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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就變成耶穌真正的講台、變成祂教學的工具
船
變成耶穌真 的講台 變成祂教學的 具
 祂是坐下，因為原來在會堂就有一個原來是給摩西的坐位，
代表講解律法書的老師是坐著教導，耶穌也就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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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繼續用許多的比喻來教導跟隨祂的人，
四1 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
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
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裡，眾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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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作「比喻」？希伯來文 mashal、希臘文 parabole，
意思就是說 耶穌常常用生活上 為人所知的教材
意思就是說：耶穌常常用生活上、為人所知的教材，
像是打魚、農作、酒席…這些事情，
來比喻生活上的道理，
把它跟神國的道理，來作比較、來作對等。
那這樣子的道理，聽起來非常淺顯，可是事實上
那這樣子的道理
聽起來非常淺顯 可是事實上
它裡面藏著許多很深奧的屬靈的真理，
必須要有屬靈的智慧跟洞見，
才能夠知道它裡面深入的涵義。
比喻的形式有很多種，可以包括譬如說
比方、謎語、預言、箴言、格言、故事，
這些都可以算作比喻
這些都可以算作比喻。
耶穌在 第二章 講到
醫生 病人 新郎 舊皮帶 新皮帶
醫生、病人、新郎、舊皮帶、新皮帶、
新布、舊布…這些都是比喻。

馬可特別強調船在海裡，這是一個不自然的語法，
原來是在講耶穌坐在海裡，特別要跟岸上的眾人成為對比，
 隱射到在舊約，大衛曾經稱頌神：
洪水氾濫的時候，耶和華神仍舊坐著為王
 現在就好像耶穌祂坐在海中，
神乃是透過耶穌來掌管這個地上的事情
並且祂在這裡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的道理。

為什麼要用比喻呢？
就是能夠讓比喻帶出來的信息，
就是能夠讓比喻帶出來的信息
是一個半掩、半開啟，模糊的一種方式。
祂是要人用心的來聽，對人發出挑戰 –
要人聽的態度要對，願意深入去明白的人，
祂就會讓你能夠知道它其中的真理，
但是這個真理必須是從神來給你一些幫助、啟示，
你必須自己先要有謙卑的心去尋求
你必須自己先要有謙卑的心去尋求，
再加上神的幫助，你才能夠明白其中的道理。
比喻發出的信息，常常是跟生活上
比喻發出的信息
常常是跟生活上
一般的價值觀、想法，是很不相同的，
 是很有挑戰性的
是 有挑戰性的
 是一般人聽起來常常就是難以接受、
甚至都聽不進去的，
有的時候可能也不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

耶穌用比喻就是要對祂周圍的聽眾發出挑戰，
在聽比喻的聽眾都必須要即時作出 種回應
在聽比喻的聽眾都必須要即時作出一種回應，
 這個回應有的時候是關於一個人生跟死的命運
 你如果拒絕聽比喻裡面更深的信息，
你很可能就成為神國的外人，而不是神國之內的人
耶穌就用這樣的方式 用比喻教訓他們
耶穌就用這樣的方式、用比喻教訓他們。
四2a 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在原文是多數，來教導他們許多道理。
第一個比喻，就是撒種的比喻，
撒種比喻的開始在 第三節，一直到 二十節 才講完，
 在這個中間，10~12 是比喻的目的，
放在撒種比喻的中間，是撒種比喻的重點
 比喻一開始、跟它的結尾，
3a 你們聽啊！9 又說
又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
都是用命令語氣開始的…

撒種的人到底是誰並不重要，
可能是比喻是耶穌 也可以比喻任何去傳福音工作的人
可能是比喻是耶穌，也可以比喻任何去傳福音工作的人。
 重要的是他出去傳福音的時候，會碰到不同的土壤
 會碰到不同的人的心田，人因此就產生不同的回應
會碰到不同的人的心田 人因此就產生不同的回應
這個比喻的解釋是在 13~20。
10 這個比喻的目的，耶穌是在無人的時候，
這個比喻的目的 耶穌是在無人的時候

才把比喻的目的告訴祂的學生、還告訴那些跟隨耶穌的人，
在海邊許多的眾人裡，
有一些人雖然不是耶穌的十二個門徒，
但是對聽比喻的內容也非常的有興趣，
耶穌對有興趣的人祂都給他們答案。
10b 跟隨耶穌的人和十二個門徒問他這比喻的意思。

這個「問」在原文是不完成式，希臘文的不完成式
就表示他們繼續不斷地問耶穌 所以耶穌就告訴他們
就表示他們繼續不斷地問耶穌，所以耶穌就告訴他們。
四11 神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

