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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耶稣采用比喻来教导神国的信息，而在符类福音当中，有关比喻的记载就占了

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见掌握耶稣的比喻对了解天国的信息有着密切的关系。历代教

会的释经传统显示对于比喻的解释乃以寓意解经为主流，一直到 1888 年德国学者

Jülicher 提出他的论述才扭转这个趋势。1 Jülicher 认为比喻没有寓意的成分，并且只有

一个重点；对他而言比喻偏向伦理道德教训，因此他不看重耶稣在讲比喻时的处境。2 

然而在上个世纪中，开始有学者提出反对的意见。例如 J. Jeremias 就指出，比喻必须

透过耶稣当时的生活处境来理解，才能更准确的掌握其意义。3 另外，C. Blomberg 也

提出比喻不是只有一个重点的看法。4 这些例子显示，学者们对于如何解释耶稣的比喻

之含义，见解分歧，没有共识。 

  C. F. D. Moule 认为在耶稣众多的比喻当中，马可福音的撒种的比喻无疑是学者

们的战场，然而还有更多学术上讨论的空间。5 撒种的比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可赋

予它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 –– 它是理解其他比喻的基础（可 4:13）；此外它吸引学者的

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一段难解的经文（可 4:10‐12）。例如神国的奥秘是

什么？耶稣口中的「外人」是指谁？耶稣采用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因为他不想让

一些人得救？ 

  Blomberg 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没有处理以上的问题，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复

杂的三个重点的比喻来理解。他的结论是，撒种的比喻带出三点教训，第一、正如那

撒种的人，上帝也把他的道撒在不同的人心中；其次、正如那三种不结果子的土地，

有三类的人对道的回应是，1）因为魔鬼的引诱而对神的道完全没有反应；2）表面短

暂的信心而非真实的信靠；3）有心信靠，然而当严峻的考验发生时却无法坚守信仰。

第三、正如那结果累累的土地，唯有心存顺服和坚忍来回应神的道的人，才是真正属

神的人。6 Blomberg 所讲的其实就是耶稣对撒种的比喻的解释，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够

深入。 

  另一个学者 J. Drury 从「奥秘」的观点来处理可 4:10‐12 的问题。他指出在犹太

的解经传统，有一种属于隐秘的知识，教师只把它传授给学生。而撒种的比喻当中寓

意的成分，就是要达到这个果效；只有门徒因为耶稣私下的教导，才能够掌握比喻当

中有关神国奥秘的意义。至于「外人」，比喻对他们而言永远是一个猜不透的谜。7 

                                                            
1 Robert H. Ste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arables of Jesu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1), 52. 
2 Stein,  Introduction to the Parables of Jesus, 53‐6. 
3 Joachim Jeremias, The Parables of Jesus, trans. S. H. Hooke (New York: Scribner, 1972), 23. 
4 Craig Blomberg, Interpreting the Parables (Downer Grove Ill: Inter Varsity Press, 1990), 165‐6. 
5 摘录自 John Drury, “The Sower, the Vineyard, and the Place of Allegor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k’s 
Parable,” JTS 24 (1973), 367. 
6 Blomberg, Interpreting the Parables, 228. 
7Drury, “The Sower, the Vineyard, and the Place of Allegor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k’s Parable,” 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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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法的问题是，耶稣对于私下的教导，他的态度是开放的。任何人若想知道比喻

的意思，他们皆可以来到他面前向他询问。同时，「外人」明显含有处在不同立场的

意味，例如犹太宗教领袖。然而从可 12:1‐12 所记载的恶园户的比喻看来，他们显然

很清楚耶稣是针对他们而讲的，可见他们是听得懂比喻的意思。 

  另一方面，D. S. Mccomiskey 从被掳的角度来理解可 4:10‐12。他认为可 4:11‐12

对赛 6:9‐10 的引用，应当从以赛亚书当中有关被掳的观念来理解，同时他指出赛 6:9‐

10 下文第 13 节是末世性经文，被掳是神对他的百姓的审判。Mccomiskey 认为耶稣在

可 4:11‐12 所针对的不是指个人的回转而是集体性的悔改，即耶稣在这里是延续先知

以赛亚的信息，当年神如何使他的百姓的心刚硬，现在神依然使这群犹太人的心刚硬，

因为他们仍然要面对神的审判直到弥赛亚世代。然而这并不会影响个人的救恩（例如

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任何人只要他们回应耶稣，他们就从被掳

的状态进入神的国度。8 对于Mccomiskey 提到神的审判是延续以赛亚书的观念，这个

观点我无法认同。先知以赛亚所宣告的被掳已经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实现了，而且倘若

这里讲的是集体性的（不）回转，对象则必须是悖逆的犹太人，但Mccomiskey 对可

4:11「外人」的解释，却是指群众。9 根据可 3:8 那里提到许多人从四方来到耶稣那里，

他们包括从外邦人之地而来的人，显然群众当中也有外邦人。更重要的是，耶稣的使

命是要教导群众有关神国的信息（参可 1:38）。 

本文将以释经为基础来探讨可 4:1‐20 撒种的比喻，以尝试回答以上所提出有

关可 4:10‐12 的问题。至于经文方面，我将根据马可福音当中所呈现的经文为完整的

单元。 

 

 

 

 

 

 

 

 

 

 

 

 

 

 

                                                            
8 D. S. Mccomiskey, “Exile and the Purpose of Jesus’ Parables (Mark 4:10‐12; Matt 13:10‐17; Luke 8:9‐10),” 
JETS 51 (2008), 59‐85. 
9Mccomiskey, “Exile and the Purpose of Jesus’ Parables (Mark 4:10‐12; Matt 13:10‐17; Luke 8:9‐1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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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论 

 

1．上文的铺陈 

 

  这部份将探讨马可在第 1‐3 章的写作铺陈，尝试整理其思想脉络以回答下列几

个问题，马可如何介绍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而周围的人向耶稣所持的又是一个怎

样的态度？认识耶稣的身份以及他当时的处境将能够帮助我们更正确的掌握本文的所

要讨论的比喻。 

  可 1:1‐15 是马可福音的序言。10 作者一开始就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

的起头」（可 1:1），清楚表明接下来所要叙述的内容是有关‘福音’，而这个福音是

关乎耶稣基督。11 这个段落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施洗约翰的出现是旧约预

言的应验（可 1:2‐3）。这里的旧约出处是玛 3:1 和赛 40:3，这两处经文的对象都是指

上帝。从接下来的描述，透过施洗约翰来介绍耶稣 –– 将要来的、能力比他大的那一位

（可 1:4‐8），可看出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马可显然视耶稣与上帝之间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12 此外，耶稣受洗时，「天开了」、「 有声音从天上来」以及声音的

内容皆显示天父对爱子的肯定（可 1:9‐11）。耶稣特殊的身份再次得到确定。再者，

耶稣受试探似乎和他之前的受洗以及之后宣讲神的福音紧紧相连。正因为耶稣是天父

独一的爱子，他被赋予一个很特别的使命，然而在耶稣开始执行这个使命之前，他还

有另一个任务，就是顺服天父让圣灵引至旷野受撒但的试探（可 1:12‐13）。马可并没

有清楚说明耶稣是否胜过撒但的试探，尽管耶稣的得胜不容置疑，13 但马可似乎要暗

示耶稣接下来的传道事工必须不断的与恶势力对抗的真实面。14 耶稣在清楚自己所面

                                                            
10 有关马可福音序言的分段，学者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可 1:1‐13 或可 1:1‐15。采取前者的立场有

W. L. Lane（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The English Text with Introduction, Exposition and Not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4), 39‐40）和 R. T. France（The Gospel of Mark: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2002), 59）。主要的根据为这个段落的背景都是在旷野，以及圣灵的角色。

采取后者的立场有 J. Marcus （Mark: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AB; New York: 

Doubleday, 2000), 137‐8）和 R. Guelich（Mark 1‐8:26 (WBC; Dallas: Word Books, 1989), 3‐4），他们认为

euvaggeli,ovn 这个字出现在可 1:1 和可 1:14‐15，形成前呼后应；此外 khru,ssw（可 1:4, 7, 14）也把施洗

约翰和耶稣之间连接起来。此外，耶稣受撒但的试探这个事件当中隐含的胜利和他开始传神国的福音有

着密切的关系。我接受后者的立场，因为要介绍「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把序言的段落定在第 15 节

