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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音為中心的信仰 8-撒種的比喻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我們心田栽種什麼？」 
   岡山寶典溪附近有許多菜園。每次我跑步時，發現有些田地長

滿豐碩、茂盛的蔬菜，而有些田地卻只見枯萎的菜苗和滿園的雜

草。為何同樣是種菜，結果會呈現如此截然不同的樣貌呢？想要

怎樣的收穫，端視因地上如何努力。勤勞認真的農夫，總是無時

無刻地護念著田地。從整地耕耘開始，便細心地清除田地中的雜

草，並適當地調和土質與養分；考量播種的節氣和種植的疏密

度；掌控灌溉的水量和頻率；施肥的時機和肥料的特性等等。日

出而作，日落方息，不管颳風下雨或烈日當頭，辛勤地巡視農

田，一心關照蔬菜的生長。縱使泥土中混雜著雜草種子，一旦雜

草種子發芽，勤奮的農夫也能立即發現並剷除。農夫如此用心的

照顧，加上氣候、水分、養分充足，蔬菜自然長得豐碩又茂盛。 

  反之，若農夫雖然也想菜園大豐收，卻無心學習栽種的知識

和技巧；尚未妥善整地，就草率地撒播種子；對於田地亦疏於照

顧，不僅未適時地灌溉和施肥，雜草萌生亦不知不覺。就算發現

雜草，也懶得斬草除根，而任其生長。久而久之，雜草叢生，菜

苗因營養不足，終被雜草覆蔽而枯萎凋零。 

   幸福富足是一種想法、一種心念、一種感覺、一種氣氛，更重

要的是，你是否把幸福富足的種子，播種在自己的心田。一個人

活著快樂不快樂，喜悅不喜悅，關鍵在於你的心。如果你的心是

快樂的，那麼，你在哪裡都是快樂的；  

如果你的心是喜悅的，那麼，你做什麼都是喜悅的。有時候，決

定我們心情的，不是別人，是我們自己。 

人的心思意念勾勒出未來的生命藍圖，當我們用正面角度看

待並期待「幸福富足」，就發現「幸福富足」並非遙不可及，而是

一份可以真實擁有的禮物。最大的富足，就是我們能夠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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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成長。人的心裡面有豐盛的想法與期待時，彷彿種下希望

的昌盛種子，慢慢就在生命裏生根萌芽、成長茁壯，所以，不要

停留在「這樣就好了」、「我不配、不值得」的心態，也不要讓

「不好意思」攔阻了未來的美好。跟缺乏與貧窮告別，當我們以

正面開心的心情期待明天會更好，相信美好就必遇見美好。 

   富足人生應該包含健康的身體、心靈的滿足、物質上的無虞

和享受愛與美好人際關係，這樣身心靈全方位的平衡豐盛。人的

一生就像農夫耕種，種下什麼就收割什麼，在人生的旅途上，我

們時時刻刻都在播種，若撒下美善的種子，未來就能經歷正向的

回收。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所以若期待身體健壯，就要留

意作息、飲食及運動；期待內在生命更剛強，就要思想正向並充

滿信心；期待事業發展、家人關係和睦，就要付出時間去耕耘，

「要怎麼收穫，就要怎麼栽」，期待收成哪些果實，就得撒下哪類

種子!  

前天（6/23 四）「牧養領袖班」第三期結業了，共計三週 12次

課，由進展牧師教導，此次導讀書本為「詩篇 23牧羊人領導」。

雖歷經疫情考驗，但我們依然突破種種挑戰，重要的就是「栽種

牧養領袖」的種子，進入心田，我們相信有一天這是岡山長老教

會成長復興就是從這些種子發芽成長，並最後看到結實壘壘。 

 

一、 思考的焦點.  
1、我們是否能夠面對上帝的話，播種在自己的心田，以至能夠成

長豐盛？ 

2、我們可以「明白上帝旨意」，並遵守上帝的旨意，以至於我們

活在「主的話語」中，經歷進入「生命迦南地」上帝國的豐

盛？ 

 

  參考經文：《 馬太福音 13章 1～9，13章 18～23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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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當那一天，耶穌從房子裡出來，坐在海邊。 