因為比喻的信息太重要了，人如果不用心聽…
所謂「用心聽 是什麼呢？就要用對的態度去聽
所謂「用心聽」是什麼呢？就要用對的態度去聽，
 而不是把它當作聽故事、聽了就算了
 如果留心去聽的話，因為是有關於神的統管的信息，
就跟你的生命的生死是有關係的
這裡祂就講了有四種樣式的土地，
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 、
有落在荊棘裡的 、又有落在好土裡的。
從原來希臘文看，可以發現
 每一次「有」字出來都是單數的
每一次「有 字出來都是單數的
 又「有」落在好土裡的有，是多數、中性 alla，
好土是結出果實來 有三十倍 六十倍
好土是結出果實來，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百倍
好土也分成三種不同的類型的好土。
所 整個來講 有六種類型在馬可福音裡面
所以整個來講，有六種類型在馬可福音裡面，
也就是說好壞各半。

神國的奧祕是給有興趣的人、願意知道神國真理的人，
就在耶穌來到的時候 耶穌告訴他
就在耶穌來到的時候，耶穌告訴他們。
也就是說奧祕 –
 神的計畫是要怎麼樣來完成，
神的計畫是要怎麼樣來完成
在舊約的時候是隱藏的
 一直到耶穌來到的時候，
才從耶穌的教導慢慢啟示出來，
也就是說在日子滿足的時候，這個奧祕才會啟示出來
基督教的神國的奧祕，也就是說耶穌來的神國的奧祕，
 是一個公開的奧祕、不是一個神祕性的奧祕，
是巴不得希望人人都知道的一個屬靈的真理
 這個真理只是叫
這個真理只是叫「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對願意發問的人、有興趣、追尋的人，祂才讓他們知道，
對外
對外人，就是那些不會來問的人、聽了就算了的這些人，
是那 不會來問的
聽了 算了的這
就凡事都用比喻對他們說

四12 叫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

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
「叫」這個附屬聯接詞是 hina，可以有兩種解釋，
一個是「以致於」、或者是「為了」，
個是「以致於
或者是「為了
 如果翻譯成「以致於」，也就是英文的 so that，
這樣子的翻譯法就會比較緩和一點，也就是說：
耶穌用比喻來教導、來對眾人講，
因為祂用比喻，半公開、半隱密式的教導方式，
「以致於」這些聽的人
就是看是看得見、卻不曉得，聽是聽得見
就是看是看得見
卻不曉得 聽是聽得見 卻不明白
卻不明白。
這是比較不會那麼尖刻的說法


在馬太福音 路加福音
在馬太福音、路加福音，
都把它改成 oti、「因為」，
因為他們 是這 態度 他們 是無所謂的
因為他們就是這個態度，他們就是無所謂的，
所以就是叫他們怎麼樣呢？耶穌就用比喻。

不管你改成「因為」或者是「以致於」，但是無可否認的
耶穌 比喻 是叫
耶穌用比喻就是叫人不能完全一下子就聽得明白，
能完全 下子 聽得明
這個道理還是有一些半模糊性的。
這裡整個從上下文來看，還是應該用叫、或者是為，
為了就是要使聽的人聽得見、卻不明白，
看是看得見 卻不曉得
看是看得見、卻不曉得。
這句經文是引用舊約 賽六9~10，
以賽亞出來傳福音的時候，神就特別
先跟以賽亞說：你出去傳福音的時候，
不要失望、不要灰心、不要喪膽，
因為要聽你講話的以色列人，他們是心地非常剛硬的，
他們看是看見了 卻不曉得 聽是聽見了 卻不明白
他們看是看見了、卻不曉得，聽是聽見了，卻不明白。
但是在馬可福音上下文來看，比喻是不是要叫人明白呢？
四33 耶穌說：就照他們所能聽的
耶穌說：就照他們所能聽的、就對他們講道。
就對他們講道
所以目的還是要叫聽的人要能夠明白的。

從第一個撒種的比喻知道，傳道人出去有一半機會是落在好土，
好土就是好的 田 他們聽了是有反應 –
好土就是好的心田，他們聽了是有反應
能夠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生命相稱、能夠帶人信主的，
所以比喻的目的，終究還是希望人明白的。

這裡所講的跌倒、失落，並不是永遠的跌倒、失落，
在這個時候 耶穌的家人還是在神國 外
在這個時候，耶穌的家人還是在神國以外，
可是後來是不是有得救呢？他們是改變、悔改的，
所以在這裡並不是講說是指永遠的。
所以在這裡並不是講說是指永遠的

在大的文脈當中，是要叫人明白，但是在它直接上下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人如果是不來尋求 不來追問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人如果是不來尋求、不來追問的話，
就是叫他們看是看見了、卻看不懂，聽是聽見了、卻不明白，
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赦免他們。

所以耶穌講「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
並不是永遠的排除他們 而是祂要用比喻來講
並不是永遠的排除他們，而是祂要用比喻來講，
 因為神國的真理透過耶穌已經來到地上
 祂真正的顯明、落實，還是要等到耶穌上十字架以後，
我們才知道祂是怎麼樣的彌賽亞，耶穌人子再來的時候，
才能夠完全的明白，所以在這個時候，還是半遮掩的