耶稣开始宣扬神的国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做法。同时施洗约翰作为耶稣的先锋，可 1:14 记载他被下监，

显示他的时代已告一个段落，耶稣的时代正式开始。 
11 这里希腊文所有格的用法 tou/ euvaggeli,ou VIhsou/ Cristou/ 可以是主词所有格，即来自耶稣基督的福

音；或受词所有格，即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Guelich（Mark 1‐8:26, 9）指出后者更准确的反映

euvaggeli,on 在马可福音的用法（可 8:35; 10:29; 13:10; 14:9），而这个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内涵是透

过耶稣的言行事迹来传递。 
12 Marcus, Mark, 147. 
13 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胜过撒但的试探（参太 4:1‐11；路 4:1‐13）；同时从紧接

着的经文，可 1:14‐15 耶稣开始宣扬神的福音，显示神的大能介入撒但的权势。 
14 参 Lan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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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是何等的势力，并认识天父所赋予他的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使命之后，仍毅然踏上

征途完成救恩计划，更彰显耶稣顺服天父和爱人类的心。 

 可 1:16 开始记述耶稣宣扬神国的事迹。从可 1:16 至 3:35 可归纳出以下几个重

点，首先是耶稣呼召人跟随他（可 1:16‐20, 2:14; 3:13‐19）。这个部分看到耶稣主动呼

召人，而后者对耶稣的反应不但是立即回应呼召，更是积极愿意离开之前的生活方式

来跟随他。耶稣对人的呼召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而耶稣呼召税吏利未对当时的犹太

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显示耶稣行事的方式并不遵循一般犹太人的观念，甚至是反传

统的。15 耶稣设立十二使徒，固然有可能因为他吸引了大群的人跟着他，因此需要帮

手，16 但更重要的是耶稣要与他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要他们做他所做的，成

为他事工的延伸。17 

  其次是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可 1:23‐26, 29‐31, 32‐34, 39, 40‐44; 2:3‐12a; 3:1‐5, 

10）。耶稣赶鬼的神迹是上帝权能的彰显，它的记载紧接在耶稣开始传扬「神的国近

了 」的信息，更具有其属灵意义。18 另一方面，耶稣因为他的慈心和怜悯人的心肠，

医治许多有疾病的人。 

  再者是耶稣的讲道和教导（可 1:21, 38‐39; 2:1‐2, 13, 16‐17, 18‐20, 21‐22, 23‐28; 

3:23‐30, 31‐35）。马可非常重视耶稣的教导；对马可而言，耶稣的教导是他弥赛亚使

命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19 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特殊的身份使他宣讲有关神国绝对

性的真理时，引来众人的稀奇，20 也使他和其他犹太教的领袖产生张力。 

  后是周围的人或污鬼对耶稣的认识和反应（1:22, 23‐24, 27, 28, 32‐33, 35‐37, 

45; 2:12b, 13, 15; 3:1‐2, 6, 7‐9, 11‐12, 20‐21, 22）。对耶稣的反应要以污鬼对耶稣的认识

为准确；污鬼称耶稣是神的圣者，而文士竟然说耶稣是被鬼附着，是靠鬼王赶鬼。

耶稣的亲属则认为耶稣癫狂了。至于群众，他们惊讶耶稣的教导和医治的能力，却没

有因此对耶稣产生正确的认识；他们一窝蜂的来找耶稣，希望耶稣能够为他们医病赶

鬼。21 文士和法利赛人却因着耶稣的言行作法与他们相违而想要除掉耶稣。  

  除了以上四点之外，可 3:13‐35 作为可 4:1‐20 的直接上文，有两处值得我们注

意的地方。首先、耶稣第一次用比喻来回应文士诬蔑他是被污鬼附身、靠鬼王赶鬼。E. 

Schweizer 认为耶稣不选择直接与文士对话而采用比喻，是因为理解比喻的其中一个关

键是听者跟耶稣的关系。22 其次、这段叙述显示要与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亲属关系，

其关键不是靠血缘，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可 3:35）。 

                                                            
15 参Marcus, Mark, 229 和 Lan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100‐1。 
16 Robert H. Gundry, Mark: A Commentary on His Apology for the Cross (Grand Rapid: Eerdmans, 1993), 163. 
17 France, Gospel of Mark, 158‐9. 
18 Gundry, Mark, 76. 
19 France, Gospel of Mark, 102. 
20 参 Lan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72. 
21 Lan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80. 
22 Eduard Schweizer, The Good News According to Mark (London: SPCK Press, 1970),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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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这一部分的讨论，耶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与上帝的关系密不可分。

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耶稣被赋予一个特别且艰巨的使命。耶稣传扬神国的信息，他

的事奉包括教导、医治和赶鬼。神国的信息是一个有关复原的信息 ––  复原人与神的

关系；然而耶稣因着自己恩慈怜悯人的心，他也乐意复原人身上的疾病或痛苦。另一

方面，由于耶稣说话和做事情的方式带着权柄并且与一般的观念相违，结果导致两个

极端，一是他吸引大批的群众跟着他，二是犹太的宗教领袖想要杀他；令人惊讶的是

污鬼能够准确的认出耶稣是神儿子，而犹太宗教领袖竟然说耶稣是被鬼附身。这里有

关「里边」、「外边」的字眼和观念，显示要成为属于耶稣的人，并不是靠亲属关系，

也不是表面的认识神的律法，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 

 

 

2．经文分析：可 4:1‐20  

 

 在这一部分，我将根据希腊文经文来重新翻译，以及透过逐节分析来探讨本段

经文的神学信息，并尝试回答马可福音当中难解的经文 –– 可 4:10‐12 有关神国的奥秘

和比喻的目的以及对「外人」的定义。 

 

2.1  叙事的场景：可 4:1‐2 

 

第 1 节  Kai. pa,lin h;rxato dida,skein para. th.n qa,lassan\ kai. suna,getai pro.j auvto.n o;cloj 

plei/stoj( w[ste auvto.n eivj ploi/on evmba,nta kaqh/sqai evn th/| qala,ssh|( kai. pa/j o` o;cloj pro.j 

th.n qa,lassan evpi. th/j gh/j h=sanÅ 耶稣又在海边教导人。有一大群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就

上船坐下，（船）在海上，群众都在岸上朝着海。 

 

 可 4:1 所描述的场景令人想起之前经文两次记载耶稣到海边去，有许多人跟着

他（可 2:13; 3:7‐9）；而第三章也提到因为人多门徒为需要为耶稣预备一只小船。第

四章这里再一次显示耶稣所到之地，都吸引了一大群人跟着他，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他们都是因为耶稣的教导带有神的大能而被吸引。23 正如 P. J. Achtemeier 所说，耶稣

的教导蕴含了神的大能；而耶稣所行的大能的神迹，同时也彰显了他带有权柄的教导

（参可 1:21‐28）。24 

  耶稣在海边教导人的好处是可以同时面对一大群人，对比在会堂相对的只能容

纳较少的人。25 Guelich 指出耶稣登上船然后‘坐下’，这是教师在做教导时的一个正

式的姿势。从可 4:1‐2 对耶稣的教训的强调（共出现三次），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怕

                                                            
23 J. Marcus, 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86), 15. 
24 Paul J. Achtemeier, ““He Taught Them Many Things”: Reflections on Marcan Christology,” CBQ 42 (1980), 
479. 
25 France, Gospel of Mark, 187. 