13:2 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眾人都站在岸

上。 

13:3 他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道理，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

種； 

13:4 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吃盡了； 

13:5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 

13:6 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 

13:7 有落在荊棘裡的，荊棘長起來，把它擠住了；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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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13:18 「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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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 

13:21 只因心裡沒有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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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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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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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文背景 
   耶穌講這比喻的地方，是長期以麥子為主食的中東地區，尤其

是以小麥為主。小麥耕作時間有 9個月之久，不像水稻只要 4-5

個月。小麥是旱作作物，不像水稻種在水田裡。小麥生長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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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的要求，不像水稻在砂石地，或石礫多的地方，也可以生

長良好。影響麥子收成最關鍵一刻，是種子剛落到土裡的時候，

能夠深深地與周遭的土粒相結合。為了給種子良好生長的環境，

撒種之前需要「整田」，使田成為良好的「苗床」。  

耶穌把種子比喻為上帝國信息，土地是人內心的態度，那落在好

土壤的種子能收成百倍，是人和上帝相遇的美好結果。收成「百

倍」，是種子成長結實所帶來不可思議的力量，超過我們看到種子

本身時所能想像的。 

   耶穌講這比喻的背景，是當時有許多人來聽耶穌講道，有人走

了很遠的路才來的，大家似乎都很迫切來聽道。此時，耶穌講論

天國的真理，祂用了七個比喻，依序為「撒種的比喻」、「稗子的

比喻」、「芥菜種的比喻」、「麵酵的比喻」、「寶藏的比喻」、「珍珠

的比喻」、「撒網的比喻」。耶穌一開始講解天國的真理，開宗明義

就以撒種的比喻，指出這群外表看來追求的群眾，在他們的心田

裡，有人是土淺石頭地，有人是滿佈荊棘，有人愛踐踏上帝的

話，有人讓仇敵盤踞，即使聽到上帝的真理，也是枉然的。這些

問題若不先解決，往下再聽，聽再多也沒有用。在他們的心中，

需要一個專屬的空間，來接受上帝的話。耶穌知道眾人的心，祂

不在乎聽祂講道的人數多寡，祂在乎的是多少心田，能夠承接上

帝的真理。 

傳統上，對這個比喻的應用大多放在宣揚福音的背景，要我

們把比喻當作不一樣的未信者領受福音的實況。有許多人接觸福

音後，種子未能在生命生根長大，而唯獨撒在好土，福音種子才

能成長結實，勉勵我們當盡力撒種。但現代，我們解釋「撒種的

比喻」有更多元的看法，不僅是針對未信者，而針對一般講道的

基督徒心態。即進入上帝國，就是在心田中相信主的話。（如登山

寶訓、安息日神蹟等等）既能結實壘壘，有三十、六十、一百倍

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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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示: 
（一）硬土問題-理性與傳統驕傲的阻礙      

「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吃盡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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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十三 4;19） 

這類人雖然來聽講道，可惜種子很快就被飛鳥奪去。飛鳥是

代表甚麼呢？魔鬼！為甚麼魔鬼要這樣做呢？魔鬼當然不想人聽

到神的話語而得到新生命。這類人有甚麼特別以致魔鬼可以奪走

撒在他們心裡的種子？為甚麼道理 (種子)不能進入土壤 (人的心

裡)？每個人都是聽到了，種子是真實的撒在泥土上的。不能進入

人的心裡，原因是他不明白所聽的道理。 

聖經的道理很深奧嗎？你聽了之後能明白嗎？有甚麼難明白

的呢？頭腦上知道，但心裡不認同。人不明白神的道理，神的道

理只能進入他的耳中，不能進入他的心中。不明白是指不明白這

些道理的重要性！不明白它的寶貴。不懂得珍惜。所以魔鬼輕而

易舉地就把這些道理拿走了，正如馬太十三章 14節所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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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阻礙上帝的話，最大的問題，就是