是不是太尖銳了一點？祂不希望他們回轉嗎，
所以有的抄本就把「恐怕 改成了「除非 ，
所以有的抄本就把「恐怕」改成了「除非」，
就是為了要減緩，緩和這個語氣是不對的，
 應該還是講說是恐怕 – 免得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
 如果不用心聽、不好好的追尋、
不好好的留意耶穌所講的話 傳道者所傳的信息
不好好的留意耶穌所講的話、傳道者所傳的信息，
他們就沒有機會、就會跌倒、會失落

耶穌用比喻，仍舊是要引起人的注意、好奇，
有許多人聽比喻、還是有人會聽得懂的、有落在好土裡的。
撒種的比喻可以說是比喻中的比喻，
四13 你們不明白這比喻嗎？這樣怎能明白
你們不明白這比喻嗎？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切的比喻呢？
所以耶穌就解釋給他們聽。

四21~25 燈及量器的比喻，
21 耶穌就對他們說：人拿燈來豈是要放在斗底下…
就對他們說 人拿燈來豈是要放在斗底

這個燈好像是「人拿來」，可是在原文是有關於「燈來了」，
燈是 個擬人化的表示
燈是一個擬人化的表示，
燈在這裡是指誰呢？是指耶穌。
 呂振中譯本是直譯的，他就說：燈來了…
呂振中譯本是直譯的，他就說：燈來了
 Darby Bible 英文聖經，也是說：燈來了…
原文「燈」是作主詞，
原文「燈
是作主詞，
 舊約誰被稱為燈呢？只有耶和華。
撒下廿二29 耶和華啊，你是我的燈；
耶和華必照明我的黑暗。
 燈也可以是指神國的奧祕，
燈也可以是指神國的奧祕
有關於神的統管、真理的顯明
 有關於神的話：
詩一一九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從這幾節我們可以看到耶穌所講的…
現在有關於神的真理、
現在有關於神的真理
或是有關於耶穌福音的道理，
很多人都不明白、很多人都在敵擋，
 連耶穌的家人都在敵擋
 耶穌也不要鬼來彰揚祂是神的兒子、是神的聖者
所以有關耶穌的福音真理，
在耶穌來到的時候，是半隱藏式的一個真理。
但是耶穌說：現在是掩蓋的，
將來 定會顯露出來
將來一定會顯露出來，
因為掩蓋的事最後一定要顯露出來。
當耶穌上十字架死了，後來祂復活升天以後，
祂就告訴祂的門徒要去傳福音，
要把祂的教導教訓人遵守
要把祂的教導教訓人遵守，一直傳到地極，
直傳到地極
所以那個時候就都要在各處傳揚。

在這裡，從上下文來看，
 最好是指耶穌自己，因為耶穌就是主的到來，
最好是指耶穌自己 因為耶穌就是主的到來
可一3 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也可以指有關於神國的奧祕、神的道，
也可以指有關於神國的奧祕 神的道
這兩種解釋都是可以的。
所以燈來的時候，耶穌來了、或祂傳的道來了。
所以燈來的時候
耶穌來了 或祂傳的道來了
這樣的事情我們是要把它掩蓋起來嗎？
四21 23 耶穌又對他們說：「人拿燈來，
四21~23
耶穌又對他們說 「人拿燈來

豈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燈臺上嗎？
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
因為掩藏的事
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
沒有不露出來的。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四24~25 又說
四
又說：「你們所聽的要留心。
你們所聽的要留

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並且要多給你們。
因為有的，還要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神國的原則是怎麼樣呢？就是
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 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
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
這個量器也是裝東西的容器，如果把神國的道理
能夠傳出去分享給別人，這樣的道理、真理、恩賜，
神就會更多地加給這樣的人。
神國的道理的瞭解、跟祂的傳揚，
神國的道理的瞭解
跟祂的傳揚，
這個原則不是一個互惠的原則，而是更加倍的原則，
 神的原則不像世人一般的 – 你對我怎麼樣、那我就對你好，
或是我給出去多少、那我就可以收回多少…
而是神要更多的加給這樣的人
 如果你聽到這個真理，可是你不傳出去、
你 不把這 真
你也不把這個真理活出來的話，
來的
原來所明白的真理，神都要把你奪去
所以神國的原則是跟世界上的原則是不同的
所以神國的原則是跟世界上的原則是不同的，
耶穌在講這個神國的道理，是要我們多多地去傳揚。

祂又用芥菜種的比喻，
還有用種子自然的生長 發芽
還有用種子自然的生長、發芽，
這些的比喻來表明 –
 神國現在雖然看起來
好像很不明顯，
耶穌來的時候
很多人還反對祂、懷疑祂、不瞭解祂
 但是終究神的統管會明顯，
但是終究神的統管會明顯
一直到耶穌再來的時候會整個落實
耶穌就用許多的比喻，
耶穌就
許多的比喻
 照他們所能聽的、就跟他們講
 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講，
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講
沒有人的時候，
就把一切的道理都講給門徒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