6 
 

人太多拥挤，要避开他们（参可 3:9; 4:36; 6:45），而是要以一个 佳的方式和位置来

教导群众。26   R.  T.  France 更提到小船就好像是耶稣的讲台。27 所以，耶稣已经预备好，

他要教导这些群众有关天国的道理（参 1:14‐15, 38; 4:11）。 

 

第2节  kai. evdi,dasken auvtou.j evn parabolai/j polla. kai. e;legen auvtoi/j evn th/| didach/| auvtou/\他

用比喻教导他们许多事，在教导的时候，他对他们说： 

 「比喻」（parabolh,）这个字在 LXX 乃来自希伯来文 lv'm'，其意义涵盖箴言

（箴 1:1, 6）、先知预言性的语言（民 23:7, 18; 24:3）、谜语或寓意（结 17:2; 24:3）

以及讥诮的语言（指上帝的审判临到而言；代下 7:20; 耶 24:9; 结 16:44; 弥 2:4）；28 它

的另一个特点是图像式的表达。29 France 指出比喻作为一种文体，它要表达的意义并

不在于表明的字句，而是需要经过思考和反问的程序，才会产生洞见。采用比喻为沟

通的桥梁，听者是否能有效的接收信息，很大程度跟他与说话者之间的默契，以及他

们之间是否有相同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等有极大的关系。30 因此比喻 终所表达的信

息往往不只是它表面所呈现的，甚至可以说不同于它表面所呈现的；而且不同的人接

收到的信息也会有差异。31 而现在，耶稣所采用的就是「比喻」这个沟通方式来教导

群众。 

  总结这个部分，以上突现的画面为耶稣是教师，有一群前所未有的群众因着耶

稣的教导带有神的大能而被吸引，他们聚集要听耶稣的教导，而耶稣在这里选择的教

导方式是透过比喻。 

 

2.2  撒种的比喻：可 4:3‐9 

 

第3节  VAkou,eteÅ ivdou. evxh/lqen o` spei,rwn spei/raiÅ「你们要听！看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

撒种， 

 

  耶稣一开始就宣告「你们要听！」（avkou,ete），然后又加了一句「看哪」

（ivdou），这样的表达方式不但要引起群众的注意力，更是要强调他们当留心听接下

来耶稣所要讲的内容。32 从这里可看出，耶稣要讲的比喻并不是一个可以不假思索就

能够明白的道理。33 avkou,w 在可 4:1‐20 共出现九次，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字眼，也是这

                                                            
26 Guelich, Mark 1‐8:26, 191.  
27 France, Gospel of Mark, 187. 
28 K. ‐M. Beyse, “lv'm',” TDOT, 9:66‐7. 
29 F. Hauck, “parabolh,,” TDNT, 5:752. 
30 France, Gospel of Mark, 183. 
31 France, Gospel of Mark, 183. 
32 Guelich, Mark 1‐8:26, 192. 
33 参 Vincent Taylor,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The Greek Text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Indexes 
(London: Macmillan, 1972),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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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经文所要强调的。这里似乎为第 12 节「他们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听了又听，却不

明白」设了一个伏笔。到底大家听到什么？是否听懂？这就成为他们能否对耶稣的比

喻有所回应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耶稣的比喻是有关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的故事，虽然整个故事是由他开始，

并且是由他带动故事的发展，然而谁是这个撒种的人不是比喻的重点。34  这点可以从

第 13‐20 节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完全没有提到撒种的人）看得出来。 

   

第4节  kai. evge,neto evn tw/| spei,rein o] me.n e;pesen para. th.n o`do,n( kai. h=lqen ta. peteina. kai. 

kate,fagen auvto,Å  他撒的时候，有一个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掉了。 

 

 耶稣对比喻的取材乃来自大家非常熟悉、日常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件，这也是

比喻的特征。35 然而撒种的比喻却似乎有一些不合实际的细节，因而引发学者们对它

的真实性的讨论。例如撒种的人为何会把种子撒在路旁、土浅的石头地以及荆棘丛中？

甚至有学者讨论撒种与耕地前后次序的议题。36 然而，在比喻当中为了强调某个观念

或引起听者的反应及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往往采用夸大的方式来达到其效果。37 事实

上，撒种的比喻并非如此荒谬。比喻一开始，耶稣说有一个种子（单数）落在路旁，

显示撒种的人不是刻意要将种子撒在路旁，而是在撒的过程当中有种子落在路旁。38 

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种子让飞鸟给吃掉了。 

 

第5‐6节  kai. a;llo e;pesen evpi. to. petrw/dej o[pou ouvk ei=cen gh/n pollh,n( kai. euvqu.j 

evxane,teilen dia. to. mh. e;cein ba,qoj gh/j\kai. o[te avne,teilen o` h[lioj evkaumati,sqh kai. dia. to. 

mh. e;cein r`i,zan evxhra,nqhÅ 另一个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出苗

来。当太阳升起，它就被晒干，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 

 

  同样的，另外有一个种子（单数）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显然也不是撒种的人

刻意的举动。39 另一方面，耶稣并不是在教导植物学，因此泥土不深是否会加速植物

的苗生长，不是关注的焦点。这里要呈现的一个画面是，一个种子快速长出幼苗，但

却无法抵挡太阳的热气，结果迅速枯萎。让人感受到单只看到快速生长这个现象，不

一定就是一件值得令人感到欢喜快乐的事。 

 

                                                            
34 参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21. 
35 Stein, Introduction to the Parables of Jesus, 15. 
36 参 Jeremias, Parables of Jesus, 12；Philip B. Payne, “Order of Sowing and Ploughing in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NTS 25 (1978), 123‐9。 
37 参 Blomberg, Interpreting the Parables, 45.  
38 Gundry, Mark, 193. 
39 Gundry, Mark,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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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kai. a;llo e;pesen eivj ta.j avka,nqaj( kai. avne,bhsan ai` a;kanqai kai. sune,pnixan auvto,( kai. 

karpo.n ouvk e;dwkenÅ  还有一个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它就结不出果子。 

 再有一个种子（单数）落在荆棘里。R. Gundry提到「荆棘长起来」，似乎显示

当这个种子落在土地的时候，它是在荆棘的种子当中，而不是荆棘丛中，因此撒种的

人并没有刻意把种子撒在荆棘里。40 这个种子因为和荆棘一起生长， 后它无法结出

果子。 

 

第 8 节 kai. a;lla e;pesen eivj th.n gh/n th.n kalh.n kai. evdi,dou karpo.n avnabai,nonta kai. 

auvxano,mena kai. e;feren e]n tria,konta kai. e]n e`xh,konta kai. e]n e`kato,nÅ  41 又有一些落在好土

里，就生长起来，结出果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这里落在好土里的种子是复数，对比之前单数的种子，显示较多的种子是落在

好土里面，而在这些种子当中，有三个种子结出许多的果实。在撒种的过程，的确会

有一些种子因为某种原因遗失或无法结出果子，这是撒种的过程一个正常的现象，但

有更多的种子是落在好土里面，并且它们会结出许多的果子。42  

 耶稣在这里提到三种丰盛的收成，来对比之前三个无法结果子的种子。学者对

于耶稣所提到的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收成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

为那是过于夸大的数字，等同于奇迹般的收成；43 J. Jeremias 就因此指出这里隐含末世

性的语言。44  另外有学者则认为这里所反映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收成，尽管不常发生，

但并非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创 26:12 就提到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以撒，在那一年他的耕

种有百倍的收成。45 J. Marcus 也指出倘如耶稣有意要在这里透过收成的数量来隐含末

世性的教导，他更有可能采用当时代的启示文学所讲的千倍，甚至万倍的收成。46 我

同意第二种看法，因为比喻原本就可以有较夸大的表现手法，而百倍的收成在旧约也

有迹可寻，显示它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数量。因此我认为数字本身并没有末世性含意。 

 

 

 

                                                            
40 Gundry, Mark, 193. 
41根据 UBS 第四版希腊文圣经，这节经文有三个异文。1）kai. auvxano,mena ，支持的抄本包括早期并具

有权威性的 a和 B；2）kai. auvxano,menon，支持的抄本有第四世纪的 A 和第五世纪的 D；3）kai. 

auvxa,nonta，支持的抄本有第五世纪的 C。从外证来看，异文 1）稍微略胜一筹。另一方面，异文 2）和

异文 3）很有可能是因为之前的 karpo.n和 avnabai,nonta 的影响而错误的写成 auvxano,menon及 auvxa,nonta。
因此异文 1）较有可能是 原始的抄本。参 Bruce Metzger,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xtament 2nd ed. (Stuttgart: Deutsche Biblegesellschaft, 1994), 71。 
42 参 Taylor,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254。 
43 Ben Witherington III, The Gospel of Mark: A Socio‐Rhetorical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165. 
44 Jeremias, Parables of Jesus, 150. 
45 Guelich, Mark 1‐8:26, 192. 
46 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43. 



