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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课 比喻与神迹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十二课，主题是比喻和神迹。

本课同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耶稣开始用比喻教导，记载在《马可福音》

第 4 章 1-34 节。接着在本课的第二部分，有关耶稣平静风浪，记载在《马

可福音》第 4 章 35-41 节。 

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开始用比喻教导。这些比喻在《马可福音》第 4 章 1-34

节。耶稣再一次来到了加利利海边，被一大群人包围，祂正在教导他们，祂

开始用比喻教导他们。什么是比喻呢？比喻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用来阐述一

个道德或属灵功课，因此，耶稣打算用日常的比喻来教导人们一个功课。一

个比喻可以简单到普通大众都能够明白。所以，耶稣开始教导撒种的比喻。 

祂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现在我们需要回到耶稣在地上时的巴勒斯

坦地区。那时，人会带着一个装有种子的桶，去到自己的那一小片土地上。

接着，他开始用手一把一把地撒种。这时，有些种子就会落在路旁。那里是

路，土很坚硬，种子很快就会被飞鸟叼走，这样种子就不见了。还有种子落

在石头地上，这时种子就会发芽，会迅速地发芽，开始生长。但当太阳出来

一晒，芽苗就枯干了，因为没有根，没有土。也有种子落在荆棘里的。这位

农夫只预备了一小块地，在这块地的周围，有芦苇、蒺藜和荆棘。在他撒种

的时候，有些种子就会落在这些杂草中。种子到时候可能会发芽，会生长，

但随着那些荆棘越长越大，它们就会将种子挤住。然而，他继续在自己的土

地上，就是在好土中撒种，这土地是他所预备、所翻犁、所刨平的。种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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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土地中就开始生根发芽，并最终结实，有些是三十倍，有些是六十倍，

有些甚至是一百倍。众所周知，当一株植物生长结果时，就会生出更多的籽

粒，这落在好土中的种子也是如此。 

现在，耶稣的门徒，他们问祂能否给他们解释这个比喻。我也想到你们

也想知道耶稣到底在用这个比喻教导什么。我们同样会使用一个例子来对这

个比喻进行解释。因为耶稣说，那个撒种的人撒下的是上帝话语的种子。这

就好像一位牧师站在教会中来传讲福音，他就在播撒上帝话语的种子。在他

的听众中间，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落在路旁的种子，就好像发芽后立刻被

撒旦夺去的种子。有些人来到教会，当他们出来后，你问他们今天讲了什么

经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因为撒旦让太多的事充满了他们的头脑和心灵，

以至牠把种子夺走了。落在石头地上的种子，我们说这是一个迅速就发芽的

种子，这颗种子落在一个人的心里，他开始思想，他说：“我要改变我的生

活，改变我的行事为人。”但当逼迫和困难出现，他就丢弃了自己的信仰，

一切就全都没了。我们还有种子落在荆棘中。有很多人坐在教会里，却忙着

关心自己农场的运营，生意的进行，也许还关心家人的健康，这一切就把上

帝话语的种子挤住了，让它无法结实。但也有种子落在那精心预备好的土地

上，这是一颗被主所预备好的心灵。这是一颗破碎的心灵，是我们前面在八

福中讲到的灵里贫穷的人。他们的心灵被预备好了，他们有一对听上帝话语

的耳朵，他们有一颗领受上帝话语的心，这话语就会在他们的生命中结出果

子，这是归荣耀于上帝的果子。所以，现在我们就对撒种的比喻有了一个清

楚的解释。 

但耶稣接着讲了另外一个比喻，用来描绘上帝的国。祂说：“这就好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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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一个农夫撒种。”种子落在地里之后，他就什么也做不了了。种子埋

在那里，最终它会生长，但农夫不能让它生长。他必须等候，他可以每天去

查看种子生长了没有，然后我们就看见它开始生长了。首先，叶子从地里长

出来，慢慢地，玉米穗也开始出现，最终，它开始结实，玉米在穗中等待丰

收。那时，农夫就可以去到田中收割谷物了，但他唯一所做的就是撒种和收

割，它的生长却是出于上帝。这总让我们知道有多么需要依赖上帝。 

但这里也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因为所撒的种子同样也是上帝的话语，而

传道人是带来话语的人。它落在了地里，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土地，

他也不能让种子结实，但总会有种子结实。它会先长出稚嫩的叶子，我们把

这称为恩典中的孩子。他们对上帝国度的奥秘只知道一点点，但随着他们在

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他们就成为了等待丰收的成熟的穗子。那时，

他们就会结出荣耀上帝的果子，他们也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就是天国。然而，

上帝的国从地上开始，并且最终他们得以进入天国。 

耶稣接着又讲了第三个比喻，就是芥菜种的比喻。祂说：“上帝的国好像

一粒芥菜种。”芥菜种非常小，是你见过的最小的种子之一。然而，当它被

种下去，它开始生长，它就会变成一大丛。耶稣接着说：“上帝的国也是这

样。它开始的时候非常渺小，但它会一直成长。”当我们去思想基督教会，

它怎样从耶稣和十二使徒开始，接着是五百人，后来又是三千人，而如今，

基督的教会遍及了地球的各个角落，它还会继续成长。这样，耶稣开始了用

比喻教导，我们随后会学习更多比喻，但耶稣在这里开始用比喻教导。接着，

祂遣散了众人，把他们打发回家。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本课的第二部分，耶稣平静风浪。因为天色已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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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和门徒都累了。因此，耶稣告诉祂的门徒，渡过加利利海，到海对岸一个

遥远的地方去。门徒们做好了准备，耶稣也上了船。接着，我们看见耶稣就

在船尾躺了下去睡着了。但加利利海异常狂暴的风浪是人尽皆知的。尽管这

海很小，但它位于巨大的崖壁之间，因此，海上会出现一些狂乱的风暴。现

在，就出现了一个风暴，只见船身开始左右摇晃，海水也不断拍打着船身。

门徒们惊恐万分，他们担心船会沉下去，因此，他们走到耶稣那里，说：“夫

子！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吗？”然后，耶稣首先平静了风浪。祂吩咐风停

住，风就听从了祂。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耶稣掌管自然界的大能。 

因此，风止息了，海水也平静了。但门徒们的心还没有平静，耶稣接着

就转向他们。耶稣说：“你们为何胆怯？你们的信心呢？”因为耶稣在船上，

船就绝不会沉。门徒们如此害怕巨浪，是因为他们没有仰望耶稣，因此耶稣

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何胆怯？有我在船上，我是不会灭亡的，我有能力掌

管万有。”因此，祂责备自己的门徒，祂向他们显明，也向我们显明，祂同

样有能力掌管自然。但这里也有一个给你我的功课，就是如果耶稣在我人生

的船上，如果耶稣在我心里，那我们就不需要惧怕那出现在耶稣面前攻击我

们的风暴。尽管祂未曾应许我们一帆风顺，祂却应许我们安全抵达。但愿我

们得以在那位有能力掌管自然的耶稣这里寻求庇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