想到

耶穌所拯救的不是人的國度，而是瞎子、瘸子、聾

子、窮人、長大痲瘋的，領這些人進入神的國度。


主是不妥協的。你不能叫主調整他的作為來配合

你，你只能調整自己的期望來配合主。失望了？沒

關係！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失望中長大的。失望是

信心的調整劑，使我們更加認識主。



凡不因耶穌跌倒的⼈有福了
Blessed is anyone who does not stumble on account of Jesus

耶穌對約翰的門徒說：「凡不

因我跌倒的人有福了！」這是

「八福」之外的一福。


耶穌所說的「我」是他的真我，「跌

到」是信心的軟弱。約翰所預期的耶

穌和真正的耶穌不一樣，因此而軟弱

跌倒。若有人認識了真正的耶穌，雖

然和自己所預期的不一樣，卻不軟弱

跌倒，這人有福了！



最需要的祝福
A much needed blessing

我個人認為，這是現代信

徒和教會最需要的一個祝

福。這是一種「願意接

受」的態度。承認自己對

耶穌的認識可能有誤差，

願意接受聖經的啟示，根

據聖經來調整自己的看

法。


如果我們誠實的話，必須承認自己對耶穌

的認知有不少「個人期望」的成分在內。

而各教會、各宗派的教導，有些是神學的

立場，有些是歷史的包袱，有些是對現實

社會的妥協。


耶穌應許說，凡不因他跌倒的人有福了！

一個人若願在聖靈的光照之下，接受聖經

的啟示，重新認識耶穌，必將因此蒙福。



本位的祝福
Blessings from the Origin

主要祝福我們，我們不能對這一點有疑

問。如果你連這點都有疑問，你的信仰有

問題。


我們需要對付的，是出於私意的期望。根

據自己的私意來塑造耶穌的形象，基本

上，你所做的是在拜一個「我的耶穌」的

偶像。跟著這個偶像走下去，離真正的耶

穌就越來越遠，結果是遠離祝福的源頭。


主是萬福之源，向他靠攏

的人有福了。主不是在我

們的期望之處祝福我們，

而是在他的本位祝福我

們，乃是更大更美的祝

福！



天國裡最⼩的比約翰還⼤，為什麼？
The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greater than John, Why?

耶穌對眾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

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浸約

翰；然而在天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

（太11:11）


Truly I tell you, among those born of 
women there has not risen anyone 
greater than John the Baptist; yet 
whoever is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greater than he.