9 
 

第 9 节 kai. e;legen\ o]j e;cei w=ta avkou,ein avkoue,twÅ 他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这里的宣告令人想到耶 5:21 和结 12:2；这两处经文是上帝透过先知责备以

色列人的悖逆。47 可 4:3 和本节都呼吁群众要留心听（avkoue,tw），形成一个 inclusio，

即它是一个单元。耶稣如此地强调「听」的重要性，显示群众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感

受撒种的比喻含有一个很严肃的 信息，而对这个信息关切的人，他要做的就是去问耶

稣！J. Edwards 提到比喻的目的包括透过互动来寻求真理，而在这个互动当中也反映了

门徒和耶稣之间的关系。48  事实上，接下来的经文显示在群众当中就有一些人连同十

二门徒，去找耶稣请他解释比喻的意思。Marcus 就指出耶稣在讲完比喻之后的呼吁，

尤其是紧跟在种子落在好土里之后，把「 好田地」和那些仔细听、渴望听明白耶稣教

导的人连接起来。49 

 

2.3  比喻的目的：可 4:10‐12 

   

第10节Kai. o[te evge,neto kata. mo,naj( hvrw,twn auvto.n oi` peri. auvto.n su.n toi/j dw,deka ta.j 

parabola,jÅ 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那些在他周围的人和十二门徒，问他比喻的意思。 

  

 这里的场景有一个转变，之前耶稣在船上教导群众，现在耶稣独自一人，而群

众不见了，只剩下一些跟着他的人和十二门徒。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耶稣完成他所有

的教导之后，他下船回到岸上，然后众人也陆续离去，那要如何解释可4:21再次提到

耶稣用比喻教导人，甚至第36节说耶稣还在船上？ 

 无可否认可四章给人的印象是跳跃式的画面，从耶稣公开的教导（可4:3‐9）之

后就转为耶稣私下针对一些跟着他的人和十二门徒（可4:10‐20），然后又是一段公开

的教导（可4:21‐34）。学者对这个现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那是马可编辑的结果；

即可4:10‐12以及耶稣对比喻的解释是发生在另外的场景，而马可把这段穿插在耶稣一

系列用比喻的教导当中。50 France也提到 hvrw,twn 和 e;legen 的动词时态显示第10‐12节的

对话并不只是单一的针对耶稣撒种的比喻，而是门徒等人反复或持续性的询问耶稣有

关比喻的教导。51 事实上，这里的 parabola,j（比喻）是复数，而Lane 就正确地指出它

乃指向第2节的「 耶稣用比喻（复数）教导他们许多事」；52 也就是说，门徒等人对

                                                            
47 France, Gospel of Mark, 193; Guelich, Mark 1‐8:26, 196. 
48 James R. Edward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137. 
49 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57. 
50 参 Edwards,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130； Guelich, Mark 1‐8:26, 203；Gundry, Mark, 196；Marcus, 

Mark, 289‐90； Jeremias, Parables of Jesus, 77‐79。 
51 France, Gospel of Mark, 194. 
52 Lan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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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所讲的许多比喻提出询问，包括耶稣使用比喻的用意，53 而耶稣对他们的回应是

把撒种的比喻的解释告诉他们。 

 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可要如此编辑他的资料来源？我认为答案

就在第 13 节耶稣所说的，不明白这比喻，就不能明白一切的比喻。耶稣在可四章讲了

撒种的比喻之后，另外还讲了四个比喻。从以上的讨论我们看到门徒询问耶稣许多有

关比喻的教导，然而对耶稣而言，一旦门徒能够掌握撒种的比喻的信息，他们就能明

白其他的比喻，因此他只需要向门徒解释撒种的比喻。所以，马可把耶稣对撒种的比

喻的解释，直接放在撒种的比喻之后，除了可以有一个连贯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可

以帮助读者明白接下来耶稣所讲的其他的比喻。 

 peri. auvto.n（在他周围）这个字眼在可 3:32‐35 出现两次，那里的处境含有这些

在耶稣周围的人当中，凡遵行神旨意者才是真正和耶稣有关系的人；马可在第 10 节用

这个字眼的时候，似乎有意将这些跟着耶稣的人和下一节的「外人」作对比。54 此外，

W. Wessel and M. Strauss 指出这些跟着耶稣的人之前是属于群众的一部分，然而当他

们以积极的态度来回应耶稣的教导时，他们就获得耶稣对比喻的解释。这显示耶稣并

不是诺斯底神秘主义的教主，只将奥秘传给一小部分的人；所有对神国的信息有回应

的人，耶稣都愿意将神国的奥秘讲给他们听。55 另一方面 C. F. D. Moule 提到从耶稣对

所有向他询问的人，他都告诉他们有关神国的奥秘，显示人可以主动争取成为属耶稣

的人，即人的主权胜过预定。56 然而正如 France 对Moule 的回应，为什么有些人就是

晓得要回应而另外一些人却永远无动于衷？在这里 France 并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只说

可四章的写作并没有要处理这个议题。57 我认为从接下来耶稣对比喻的解释，可以看

到当神国的福音传开的时候，撒但也不断的要拦阻人对道的领受，而同时人有责任要

回应并持守福音，显示神的旨意、撒但的作为、以及人的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有

其吊诡之处。58 

 

第11节kai. e;legen auvtoi/j\ u`mi/n to. musth,rion de,dotai th/j basilei,aj tou/ qeou/\ evkei,noij de. 

toi/j e;xw evn parabolai/j ta. pa,nta gi,netai( 他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已被给了你们，但

对那些在外面的，凡事都用比喻。 

 这节有几个需要讨论的地方。例如「神国的奥秘」指什么？为什么有「你们」

和「外人」之分？对外人凡事都用比喻是什么意思？「奥秘」（musth,rion）在福音书

只出现在撒种的比喻（包括在其他两本符类福音）；在旧约 LXX 它只出现在但以理书，

                                                            
53 参 Wessel, Walter W. and Strauss, Mark L, Mark, in Tremper Longman III & David E. Garland (eds.),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Vol 9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0), 754. 
54 Guelich, Mark 1‐8:26, 203. 
55 Wessel and Strauss, Mark, 754.  
56 摘录自 France, Gospel of Mark, 195. 
57 France, Gospel of Mark, 195. 
58 参Marcus, Mark,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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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八次（翻译自希伯来文的 zr" 59），都是在第二章有关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Marcus 

和 D. Wenham 对于但 2「奥秘」的理解为，那是神所赐给尼布甲尼撒的异梦，即梦境

是「奥秘」。Marcus 提到巴比伦的术士宣称只要他们知道王所做的梦，他们就有能力

解梦，因此「奥秘」不在于对梦的讲解，而是梦本身。60 所以，解梦以及对撒种的比

喻的解释，是属于第二层的启示来揭开奥秘的意思。61 这样的理解产生的问题是，所

有在场的群众都领受了这个奥秘，不管他们是否能够明白（就好像尼布亚尼撒）。如

果是这样，领受奥秘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事实上，但 2:28‐29 讲到这位在天上的神是显明许多奥秘的主，他要将日后必

有的事，指示给尼布甲尼撒。「日后必有的事」就是奥秘，「指示」必然包括使他能

够明白。但以理在解梦之前说「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

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但 2:30），这里的奥秘显明给但以

理，显然不只是指布甲尼撒的梦境，也包括解释的能力。 

 France 的看法是，应该把奥秘理解为秘密，是一个特殊的信息而不是一个令人

费解的谜；这里并不是要强调保守这个秘密，而是指这个秘密要被分享。62 C. E. B. 