「理性、傳統」的驕傲態度，這是心靈的「硬土」。如同法利賽人

對於主耶穌教導的態度，以及主耶穌家鄉，「先知除了在本族本鄉

以外,沒有不受人尊敬的。」就是「理性與傳統」的抗拒真理問

題。 「 你們當聽，當側耳而聽。不要驕傲，因為耶和華已經

說了。」（耶 十三:15） 

魔鬼用甚麼方法奪去呢？除了理性與傳統之外，魔鬼使一點

技倆就叫人失掉了聽神的話語的機會。有些人來教會是為了收集

資料而不是聽道，他們來教會卻不是來敬拜神，他們持續尋求卻

找不着，他們有興趣但卻不受感動；他們不領會神的話語，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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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不感扎心，也沒有蒙恩的生命。左耳入，右耳出；人在，心

卻不在。在他們還沒信主，認罪和蒙拯救之前，魔鬼就成功從他

們心裏把道奪去。 

安息日的爭議，主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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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十二 7-8）。祂在安息日醫治人手傷者，法利

賽人卻商議怎樣除滅耶穌。認為耶穌是靠鬼王來趕鬼（馬太十二

24）。主醫治被鬼附著，又瞎又啞者，他們又要主顯神蹟給他們

看，但主耶穌回答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除了先知

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馬太十二 39） 

 

（二）淺士問題-遇苦難無法深根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 20 撒在石

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只因心裡沒有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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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十三 13、20-21） 

淺土石頭的心態。石頭地在巴勒斯坦極為普遍。石頭地的表

面有一層薄薄的泥土，可能只有幾寸，下面卻是石灰石的岩層，

落在這種土地上的種子會佷快地發芽，可惜泥土不深，無法得到

足夠的養料和水分，一經陽光的照射很快就飢渴而死。隱喻有人

聽到福音馬上接受，及至為道受了逼迫，好像道種在淺土上長起

來，被太陽一曬就死了。這樣的人在教會中一段日子，最後也失

落了。 

  落在磐石上的種子，代表遇見試煉就退後的人。這些聽眾徒

有與弟兄姊妹之間的熱切情誼，在個人的信仰上卻沒有根基。因

此，在試煉來臨的時候，他們的情感就會動搖，熱心逐漸消失。

他們高潮的時候，衝上雲霄；低落的時候，下到最深之處一蹶不

振。不幸的是，他們的低落比他們的高潮更嚴重而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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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喻中，用了日頭 (太陽)代表了患難、迫害。太陽本來是

好的，是能量的來源，植物更需要日頭來做光合作用。但為何經

文用日頭來比喻患難？其實主想表達患難在表面上是不好的事

情，但實際上這些患難是好的，不單止是好的，而且是不可缺少

的，正如太陽對於地球來說是不可缺少的。人如果沒有經過患難

是不能成長的，就像溫室裡的花朵，長不大，樹木是需要風雨的

洗禮才可以茁壯。用這個比喻一方面代表患難是必然的，是不可

避免的，另一方面患難也會幫助我們的生命有磨練以致我們可以

更強壯。有些人可能想，如果沒有患難就不會跌倒，這樣就好

了。這是錯的。問題不是在於患難 (太陽)，而是在於人的心中沒

有根。如果這棵植物有根，這根可以吸收水份，雖然在太陽光照

之下，植物也不會枯萎的。太陽是可以幫助它吸收養分。「若有人

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

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

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

賜。」（林前三:12-14），許多跟隨主耶穌的門徒，遇到十字架的苦

難，若信仰沒有根基時，就容易跌倒退後。 

主耶穌所談的「登山寶訓」核心價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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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十一 28-30）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

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馬太十 28）就是十字架的服事

功課。 

   

（三）雜土問題-遇誘惑失焦無法成長（現實爭戰） 

「有落在荊棘裡的，荊棘長起來，把它擠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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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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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能結實。」（太十三 7、22） 