•此話令人費解：既然凡婦

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約

翰，為何天國裡最小的比

他還大呢？難道天國裡的

都是天使，不是婦人所生

的？


• 還是約翰雖然很偉大，結

果卻沒有進入天國？這樣

的話，有誰可以進入天國

呢？



天國的預備與實現
Kingdom Prepared and Fulfilled

瞭解這句話的關鍵，在於觀察

它的上下文。耶穌對眾人說了

一番話，講解約翰、耶穌、天

國三者之間的關係（太11:7 

-15）。


約翰代表天國的預備，耶穌代表天國

的實現。他們二人的同時出現，代表

「預備期」和「實現期」之間的交

接：


1. 天國預備期 Kingdom Prepared


2. 天國實現期 Kingdom Fulfilled



約翰為何⼤
Why John is great

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

了。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

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

的就是這個人。（太11:9-10）


天國就是神的國，神在他的子民中

掌權。人原本是順服神的，始祖犯

罪之後，罪進入人性，人變得悖逆

神。天國的來到，就是神在他的子

民中掌權，恢復原本的關係。


耶穌是彌賽亞，天國的實現者，藉

著他的來臨將天國引進人間。眾先

知曾經預言，在神所定的日子，彌

賽亞將要來臨。


先知沒有見到彌賽亞，約翰卻見到

了，並藉著悔改的浸禮為彌賽亞預

備了道路。從這個角度來看，約翰

比眾先知更大。



約翰為何不⼤
Why John is not so great

這就是為何耶穌說「凡婦人所生的，沒

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浸約翰的」。眾先

知預言彌賽亞，約翰卻直接為他預備道

路，這份殊榮以前沒有，以後也沒有。


但耶穌來臨之後，約翰就退出了。天國

的預備期結束，實現期開始。以後的重

點是在耶穌身上，和因耶穌而進天國的

人們身上。


約翰並未見到救恩在十字

架上完成，也沒有經歷到

因信進入天國的恩典，從

這個角度來看，天國裡最

小的比他還大。



約翰的地位
John’s place

天國預備期有如人在地上蓋房子，約翰為

主預備道路，他蓋的房子最高。天國實現

期有如坐飛機在天上，機艙裡最小的人，

都比地面最高的房子還高。


耶穌所講的「大」和「小」，是針對天國

的恩典而言的。恩典是從耶穌來的，那些

在耶穌之後領受天國恩典的人，比在耶穌

之前辛苦做工、卻無福領受到天國恩典的

人，要「大」多了！


這並不是說，約翰沒有進入

天國。天國預備期也有得救

的人，耶穌曾說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都在天國裡（太

8:11 ）。約翰歇了世上的

勞苦，是否被主迎進他的國

度裡？我相信是的。



進入主的安息
Into the Lord’s Rest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

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

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

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

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Come to me, all you who are weary and 
burdened,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Take m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from me, for I am gentle and 
humble in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太11:28- 30）


• 世界上沒有人不想得安

息的。現代人物質豐

富，內心焦慮不安，特

別想要得安息。一般人

得安息的方法有三種，

就是：斷，換，賺。



斷，換，賺
Detachment, Replacement, Acquirement

自古以來就有人以「斷」來得安息。

不安的原因是牽掛，是在乎，是慾

念，是執著。你若能切斷牽掛，視父

母、妻子、兒女、朋友，甚至自己，

為外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與你無

關，你就不會受傷害。


你若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你、怎麼說

你、怎麼侮辱你、怎麼讚揚你，你的

心就不會受干擾。


你若不存慾念，對錢財、名聲、地

位、美貌、權力無所求，就不會感到

焦慮。


你若不執著，凡事都可一笑置之隨時

放手，就不會受綑綁。古希臘的斯多

亞學派和印度的佛家，都動用了

「斷」法。



斷，換，賺

有人以「換」來求安息。換立場、換

想法、換環境。以前是反對的，因為

親人、朋友、同事都贊成，我換一個

立場，就沒有紛爭了。


原想做高級主管，只做到中級，換一

個想法，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願意接

受現況，也就心安了。


「換」就是順從大勢，遇到難

以抗拒的力量，不要去抵擋

它，將自己的立場換一下，就

好了。這種逆來順受、順其自

然的作法，有道家的色彩。

Detachment, Replacement, Acquirement



斷，換，賺

更多人用「賺」的方法來求安息。我

既不能切斷一切的慾念，也無法一直

調整自己，那就去賺吧！


賺不到卻不甘心，賺到了卻不滿意，

於是心中就不得安息。這種拼命去賺

的方法沒有甚麼學派，它就是簡單

的、赤裸裸的世界的方法。


賺有一個特徵，就是已經達到

某個程度的人，必須藉著鄙視

尚未達到那個程度的人，來維

持自己內心的平安。如果快被

別人趕上了、地位被人威脅到

了，心中就不得安息。

Detachment, Replacement, Acquirement



負軛得安息
Rest in a Yoke

耶穌的方法不同於世界的方法。

不是斷，因為主要你有愛心，與

人相連。


不是換，因為主要你凡事站在神

的立場，不要移動，不向世界妥

協。不是賺，因為主說，人若賺

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

甚麼益處呢？


耶穌的方法是「負軛」。主不是

先除去你的軛，而是先加上一個

軛。等你加上這個軛之後，它就

會除去你其他的軛。



強制安息
Compelled to Rest

「軛」是農耕的工具，帶有強制

性。將軛放在牛馬的肩上，接受

主人的控制，在田裡幹活。負上

主的軛，就是接受主的控制，在

「我心裡柔和謙卑」的軛下生

活。


這個軛是立即生效的，不是等你

修養到柔和謙卑的境界才實施，

而是一負上就立即實施。


它是一個「一面做一面得好處」

的方法，聽主命令，柔和下來，

謙卑下來，在這個軛下生活，你

就會得安息。



設置你的安息點
Setting your Rear Point

許多時候心裡不安息，是因為我

的「安息點」設置的不夠低！如

果更謙卑一點，將自己降得更低

一點，心裡就不會難受了。


耶穌是神，身分最高，卻降得最

低。主的安息點是十字架，一旦

降低到十字架，凡事都得安息。


安息是一份禮物，耶穌說：「我

就使你們得安息！」是主使們得

安息，我們所要做的只是來到主

前。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

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們若

肯謙卑，承認自己的勞苦重擔，

來到耶穌面前，就必得安息。



「宗教」遮蔽耶穌
“Religion” Veils Jesus

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裡有一人

比殿更大。「我喜愛憐恤，不

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

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

罪的了。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

主！（太12:6 - 8）


•「殿」是猶太教的中心，代表宗教系

統，「守安息日」是其中最重要的規

矩。對法利賽人而言，信仰不是活潑的

神人關係，而是一個死板的宗教系統。


• 他們只看到規矩，卻看不到人。只知道

門徒掐了麥穗，卻不知道「在這裡有一

人比殿更大」，也不知道「人子是安息

日的主」。



⼈與宗教的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Religion

1. 看哪，這裡有一

人比殿更大：


殿不大，人才

大，人比宗教更

重要。


2. 神喜愛憐恤，不喜

愛祭祀：


神喜愛的是人，不是

宗教，對人有愛心比

守宗教規矩更重要。


3.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

的，人不是為安息日

設立的：


規矩是僕人，人才是主

人，規矩的存在是為了

要促進人與神之間的關

係。



Other “Religion”