Cranfield 也说奥秘是属于神的秘密，神的意念并非人的意念，人的智慧不能明白神的

秘密，除非神亲自向人表明。63 但以理之所以能够替尼布甲尼撒解梦，是因为这个向

巴比伦术士隐藏的秘密，神却为但以理揭露了。这显示但以理解梦的能力来自神而并

非他晓得解码，64 因此对于巴比伦的术士宣称自己只要知道梦境就能解梦这回事，似

乎未必是必然的事。「奥秘」只有神知道，是人所不能测透的部分，事实上惟有神主

动将它向人启示，人才能知道这奥秘的存在。而当神向人启示奥秘的时候，显示神要

让人知道这奥秘为何，即奥秘和启示是两位一体。65 因此我同意 France 和 Cranfield 的

见解，「奥秘」指人无法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取得的特殊的信息，是神主动向人揭

开这个信息，让人明白奥秘的内涵。 

 那么「神国的奥秘」是指什么呢？J. Donahue 认为是指可 4:26‐29, 30‐32 这两个

有关神国的比喻。同时他认为「神国」这个词对马可而言，乃指向神透过耶稣的言行

而显露的自我启示，因此神国的奥秘隐含马可的基督论。66 Cranfield 的看法为这个秘

                                                            
59然而 zr" 这个字在昆兰社群的文献却有丰富的描写。例如隐秘的事只显露给被拣选的人；他们认为旧

约有一部分的信息对外人是封闭的，只有那位公义的教师因为获得启示才能阐明其中的道理，而他只对

这个社群讲解。Barry W. Henaut, Oral Tradition and the Gospels: The Problem of Mark 4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3), 179. 
60 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43; David Wenham, “The Purpose of the Parabl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k 4:10‐12,” in D. Wenham, The Parables of Jesus: Pictures of Revoluti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89), 243. 
61 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46. 
62 R. T. France, Divine Government: God’s Kingship in the Gospel of Mark (London: SPCK, 1990), 37. 
63 C. E. B. Cranfield,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153. 
64 France, Gospel of Mark, 196. 
65 G. Bornkamm, “musth,rion,” TDNT, 4:820‐1. 
66 John R. Donahue, The Gospel of Mark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2002),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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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是神国透过隐藏的方式已经藉着耶稣这个人以及他的言行而降临了。67 D. Garland 同

意他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因为是隐藏的，所以群众无法从耶稣的作为（受死和复活）

看到那是神末世的救赎行动的实现。68 Edwards 则认为这个奥秘是指撒种的比喻，即

神的作为藉着耶稣而在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丰收。69 

 从上下文来看， 直接理解「神国的奥秘」应该就是指撒种的比喻。然而

Guelich 提出可 4:3‐9 和 13‐30 并没有任何有关神国的字眼，反而是出现在可 4:26‐32。

但既然马可把讨论「神国」的主题穿插在撒种的比喻以及耶稣对比喻的解释之间，这

个做法很自然就会令人把撒种的比喻和可 4:26‐32 所记载的两个比喻连在一起，即这

三个都是属于关乎「神国」的比喻。70  仔细看这三个比喻，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直接

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或秘密有关，而是显示神国渗入这世界的不同面向，以及神国在

遭遇抵挡的情况之下 终仍然得胜，神在末世的掌权已经发生了。71  

  Marcus 的见解是，「神国的奥秘」就在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当中，虽然撒种

的比喻在这里没有出现「神国」的字眼，但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就很明显的提到比

喻当中的种子是「天国的道」。这个奥秘是旧的世代（没有结果子的田地）和新的世

代（结丰盛果子的田地）并存着。这个并存的观念对当时的犹太人是一个陌生的观念，

对他们而言神国降临的时候是透过大能仇敌把撒但的国击败，但神国在这里却是隐秘

的。此外，撒种的比喻所提到的前面三种情景显示在属灵的战场上，神国遭受仇敌百

般的攻击，以至有人将会继续留在撒但的权势底下，然而这并不代表神无能，而是跟

神的旨意有关。72 Marcus 进一步指出，要更完整的理解这个神国的奥秘，必须检视神

国这个观念在马可福音出现的意义。他的结论是，神国的奥秘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

透过耶稣传扬神国的福音、他所行的神迹以及他的受死和复活，神为这个败坏的世界

注入一股变革的大能。73 

  以上显示学者们的看法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然而 Cranfield 和 Garland 并没有

从上下文来看神国的奥秘的意义，而是直接从马可的基督论来回应。虽然 Donahue 并

没有步他们的后尘，但他认为那是指可 4:26‐29, 30‐32 这两个有关神国的比喻，而不是

撒种的比喻。之后他也没有针对这两个有关神国的比喻做分析来明白神国的奥秘的意

思，而是跟之前的学者一样从马可的基督论来解释。 

  Guelich 提到撒种的比喻以及耶稣对比喻的解释没有任何「神国」的字眼，这是

一个很好的观察，然而他忽略马太福音的确很清楚的说撒种的比喻跟神国有关，而且

耶稣只对撒种的比喻做解释，因此我认为神国的奥秘不包括接下来的两个比喻。此外，

                                                            
67 Cranfield,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153. 
68 David E. Garland, Mark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6), 158. 
69 Edwards,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132. 
70 Guelich, Mark 1‐8:26, 206. 
71 Guelich, Mark 1‐8:26, 206. 
72 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49‐51. 
73 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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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Edwards 正确地指出神国的奥秘是指撒种的比喻，但他对这个奥秘的解释不够深

入。我认为Marcus 对神国的奥秘的解释 为完整，首先，他正确的把神国的奥秘和撒

种的比喻连接起来。然后他分析撒种的比喻，之后再检视整本马可福音其他有关「神

国」的字眼和观念。这个做法令人感到信服。  

 以上的讨论显示「神国的奥秘」是跟神国有关的特殊的信息，它就在耶稣所讲

的撒种的比喻当中，而耶稣要揭露这个信息给在他身边、跟着他的人。这个隐秘的信

息就是神国已经透过耶稣传扬福音以及他所行的神迹降临了，并且是以一种隐藏的、

渗入性的方式进入这个旧世代，所以旧世代和新世代是并存的。在属灵的争战当中，

有人将被仇敌掳走；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是撒但致命的一击， 终神国要获得极大的胜

利。 

  de,dotai（被赋予）强调这个动作来自神（divine passive），既神的授权。74 

这节说耶稣将神国的奥秘给了那些跟在他周围的人和十二个门徒；至于外人凡事都用

比喻。谁是这里所讲的「外人」？ 直接的反应是将前来询问耶稣有关比喻的意思的

这些人，和其余的群众做对比，即后者是外人。然而耶稣用比喻是要教导有关神国的

信息，这个理解把群众排除在神国之外（参可 4:12）。同时 Guelich 指出马可采用 o` 

o;cloj （群众）这个字眼的时候，都是中性没有负面的含义，因此「外人」指群众的可

能性不高。75  

 对于有关谁是外人？学者有一些的讨论。首先，France 认为可 3:22 所提到的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明显是属于这里所讲的「外人」。而他同时指出从马可的

用字来看，e;xw 也出现在可 3:31‐32，因此也需要考量那一段经文，但他却没有提供更

多的解释，清楚说明应当如何理解耶稣的亲属是「外人」这个观念。76 我认为 e;xw在可

3:31‐32 的处境，很明显是指地理位置上的里、外之分。耶稣并没有要视站在外面的母

亲和弟兄为外人，而是要让这些坐在他周围的人知道，任何人只要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他就和耶稣有亲密的亲属关系。重点在于怀抱而非排除。另一方面，Garland 认为这一

节的比喻和第 2 节所提到的比喻有不同的意义，这里指神国的奥秘透过比喻来启示，

以显示这世界是眼瞎的；这可从犹太宗教领袖（可 2:1‐3:6; 3:22‐30）、耶稣的家人

（可 3:31‐35），甚至连门徒（可 8:14‐21）对耶稣的反应看出。77 他的说法显示他所

提到的这三类人都是属于「外人」。我认为 Garland 的说法太笼统，而且无法协调接

下来第 12 节的经文。至于 Guelich，他同意从可 3:20‐35 来看，「外人」可以是指那些

拒绝耶稣的事工的人。78 Marcus 的看法是「外人」指敌对耶稣的人（尤其是可 3:6 所

记载的），他们定意恨耶稣、要除掉耶稣，把自己排除在救恩之外。79   

                                                            
74 Cranfield,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154. 
75 Guelich, Mark 1‐8:26, 208. 
76 France, Gospel of Mark, 198. 
77 Garland, Mark, 158. 
78 Guelich, Mark 1‐8:26, 208. 
79 Marcus, Mark,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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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撒种的比喻是有关「道」，即神国的福音的传扬，80 而「外人」是指那

些拒绝耶稣事工的人，可能包括犹太的宗教领袖 –– 他们每一次接触耶稣，非但没有让

他们更认识神国的福音，反而激起他们对耶稣的仇恨。这些人想尽办法设下陷阱要试

探和陷害耶稣（可 8:11; 10:2; 12:13, 15），甚至想要捉拿耶稣、除灭他（可 3:6; 11:18; 

