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的比喻
好撒玛利亚人

凶恶园户

新布旧衣服

无花果树不结果



好撒玛利亚人
路加福音10
10:25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
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10:26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
呢？”
10:27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
的　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10:28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
10:29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
舍呢？”



好撒玛利亚人
10:30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
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10:31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10:32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10:33 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10: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
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10:35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
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10:36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10:37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好撒玛利亚人-人物

撒玛利亚人：列王纪下17，以色列北国亡国后，亚述王把外邦人迁
入，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市，这些人和留在本地的以色列人通婚，在
这以后生活在这地的人，称为撒玛利亚人。

主耶稣：

律法师：精通旧约律法的以色列人

祭司：

利未人：

落在强盗手中的人：



好撒玛利亚人-问题

如何得永生-得永生和神的大诫命关系、得永生和这个比喻的关系

谁是好撒玛利亚人

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



好撒玛利亚人

路加福音10
10:25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
以承受永生？”

10:26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
10:27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　神；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10:28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10:29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好撒玛利亚人
10:30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
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10:31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10:32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10:33 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10: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
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10:35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
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10:36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10:37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好撒玛利亚人

罗马书5
5:6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5:7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5: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
我们显明了。



凶恶园户
马太福音21
21:33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
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
21:34 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21:35 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
21:36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21:37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
的儿子。’
21:38 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
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
21:39 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凶恶园户
21:40 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治这些园户呢？”
21:41 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
时候交果子的园户。”
21:42 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
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这经你们没有念
过吗？
21:43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
的百姓。
21:44 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
谁砸得稀烂。”
21:45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21:46 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凶恶园户-葡萄园

以赛亚书5:1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
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
5:2 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
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5:3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哪，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
定是非。
5:4 我为我葡萄园所作之外，还有什么可作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
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5:5 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
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
马太福音21:43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
果子的百姓。



凶恶园户-仆人、爱子

马太福音23:37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
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象母鸡把小鸡聚集在
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马可福音1:11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9:7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
们要听他。”
马可福音16:13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
是谁（有古卷无“我”字）？”
16:14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16:15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16: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



凶恶园户-别人

罗马书9:22 倘若　神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
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9:23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9:24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　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
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9:25 就象　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
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
9:26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
那里称他们为永生　神的儿子。”



凶恶园户-园户

园户

路加福音20:17 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

20:18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
把谁砸得稀烂。”

20:19 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
拿他，只是惧怕百姓



新布旧衣服

路加福音5
5:33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惟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

摩西律法规定百姓要为赎罪禁食

5:34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
食呢？

5:35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
耶稣来就是赐下赎罪的救恩，不再靠行为赎罪

5:36 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
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
旧的也不相称。



新布旧衣服
以弗所书4:20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4:21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4:22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
变坏的；
4:23 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
4:24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　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
和圣洁。
歌罗西书3:8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忿怒、恶
毒（或作“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3:9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3:10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新布旧衣服

问题1：你穿上新衣了吗-得救重生
问题2：你脱下旧衣了吗-还被律法所挟制
问题3：你还在用新衣补旧衣吗



无花果树不结果
路加福音13:1 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
的血搀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13:2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
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13:3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
此灭亡！
13:4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
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13:5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
此灭亡！”



无花果树不结果

13:6 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
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

13:7 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
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
地土呢！’

13:8 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
开土，加上粪；

13:9 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无花果树不结果
创世纪3: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
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
了。

3:7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
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申命记8:6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　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8:7 因为耶和华你　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
中流出水来。

8:8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
8:9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
耶利米书8:13 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
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
过去。”



无花果树不结果

问题1：不悔改都要灭亡和不结果子就被砍掉的关系

问题2：如何结果子-悔改得救-圣灵内住-结果子

    加拉太书 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5:23 温柔、节制。

问题3：你是那白占地土的吗？



四个比喻的对比-得救
好撒玛利亚人-靠着那怜悯我们的救主、才能得救

凶恶园户-接受救主耶稣、得救

新布补旧衣服-不被律法挟制、靠着耶稣得救

无花果树不结果-悔改、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