法利賽人的「宗教」使他們認

不出耶穌。現代人的「宗教」

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1. 黨派意識 Party Ideology


2. 世俗觀念 Secular Mentality


3. 狹隘的民族主義 Narrow 

Nationalism

其他「宗教」



安息⽇的價值判斷
Value Judgement on Sabbath Day

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裡，不

把它抓住拉上來呢？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

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太12:11 -12）


He said to them, “If any of you has a sheep 
and it falls into a pit on the Sabbath, will you 
not take hold of it and lift it out? How much 
more valuable is a person than a sheep! 
Therefore it is lawful to do good on the 
Sabbath.”


•每個安息日主會挑戰

你的價值觀，要你做

調整，學習從他的眼

光來看事情。每當你

唱詩、敬拜、讀經、

聽道的時候，願你的

心逐漸向主靠攏。



充滿污⿁的世代
A Generation Full of Unclean Spi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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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an impure spirit comes out of a 
person, it goes through arid places seeking 
rest and does not find it. Then it says, ‘I 
will return to the house I left.’ When it 
arrives, it finds the house unoccupied, 
swept clean and put in order. Then it goes 
and takes with it seven other spirits more 
wicked than itself, and they go in and live 
there. And the final condition of that 
person is worse than the first. That is how 
it will be with this wicked generation.



留戀舊屋的污⿁
An unclean spirit that desires its old dwelling

神是聖潔的，聖靈在人心裡做

工，使人潔淨，想要親近神。污

鬼與聖靈相反，使人污穢，想要

遠離神。


污鬼喜歡住在人身裡，若離了人

身，他就想要再回去住。問題

是，污鬼喜歡住在污穢的地方，

不喜歡住在乾淨的地方。


他見裡面打掃乾淨，修飾好了，

就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

一起將那人弄污穢。於是這人的

景況，比先前更加不好了。



空閒的屋⼦
An Unoccupied House

事情的關鍵，在於那人「裡面空

閒」… 空閒，就招鬼。


人有如房子，雖然趕走一個污

鬼，打掃乾淨，但卻空閒著，沒

有聖靈住進來，結果會招來更多

的污鬼。


一個人聽了神的話，心裡乾淨

了，卻遲遲不肯認耶穌為主，心

裡空著，他的景況將越來越差。



邪惡的世代
A Wicked Generation

耶穌雖然以人身做比喻，他的

話卻是對「世代」說的。一開

始耶穌就說「一個邪惡淫亂的

世代」，（太12:39 ）結束又

說「這邪惡的世代」。（太

12:45 ）


世代是整個社會，每一代有不同的社

會風氣。有敬虔的世代，有邪惡的世

代，有懷疑的世代，有相信的世代。


如果一個世代的特徵是心靈空虛，人

心無主，你要小心了，那可能是污鬼

最多的世代。



天國的比喻
Kingdom Parable

馬太福音有五組寶訓，13章是第

三組，共有七個天國的比喻。


第一個是撒種的比喻，耶穌稱為

「聽見天國的道理 Hears the 

word of the Kingdom」，（太 

13:19 ）其餘六個比喻都以「天

國好像…」開始。


說完這七個比喻之後，耶穌又附

加一個「文士做天國門徒」的比

喻。



撒種的比喻：天國的道理
Parable of the Sower: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1. 撒在路旁的：聽了道不明白

的，撒但就將他心裡的道奪

去。


2. 撒在石頭地上的：聽了道歡喜

領受，但卻沒有生根，及至為

道遭受患難或逼迫，立刻就跌

倒了。


3. 撒在荊棘裡的 ：聽了道之後，

有世上的思慮和錢財的迷惑進

入心理，把道擠住了，不能結

果子。


4. 撒在好土裡的：聽道明白了，

後來結果子，有一百倍的，有

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聽道的態度 Attitudes toards hearing the Word:



主所解釋過的比喻
Parable explained by the Lord

耶穌親自解釋了這個比喻，主

所解釋的，人不必瞎猜，不可

增添，也不可更改。除了撒種

的比喻，耶穌還解釋了麥子與

稗子的比喻，撒網於海的比

喻。


在這個比喻中，耶穌說「種子」就是

「天國的道理」，簡稱「道」。門徒

要會分辨，並非任何的道理都是種

子，唯有天國的道才是。有些假先知

也稱他們的道裡是種子，其實那不是

種子。



明⽩
Understanding

第一和第四種情況都有「明白」二字：有

人聽了道不明白，有人聽了道就明白。


在聖經裡，「明白」不是智力的問題，而

是靈命的問題。那些悖逆的百姓，他們

「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

卻不曉得」。（太12:14 ）那些順從的百

姓，他們聽了就明白，看了就曉得。


領受神的道要像嬰孩一樣柔

軟。神的道向聰明通達人就藏

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你以

剛硬悖逆的心聽道，永遠不明

白。以柔軟順從的心聽道，一

聽就明白。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wheat and weeds

A. 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B. 田地：就是世界


C. 好種：就是天國之子


D. 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


E. 撒稗子的：就是魔鬼


F. 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G.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2. 天國好像麥⼦與稗⼦

比喻的解釋 Parable explained:



⽥地是世界
The field is the world

這個比喻常被一些基督徒所誤用，他們說：

「主說了，教會裡有麥子與稗子，除稗子不是

我們的工作，我們不要走在主的前面，到了末

日主會派天使來除稗子。」


問題是，耶穌說田地是世界，不是教會。是世

界裡有麥子和稗子，不是教會裡有麥子和稗

子。誤用這個比喻的人，他們或是讀經不用

心，或是故意將主的話改了，以改過的話來教

導別人。


主的話是不能更改的，更改的

人有禍了。至於教會，耶穌說

門徒不屬世界，正如他不屬世

界一樣。（約17:14）教會是

聖潔的，是從世界中分別出來

的，怎麼可能是混雜的？



3. 天國好像⼀粒芥菜種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mustard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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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yeast

•這個比喻和上個比喻是同一
個意思，天國一開始很小，
後來長很大。


•有人在「麵酵」上作文章，
故意講得很複雜，這也是不
必要的。

4. 天國好像麵酵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hidden treasure

藏在地裡的寶貝，被人發現

了。他為了要得著這個寶貝，

就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

地。


這個比喻很清楚，是講天國的

價值。對於識貨的人而言，天

國的價值超過一切，值得他變

賣所有的。

5. 天國好像地裡的寶藏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pearl

這個比喻和上個比喻是一對，

都是講天國的價值，都有「變

賣一切所有的」這句話。


買賣人是識貨的人，只做賺錢

生意，不做賠本生意。他尋找

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

子，就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

了這顆珠子。

6. 天國好像珠⼦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casting a net

天國好像撒網在海裡，聚攏各

樣水族，拉上岸來，就將好的

收在器具裡，不好的丟棄。


耶穌說，這就是世界的末了，

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

分別出來。這個比喻和「麥子

與稗子」的比喻很類似。

7. 天國好像撒網



四個應⽤
Four Applicationa

1. 撒種的比喻講「天國的道

裡」，領受天國道裡的四種心

態。


2. 麥子與稗子的比喻和撒網的比

喻講「天國的分別」，到了末

日麥子（義人）會被分別出

來。


3. 芥菜種的比喻和麵酵的比喻講

「天國的成長」，開始雖然很

小，卻會長得很大。


4. 藏寶的比喻和尋珠的比喻講

「天國的價值」，在識貨者的

眼中，天國值得他變賣一切所

有的。



⽂⼠受教做天國的⾨徒
When a scribe is made a disciple of the Kingdom

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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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3:52）


He said to them, “Therefore 
every teacher of the law who 
has become a disciple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the 
owner of a house who brings 
out of his storeroom new 
treasures as well as old.



拿出新舊的東⻄
Brings out thing new and old

文士是精通舊約的人，通常他們是教人的，不是受

教的。一位文士若肯謙卑下來接受教導，做天國的

門徒，將會是一位「庫存豐富」的人，裡面有新東

西，也有舊東西。


耶穌並不排斥有學問的人。只要他們肯謙卑受教，

將會是優秀的門徒。使徒保羅就是這樣的人，他原

本是法利賽人，有學問的教法師。一旦成為門徒，

他豐富的舊約知識和嚴謹的思維方式，成為傳福音

的利器，造就了無數人。


天國的比喻說到最

後，耶穌表達出

「文士做門徒」的

盼望。那些有學問

的人，他們若肯謙

卑受教，被主使

用，是多麼美好的

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