12:12; 14:1）。他们因着自己的刚硬和骄傲，无法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向他询问更多

有关神国的福音，以至失去这个福分，把自己排除在救恩之外。 

  现在，耶稣说对外人凡事都用比喻。「凡事」（ta. pa,nta）和上半节的「 神国

的奥秘」呈现平行，即任何有关神国的信息对外人而言是用比喻。81 学者对「比喻」

在这里的意思有一些的讨论。Garland, Guelich 和 Gundry 皆认为它的意思偏向「谜语」，

重点在于使听者感到困惑。82 然而正如 France 所说，耶稣用「比喻」（parabolh,）作

为教导的方式，目的不在于隐藏信息，而是要听众从比喻当中发掘更深入的意思。83 

而且从直接上下文来看，第 10 节和第 13 节都出现「比喻」这个字，也都没有隐含要

使人困惑的意思。如果我们单把第 11 节抽离而赋予它一个不同的意思，在文法上有其

困难之处。84 同时可 12:1‐12 显示敌对耶稣的犹太宗教领袖很清楚知道比喻是指着他们

说的。因此，我认为「比喻」在这里的重点不在于使外人感到困惑，而是比喻的信息

对他们的意义。 

 

第12节 i[na ble,pontej ble,pwsin kai. mh. i;dwsin( kai. avkou,ontej avkou,wsin kai. mh. 

suniw/sin( mh,pote evpistre,ywsin kai. avfeqh/| auvtoi/jÅ 使他们虽然看了，却看不清，虽然听

了，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转，得到赦免。」 

 

 这节引起学者们热烈的讨论，因为 i[na 作为解释上一节的比喻对外人的意义，

再加上赛 6:9‐10 的引用，就显得耶稣有意透过比喻来排除一些人对神国的信息的掌握

和理解。从理性和道德的层面来看，这和耶稣要来拯救世人的身份和使命呈现表面上

的冲突，同时也在神学上造成一些困扰，因此引发学者们热烈的讨论。  

 学者们的观点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类：1）马可的引用乃来自亚兰文译本他尔根

（Targum）而非旧约希伯来文圣经或 LXX 译本。85 亚兰文的助词 d 可以是连接词 i[na

或指示代名词 oi[，马可误把它翻译为前者。86 这样的理解就是「神国的奥秘给了你们，

但对那些在外面的，就是那些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的人，凡事

                                                            
80 参本文页 17‐18 对第 14 节的解释。 
81 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109. 
82 Garland, Mark, 158; Guelich, Mark 1‐8:26, 208‐9; Gundry, Mark, 198. 
83 参本文页 4 对「比喻」的解释。 
84 France, Gospel of Mark, 198. 
85 希伯来文圣经和 LXX 皆为第二人称，他尔根则是第三人称；同时希伯来文圣经和 LXX 以「医治」为结

语，而他尔根是「得赦免」。 
86 Thomas W. Manson, The Teaching of Jesus: Studies of Its Form and Cont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5), 78. 



15 
 

都是比喻」。2）i[na的作用为引句的公式，指 i[na plhrw,qh ，所以马可引用赛 6:9‐10

是「为了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87 把焦点从耶稣的身上转移至经上的话。3）赛 6:10

下半句的亚兰文为 amld（对比希伯来文的!p），可以是「免得」或「除非」的意思，

因此可 4:12 的下半句 mh,pote 可以用后者来理解，即「神国的奥秘给了你们，但对那些

在外面的，凡事都是比喻。使他们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听了又听，却不明白，除非

他们回转，得到赦免」。88 以上三种解释的困难是，倘若真的如这些学者所言，理应

会出现抄本的问题，但这段经文的一致性却是非常的强。89 4）马可的引句带有嘲讽的

味道 –– 这个解释就是，比喻叫外人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的人，

因为他们 不想要的就是回转而得赦免。90 5）i[na 是对第 11 节的下半句做更多的说明，

即赛 6:9‐10 的引用纯粹是为了要解释比喻的功能，这样的理解就是，「神国的奥秘给

了你们，但对那些在外面的，凡事都是比喻；经上记着：他们看了又看，却看不清，

听了又听，却不明白，除非他们回转，得到赦免」。91 以上两种看法削弱了马可对赛

6:9‐10 的引用；这段经文在新约共六次被引用，其上下文都和人的不信以及他们的心

刚硬有关。而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尽管在用字方面较为缓和，

然而神的旨意和使人的心刚硬的议题却仍然存在。92 6）i[na 的用法是目的子句。然而

这就牵涉是否耶稣讲比喻的目的是因为他不希望一些人蒙赦免的神学议题。93 7）i[na 

的用法是结果子句。虽然这不是 i[na 在马可福音常见的用法，但我们不应就此排除这

个用法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是，要如何理解耶稣的比喻会带来令人看不清，又听不明

白的结果？Witherington 的看法是，耶稣用比喻这类修辞性语言来传讲有关末世的信

息，不是为了要使人感到模糊或玄妙，正如可 4:33 所说的，耶稣用许多比喻，是照群

众所能听懂的来对他们讲道。但由于比喻的传递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方式，因此根据

听者的反应可以知道哪一些人以信心来回应信息，哪一些无动于衷 ，没有反应即没有

领受，也没有回转，因此没有赦免。94 Garland 也提到属耶稣的人和外人之间的对比，

不是前者能够对比喻的信息有透彻的掌握，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不明白才需要耶稣

加以解释。所以，关键是这些人选择去找耶稣寻求帮助。95 France 甚至认为重要的是

要知道「外人」的身份不是取决于一次的决定。在某个耶稣教导的场合，他们可能没

有反应，在当下他们是外人，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从此与耶稣之间有一个鸿沟。耶稣

                                                            
87 Lan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159. 
88 Jeremias, Parables of Jesus, 17. 
89 Edwards,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134. 
90 Bruce Hollenback, “Lest They should Turn and be Forgiven: Irony,” The Bible Translator 34 (1983), 312‐21. 
91 Guelich, Mark 1‐8:26, 211. 
92 Edwards,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134. 
93 Wessel and Strauss, Mark, 756. 
94 Witherington III, Gospel of Mark: A Socio‐Rhetorical Commentary, 167. 
95 Garland, Mark,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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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的教导群众，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转向耶稣。96 从以上学者的看法，我们可以

这样理解，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是针对所有的人，他并没有偏袒任何人。因此焦点不在

于耶稣主动性的不希望某些人蒙赦免，而是人对耶稣的反应（或没有反应）把自己排

除在救恩的门之外。 

 至于这一节的下半句「免得他们回转过来，得到赦免」（新译本）。Hooker 提

到犹太人的神观，对他们而言既然神是全能以及万有的大主宰，一切事情的发生必定

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并且他们的信念往往强过理性，因此这使他们在顺服神的主权这

方面不会产成太大的困扰。97 D. A. Carson 也认为学者所发出的问题很可能是现代学者

的问题，而不是圣经作者的问题。对圣经作者而言，或许他们不认为这样的表达有何

不妥之处。98 Edwards 就提到马可的表达显示他的重点在于神所要成就的旨意，至于

要如何妥协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张力，显然不是马可 关切的。99 事实上，

这个张力在赛 6:9‐10 章就已经出现。100 尽管如此，人却不会因此就不必付上任何的责

任。正如耶稣被卖和受死的事件应验了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出卖他的人不会因此可

以逃脱他的罪，可 14:21 就很清楚的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但耶稣引用赛 6:9‐10 的用意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赛 6:9‐10 来