這種田地是指人聽了道，領受了神的道，新生命 (麥子)長出來

了。但可惜的是，周圍有許多的雜草、荊棘、蒺藜把麥子擠住。

雖然麥子沒有枯死，但卻因為土地裡的養份被荊棘等搶佔了，麥

子缺乏足夠的養份，以致很瘦弱，不能結出果實來。 

  使未改變的慕道者之生命被擠住的三樣東西是：思慮

（anxiety），錢財（affluence）與宴樂（amusement）。（路加福音）

落在荊棘裏的種子被今生的思慮，生活的煩惱和人生的焦慮給擠

住了。這種人總是過分的擔心。有一句古諺說：“焦慮使一個老人

沈重地彎着頭，以為自己擔着的羽毛是一堆沈重的鉛。”在他們的

生命中，內心的焦慮比現實更恐怖。 

  另一種人被錢財擠住了，按着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22 節和馬可

福音第四章 19節的話說，就是富有或是錢財的迷惑。“迷惑”在希

臘文是幻覺的意思。投靠錢財就像追逐海市蜃樓，如履薄冰。 

  思慮，錢財和宴樂並不能讓一個人成熟。雜草長在不該出現

的地方，並擠住農作物。擠住比壓住更甚，它意味着溺斃和殺

戮。聖經裏用了同樣的詞形容那群闖下山崖投在湖裏淹死的豬

（路八：33）。雜草奪去了植物的陽光，水，養分，生存空間。對

待它們只有用鐮刀，鋤頭，剪草機，化學藥物或放火，去拔掉，

鏟走，噴死或燒毀它們。才能紮根沃土，開花結果。 

     主耶穌說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

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

（瑪門：財利的意思）。」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

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馬太福音

六 24-25）「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馬太六 33） 

 



9 
 

四、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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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三 8-9） 

最後這種土地，是肥沃的土地，代表有豐盛收穫的人。他們

是不同凡響的土地，能使種子茁壯的成長，是園丁的驕傲。真誠

的傾聽才能守成（持守），同時會帶來豐富的收穫。一個人知道多

少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道在心裏，且能影響生命，在生活中表

現出來。當基督徒聆聽神話語的時候，應有合宜的態度，傾聽的

耳朵，謙虛的心思。 

  對於心態的不同，我們常有刻板印象，好像某些人是固定在

某種特定的土壤。然而在牧會中卻看到，人的內心態度常是處於

變動狀態。在同一人身上，某段生命經驗可能是好土壤，有時則

像荊棘或石頭。不過務農者都知道，可以透過努力來改變土壤的

本質，使之成為好土壤。同樣的，人的生命不可能完全沒有石

頭、荊棘，重要的是如何除去這些雜質，使我們的心成為好土

壤。你是哪一種土壤？你是否有被神話語改變的經歷？魔鬼喜歡

信徒成為不會成長且要求甚多的「屬靈植物人」。你是不是“真心

真意的好土”？你吸收多少神的話語？你是否扎根於神的話語中？

你是否領受和相信神的話，能相當程度地持守真道，並在合適的

時候結果子？在你的生活中有些甚麼是會破壞適當的吸收，阻斷

正常的成長，腐化美好的行為？  

   今年我自己作一個重要的實驗，就是到底相信主的話，會帶出

多大的實質影響，特別在我生活習慣的改變上。即「完全相信主

的話」引導，是否能學習到「自制力」以至於我在健康飲食上以

及運動上有所改變。今年年初一，我與上帝許願，讓我今年七月

份能夠看到靠著主的話引導，能夠發揮多大效果。感謝主，我遇

到挫敗與挑戰時，學習就是「來到主前」，「因信稱義」我經歷到

主恩典的滋味，百倍收成的喜悅，無論是身、心、靈的成長。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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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靠外在的飲食技巧能達成，而是生命中到底栽了什麼東西在