寻找答案。赛 6:9‐10 处在以赛亚书第六至十二章这一个大段落。这个大段落始于一个

罪人被洁净（赛 6:5‐7），而结尾是蒙救赎的群体向耶和华发出赞美的诗歌（赛 12:1‐

6）。101 因此赛 6:9‐10 在这个段落的重点显然不是要打击神的百姓，而是要从洁净的

角度来理解，并且 终是胜利的凯歌。赛 6 章的处境是以赛亚所看到的异象，而这个

异象是在一个天庭的场景。异象的内容是在以赛亚回应神的呼召之后，神向他显明一

个很特殊的启示，预先告知他所面对是一群顽梗的百姓，并且他所领受的使命是艰难

的。102 这群百姓因着自己的心硬和悖逆，他们不顾念、不留心神的作为（参赛 5:12），

以至无法渗透神的旨意。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

不晓得’，并不是因为先知以赛亚所传讲的信息深奥难懂，因为赛 28:9 让我们看到，

以赛亚所传讲的对象讥诮他的信息是给刚断奶离怀的幼儿，显示这些人高傲的心，也

显示以赛亚所传讲的内容是众人都能够听得明白的。由此可见，不是信息本身，而是

人对信息的反应，成为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的拦阻。先知以赛亚

                                                            
96 France, Gospel of Mark, 201. 
97 Morna D. Hooker, A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3), 128. 
98 D. A. Carson, Matthew, in Tremper Longman III & David E. Garland (eds.),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Vol 9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0), 356. 
99Edwards,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134. 
100 Klyne Snodgrass（Stories with Intent: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arables of Jesu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8), 159）甚至认为赛 6:9‐10 的经文所呈现的张力比可 4:12 更为强烈。另外有同样张力的

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101 J. A. Motyer, Isaia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L: Inter Varsity Press, 1999), 15. 
102 Hans Wildberger, Isaiah 1‐12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1), 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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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是如此，耶稣引用赛 6:9‐10 显示他所面对的群体也是如此，他们不顾念耶稣的

作为，也不留心耶稣的教导，这些人抵挡耶稣，他们 终将使自己排除在救恩的门外。 

 总结这部分的讨论，神国的奥秘给了那些跟着耶稣的人和十二门徒，因为他们

主动寻找耶稣要求知道比喻的意思。这显示只要有人想更多的认识有关神国的信息，

耶稣都非常乐意告诉他们。神国的奥秘指神国已经透过耶稣传扬福音以及他所行的神

迹降临了，它是以一种隐藏的、渗入性的方式进入这个旧世代，并且与旧世代并存。

在属灵的争战当中，有人将被仇敌掳走；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是撒但致命的一击， 终

神国要获得极大的胜利。耶稣用比喻来传递神国的信息不是要让听者感到困惑，而是

要他们从比喻当中发掘更深入的意思，并挑战他们以行动来回应神国的福音。至于那

些自以为是，轻看耶稣、不屑向耶稣请教的人，这些人将无法明白神国的信息。其结

果是因为不明白，所以不晓得要悔改，因此不蒙赦免。至于经文所呈现的有关神的主

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张力，不是圣经作者要讨论的重点，它所要彰显的是神作为

宇宙的大主宰，一切事情的发生必定是在神的掌控之下。 

 

2.4 耶稣对撒种的比喻的解释：可 4:13‐20 

 

第13节Kai. le,gei auvtoi/j\ ouvk oi;date th.n parabolh.n tau,thn( kai. pw/j pa,saj ta.j parabola.j 

gnw,sesqeÈ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又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有学者认为撒种的比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福音的宣讲以及人如何回应这个

福音有关。103 然而我认为从上文对第 11 节有关「神国的奥秘」的讨论，显示这个关

乎神国的信息104 就在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当中；这是撒种的比喻特殊的地方。群众

需要从正确的神的国度观来理解耶稣所讲的比喻，一旦掌握这个，他们就可以明白其

他一切的比喻所讲的有关神国的教导。 

 

第14节 o` spei,rwn to.n lo,gon spei,reiÅ 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 

 

 谁是撒种的人，耶稣在解释比喻的时候并没有说明，显然那不是比喻的重点。

「道」这个字出现在可 2:2，那里记载耶稣在屋子里对许多人讲道，但耶稣对他们讲什

么呢？可 1:14‐15 和可 1:38 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在传讲有关神国的福音。因此，「道」

在这里是指神国的福音。撒种的比喻并不是在教导人要成为「好田地」，而是在刻画

四种对神国的福音不同的反应。105 

 

                                                            
103 M. D. Hooker, ”Marks’s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Mark 4:1‐34),” in Richard N. Longnecker (ed.), The 
Challenge of Jesus’ Parabl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93. 
104参本文页 11‐13 的讨论。 
105 Marcus, Mark,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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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ou-toi de, eivsin oi` para. th.n o`do,n\ o[pou spei,retai o` lo,goj kai. o[tan avkou,swsin(  

euvqu.j e;rcetai o` satana/j kai. ai;rei to.n lo,gon to.n evsparme,non eivj auvtou,jÅ106 那些在路旁的，

就是当他们听了道，撒但立刻来，把撒在他们里面的道夺去。 

 「听道」在可 4:15‐20 共出现四次，显示这个比喻挑战群众要晓得如何正确的

听道。107 比喻的焦点是撒种的动作，而耶稣对比喻的解释则把焦点放在对听道的回应。

人在听道之后要有正确的回应是比喻所要表达的重点之一，有趣的是这节所呈现的有

反应的那位是撒但，而不是听道的人，甚至撒但的反应是快速的。此处显示两股势力

的争战，耶稣努力传扬神国的福音，然而从道的宣讲至人对道的领受和回应，撒但却

一直不断寻找机会要夺取人心中的道。108  

 

第16‐17节kai. ou-toi, eivsin oi` evpi. ta. petrw,dh speiro,menoi( oi] o[tan avkou,swsin to.n lo,gon 

euvqu.j meta. cara/j lamba,nousin auvto,n(kai. ouvk e;cousin r`i,zan evn e`autoi/j avlla. pro,skairoi, 

eivsin( ei=ta genome,nhj qli,yewj h' diwgmou/ dia. to.n lo,gon euvqu.j skandali,zontaiÅ 那些在撒

在石头地上的，就是当他们听了道，立刻欢喜接受它，可是在他们里面没有根，不过

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受患难或迫害，就立刻跌到。 

 第二类听道的反应是人立刻欢喜接受，对比第一类的人「道」根本没有存留在

他们心中，这里的画面似乎让人感到欣慰，可惜的是他们对道的持守是暂时性的。

skandali,zw 指离开福音或放弃信仰；109 dia. to.n lo,gon（为道）指为耶稣所传的神国的

福音；也指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福音的内涵。 

 这里的描绘虽然显示他们欢喜接受「道」，但他们的生命却没有因此带来改变。

那些因为耶稣的神迹而跟着他的群众，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而不愿付代价，他们是属于

这类的人。110 「患难」和「迫害 」来自抵挡上帝的力量；耶稣的仇敌要用各种方式来

使人离开真道。这里提到「没有根」让人联想耶 17:7‐8 并形成对比，那里提到倚靠耶

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必象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

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因此「没有根」指对上帝的信

靠不够坚定，在面对患难或迫害的时候，他们选择放弃信仰。  

 

                                                            
106根据 UBS 第四版希腊文圣经，这节经文有四个异文。1）eivj auvtou,j，支持的抄本有早期并具有权威

性的 B；2）env avvvutoi/j，支持的抄本包括早期并具有权威性的 a和第五世纪的 C；3）env tai/j kardi/aij 
avvvutow/n，  支持的抄本有第五世纪的 D。4）avpo. th/j kardi,aj auvtw/n，支持的抄本有第四世纪的 A。从外

证来看，异文 2）较站优势，然而它有可能是文士为了要使句子更通顺而做出的更动。至于异文 3）和

异文 4）有可能是文士为了要协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字眼而做出的修改。因此，异文 1）较有可能

是 原始的抄本。参 Bruce Metzger,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xtament, 71. 
107 Hooker（”Marks’s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Mark 4:1‐34),”, 83）就提到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是要给那些真

正留心听他教训的人。 
108 参Wessel and Strauss, Mark, 757；David E. Garland, Mark, 162。 
109 G. Stählin, “skandali,zw,” TDNT, 7:349. 
110 Wessel and Strauss, Mark,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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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9节kai. a;lloi eivsi.n oi` eivj ta.j avka,nqaj speiro,menoi\ ou-toi, eivsin oi` to.n lo,gon 

avkou,santej(kai. ai` me,rimnai tou/ aivw/noj kai. h` avpa,th tou/ plou,tou kai. ai` peri. ta. loipa. 

evpiqumi,ai eivsporeuo,menai sumpni,gousin to.n lo,gon kai. a;karpoj gi,netaiÅ 另一些撒在荆棘

里的，就是他们听了道，然而今世的忧虑、钱财的迷惑，以及其他的欲望进来把道挤

住，就结不出果实。 

 

  第三类听道的反应显示，「道」得以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甚至成长起来，

只是因为它在荆棘丛中而无法结出果子。me,rimna 、avpa,th 和 evpiqumi,a  都是属于意识方

面的词汇，因此使「道」无法结出果子的并非钱财或任何外在物质世界，而是人内心

对这些事物的贪恋。111 这让我们想起可 10:17‐22 所记载的那位向耶稣询问永生之道的

人，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而 终拒绝耶稣的邀请。112 对于 loipa. 这个字，France 认为从

希伯来文的 rt,y<  来理解更能明白这里的意思。rt,y<  有「过度 」或「过剩」的含义

（参诗 17:14），因此这里的意境是要强调除了钱财以外，还希望得到更多其他的物质

享受的这种欲望。113 这样更能表达人心的贪婪是无法被满足的现象。另一方面，

Marcus 指出 eivsporeuo,mai 让人感到有一种力量的入侵，而这正是撒但继续不断用它的

方式来影响人，使人无法结出福音的果子。114  

 对比第 16‐17 节和第 18‐19 节，一个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另一个是内心的私欲，

这两者都造成「道」无法结出果子。 尽管「撒但 」个这个字眼只出现在第 15 节，但

它并不只是局限在那里，一切要破坏人对道的领受和回应的力量都来自黑暗的势力，

它不断在和耶稣争战。115 

 

第20节kai. evkei/noi, eivsin oi` evpi. th.n gh/n th.n kalh.n spare,ntej( oi[tinej avkou,ousin to.n 

lo,gon kai. parade,contai kai. karpoforou/sin e]n tria,konta kai. e]n e`xh,konta kai. e]n e`kato,nÅ

那些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他们听了道，接受了，并且结出果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

倍的、有一百倍的。」 

 

 后一个听道的反应是，这些人接受了并且结出果实。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

地方，就是希腊文的用词对于「听」这个字在时态方面的转变。在第14‐19节此字都是

过去式时态，指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强调这些人在当下听道，并且这个「听」的动

作在当下也就结束了，意含他们没有真正留心听或反复思想。而第20节所采用的却是

现在式时态，指一个进行中的动作，即这些人持续的、留意的听，并且这些人将不断

                                                            
111 France, Gospel of Mark, 206. 
112 参Witherington III, Gospel of Mark: A Socio‐Rhetorical Commentary, 168‐9. 
113 France, Gospel of Mark, 206. 
114 Marcus, Mark, 312. 
115 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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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出果子。116 France认为这里提到三种不同倍数的结果，让人联想到太25:14‐30所呈

现的原则，跟随耶稣的人只要在自己的岗位忠心，无论是三十倍或一百倍，他们都是

上帝恩赐的好管家。117 此外，Marcus 提到当时的人对无法结果实的土地的诠释是因为

被咒诅的缘故（参创3:17‐18），是属于败坏的世代；而结果累累是撤销咒诅的象征，

即新世代已经来临。118 由此可见，尽管撒种的比喻呈现四种不同的情况，事实上，只

有两种对听道的反应 –– 没有果实和结出果实；而只有后者才真正属于神的国度。119  

  耶稣对撒种的比喻的解释，显示神的国已经透过他对「道」的宣扬（包括耶稣

的言、行）而临到了。然而，比喻也显示神国的降临并不如当时的人所预期的，翻转

式的把仇敌一下子给击败，而是透过渗入的方式和旧的世代并存着。120 凡要真正跟随

耶稣的人，不但要认真、留心的听道，还要持守这道，当患难和迫害来临的时候，不

至于背弃信仰。同时，他们必须要把所听到的神国的福音当作珍宝，世上没有任何的

事物可以影响或取代它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唯有这样，他们才能结出福音的果子，

显示自己是真正属于神国度的子民。121 

 

2.5 神学信息 

  

 耶稣是大能的教师，他的教导带有神的权柄和能力，在所到之处都吸引广大的

群众来跟随他。神国的奥秘已被给了那些跟着耶稣的人和十二门徒，因为他们主动寻

找耶稣要求知道比喻的意思。这显示只要有人想更多的认识有关神国的信息，耶稣都

非常乐意告诉他们。神国的奥秘指神国已经透过耶稣传扬福音以及他所行的神迹降临

了，然而它并非如当时的人所预期的，翻转式的把仇敌一下子给击败，而是透过渗入

的方式和旧的世代并存着。在属灵的争战当中，有人将被仇敌掳走；耶稣的受死和复

活是对撒但致命的一击， 终神国要获得极大的胜利。 

  耶稣用比喻来传递神国的信息不是要让听者感到困惑。事实上，群众在一定的

程度上可以感受撒种的比喻含有一个很严肃的信息，而对这个信息关切的人，他应该

及时以行动来回应耶稣，并且在这个互动当中与耶稣建立关系。至于那些骄傲自认为

不需耶稣，以及对耶稣有偏见，定意恨耶稣的人，神国的信息对他们而言，永远都是

一个看了却看不清，听了却不明白的信息。他们因为心硬的缘故而选择不向耶稣请教

有关神国的信息，他们将处在耶稣的圈子之外， 终将导致自己永远被排除在救恩的

门外。 

                                                            
116 Edwards,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138. 
117 France, Gospel of Mark, 207. 
118 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49. 
119 Witherington III, Gospel of Mark: A Socio‐Rhetorical Commentary, 169. 
120 Marcus,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49. 
121 参 Gundry, Mark,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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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种的比喻让我们看到当神国开展的时候，人有责任要回应神国的福音，但另

一方面，撒但同时进行搅扰的工作，不让人接受福音，并极力引诱人离开真道。这一

切显示神的旨意、撒旦的作为和人的责任三者之间吊诡的关系。 

  后，凡要成为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不但要认真听道，更要回应并持守这道；

当患难和迫害来临的时候，不至于背弃信仰。同时，他们必须要把所听到的神国的福

音当作珍宝，世上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影响或取代它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唯有这样，

他们才能结出福音的果子，显示自己真正属于神国度的子民。 

 

 

 

 

 

 

 

 

 

 

 

 

 

 

 

 

 

 

 

 

 

 

 

 

 

 

 

 

 

 



22 
 

三、结论 

 

  从本文的讨论来看，撒种的比喻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超过 Blomberg 所认为的三个

重点，因为神国的奥秘就在其中，即神国已经降临了，并且旧世代与新世代并存。同

时这比喻也让我们看到在救恩方面，神、撒但和人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

Drury 认为比喻要传递的是一种隐秘的知识，这个观点显然没有正视耶稣采用比喻的目

的是要教导群众，而不是要让他们感到困惑。至于Mccomiskey 认为「外人」的意义是

集体性而非个人性的回转，这样的理解把「外人」一般化，淡化比喻当中警告的层面。 

  总结本文，耶稣透过他的教导和神迹来传扬神国的信息，然而耶稣不只是神国

信息的传递者，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与上帝的关系密不可分。因为这个特殊的

身份，唯有耶稣才能完整无误的教导神国的信息；换句话说，唯有从耶稣的教导当中，

人才有可能明白神国的信息。因此任何人无论是出于骄傲或对耶稣有偏见及恨意，以

至他们无法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询问有关神国信息，必然处在看了却看不清，听了却

不明白的状况当中，其结果是他们不晓得要悔改，也因此没有机会得蒙赦免。 

  撒种的比喻含有一个很严肃的信息，所有关切这个信息的人都应当及时以行动

来回应耶稣。耶稣用比喻来传递神国的信息不是要让听者感到困惑，然而由于比喻的

传递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方式，因此根据听者的反应可以知道哪一些人以信心来回应

信息，并且在这个互动当中与耶稣建立关系。 

 当神国降临的时候，只有两种人，属神国度的人以及不属神国度的人。谁是属

神国度的人？就是那些结果子的种子，即持守信仰，坚忍到底的信徒。至于不结果子

的种子，无论是因为落在路旁，即刻被鸟吃掉，或在石头地长了幼苗却被太阳晒得枯

干，还是在荆棘里被挤住，比喻中的这些人，都不属于神的国度。 

 后，神国的奥秘就在撒种的比喻当中，群众需要从正确的神的国度观来理解

耶稣所讲的比喻，一旦掌握这个，他们就可以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所讲的有关神国的

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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