「心田」中，才能由內產生力量。我相信這是初步的果效，因為

人的改變關鍵在於「核心價值」而不是外在的神蹟。因此，我有

三個啟示:⑴將主的話（登山寶訓、安息日等），成為核心價值栽

在心田中，生命才有神蹟。⑵「五餅二魚」以及趕鬼（啞巴與瞎

眼）不在外在，而是每日的耕耘與成長。⑶要有蕭祥修牧師所說

「信心肥大症」，就能經歷百倍的收成。 

   上週「牧養領袖」訓練的結業，自己有許多的感受，我們需要

長執同工、小組長都能夠調整「核心價值」，成為「小牧人」牧養

組員，將主的話活出來，實踐「愛神愛人」的信仰生活，也可以

看看，到底我們服事，家庭、工作與身體會得到神多大的賜福。 

教會原來的意思是：被上帝選召之人的聚集，是回應上帝的

呼召而聚集的一群人，那麼，需要聽到上帝的話，才是有意義的

聚集，這就是需要聽講道的真意，若「核心價值」沒改變，無法

遵守主的道，是看不到神蹟的。真正的禮拜是出於敬畏，如同摩

西在西乃山的經驗，禮拜的本質是親近神聖，深感自己的一無是

處，然後領受榮耀的反照。因此，我們需要學習單單讓聖經對我

們講話。講道不只是經驗的分享，是分享上帝的話，是聖經的光

照，除了宣講上帝的話，也在尋找中聽見上帝的話。我們聽道，

關鍵是從「Logos」「聖經的文字」能夠領受到「rhema，」即「上

帝話語啟示」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這就是作禮拜最重要的訊

息。「上帝的話，不可被理性傳統所限制」「上帝的話，不可被苦

難所限制」，「上帝的話，不可被試探所稀釋」每一個信徒都是講

道者，我們在上帝面前蒙召，同樣回到上帝面前得道。在水流

中，要願意有行動才能形成動力、為愛發電，所以，該去道歉的

去跟人道歉、心中常存主的誡命：愛神愛人、靈修、行動，結出

聖靈的果子。遵守主的大誡命、大使命與最新的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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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話」十「主愛」十「主靈」 

是健康屬靈生命三合一的經歷。 

「靈性的偏食病」-只有主的愛、主的靈，卻沒有上帝的話。 

只有的愛→人生有安全感，卻無方向感。 

只有主的靈→人生有動力，卻無目標。 

主的話-幫助我們定位、紮根與成長、斥責撒但。 

如同主耶穌三次受試探。 

 

關鍵從 Logos「聖經文字」領受 rhema「上帝話語啟示」明白

上帝旨意。 

「上帝的話，不可被理性傳統所限制」 

「上帝的話，不可被苦難所限制」 

「上帝的話，不可被試探所稀釋」 

 

五、結論 
當基督徒的內心是好土壤的狀態時，上帝的國度就在其上開

展，發出百倍的力量。耶穌表明，上帝的道和福音就是「天國的

信息」，只有落在好土壤，才能發芽成長結實，對聽的人產生效

用。或許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受世俗影響，內心也常常像硬土、充

滿石塊和荊棘，我們是否願意努力除去心中的石塊和荊棘，讓內

心成為鬆軟的好土壤，使上帝的道能在其中發芽成長，並結實百

倍呢，讓上帝的話，來實際突破我們理性傳統的限制（硬土）、感

受苦難的軟弱（淺土）以及誘惑分散無法成長（雜土）。讓我們心

田成為肥土，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收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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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綱： 

1. 請分享你對上帝國的經驗和看法？ 

2. 請分享，你現在的生命像撒種比喻中的哪種情況呢？ 

3. 你是否曾在主日講道中感動呢？上帝的信息如何影響你？ 

 

 

代禱事項： 

1. 在疫情下，為自己禱告，願你我的心成為好土壤，使上帝的話

能在我們心中發芽成長、結實百倍。 

2. 在疫情下，請為你的教會代禱，願更多弟兄姊妹在牧師的講道

中，經驗更多感動，生命有所改變。 

 

祈禱文： 

愛我們的上帝，當我們領受祢話語的信息時，求祢幫助我們省思

自己的生命，使我們學習在真理的教導下，內心成為好土壤的狀

態。幫助我們在我們閱讀祢的話語時，能感受到聖靈動工，使我

們明白真理。透過聖靈的工作，讓我們知道祢應許的真實，也催

促我們所言所行能見證祢的名。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在疫情下，再次閱讀今天的經文，思考上帝的真理在我生命中

的作為。 

2. 回想生命中的各種經驗，體會上帝在我們生命中如何掌權、展

現能力，並將此記錄下來，為此獻上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