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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種比喻的提醒---

爲主建立下一代的信仰

主講：簡朱素英



經文：路加福音8：4-15

❖ 撒種的比喻 （V. 4-8）

4 當許多人聚集、又有人從各城裏出來見耶穌的

時候，耶穌就用比喻說： 5 「有一個撒種的出去

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踐踏，天

上的飛鳥又來吃盡了。 6 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

來就枯乾了，因為得不著滋潤。 7 有落在荊棘裏

的，荊棘一同生長，把它擠住了。 8 又有落在好

土裏的，生長起來，結實百倍。」耶穌說了這些

話，就大聲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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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路加福音8：4-15

❖ 用比喻的目的（V. 9-10）

9 門徒問耶穌說：「這比喻是甚麼意
思呢？」

10 他說：「上帝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
至於別人，就用比喻，叫他們看也看不
見，聽也聽不明。」



經文：路加福音8：4-15

❖ 解明撒種的比喻 （V. 11-15）

11 「這比喻乃是這樣：種子就是上帝的道。 12 那
些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後魔鬼來，從他們
心裏把道奪去，恐怕他們信了得救。 13 那些在磐石
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
過暫時相信，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 14 那落在荊
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
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 15 那
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
心裏，並且忍耐著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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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1.研究報告：青少年的流失

美國Barna Group調查統計說：青少年的流
失和離開教會的比率大大提升。

專家學者說，解決之道在於父母---有沒有
在家建立信仰的氛圍？與及在於加強 對父
母親的牧養和訓練，幫助父母親意識到自
己對孩子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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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2.有關美國當代基督教現況調查（Barna Group調查）

• 教會三分之一的信徒離開教會。

• 三份之二的教會奉獻收入下降。

• 五分一的教會面臨永久關閉。

• 38%牧師考慮離開全職事奉

• 2萬名牧師離開服事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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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3.家長：放棄做父母的屬靈權柄。

經文：箴言19：18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
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4. 我們一起看看今天的經文---撒種的比喻的重
點給我們作爲信徒父母的有什麽提醒;？我們有沒
有重視為下一代打好信仰的根基？因爲「爲主建
立下一代的信仰」，是急不容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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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主題：

一.  經文（路加福音8：4-15）

我把這12節經文，分成三段來看，

1.撒種的比喻

2.比喻的目的

3. 解明撒種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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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撒種的比喻（V4- 8）

4 當許多人聚集、又有人從各城裏出來見
耶穌的時候，耶穌就用比喻說： 5 「有一
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
旁的，被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又來吃盡
了。 6 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來就枯乾了，
因為得不著滋潤。 7 有落在荊棘裏的，荊
棘一同生長，把它擠住了。 8 又有落在好
土裏的，生長起來，結實百倍。」耶穌說
了這些話，就大聲說：「有耳可聽的，就
應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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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比喻的目的（V. 9-10）

9 門徒問耶穌說：「這比喻是甚
麼意思呢？」

10 他說：「上帝國的奧祕只叫
你們知道；至於別人，就用比
喻，叫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
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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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6：9節的預言

神說，「你們聽是要聽見，
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
得。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
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
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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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明撒種的比喻 （V. 11-15）

11 「這比喻乃是這樣：種子就是上帝的道。 12 那
些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後魔鬼來，從他們
心裏把道奪去，恐怕他們信了得救。 13 那些在磐
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
不過暫時相信，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 14 那落
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
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
來。 15 那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
誠實善良的心裏，並且忍耐著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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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土地是描述聼道的人四種不同的心靈情況

第一種的種子撒在路旁，被飛鳥吃盡了。
（12節）

第二種的種子撒在磐石上，（13節）

第三種的種子撒在荊棘地裡，（14節）

第四種的種子是落在好土裡的。（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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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的種子撒在路旁，被飛鳥吃盡了。（12節）

路邊的硬地

http://www.hoc6.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2015/03/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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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的種子

第一種的種子撒在路旁，被飛鳥吃盡了。
（12節）

比喻聽道的人並不在意，所以聽過
之後很快淡忘，在深入內心之前
就被魔鬼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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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的種子 撒在磐石上，（13節）

http://www.hoc6.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2015/03/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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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的種子

第二種的種子撒在磐石上，（13節）

比喻聽道的人被恩典和安慰吸
引，所以「歡喜領受」（12
節），但卻聽不得扎心的信息，
因此「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
相信」（13節），但經不起環
境和難處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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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的種子 撒在荊棘地裡，（14節）

http://www.hoc6.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2015/03/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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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的種子

第三種的種子 撒在荊棘地裡（14節）

比喻聽道的人就像14節所説的
「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
（14節）等各種偶像所佔據，
沒有剩下多少時間和精力留給
屬靈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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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種的種子是落在好土裡(15節）

http://www.hoc6.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2015/03/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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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種的種子

第四種的種子是落在好土裡(15節）

比喻聽道的人把真道「持守在誠
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著結實」
（15節）。當人把「神的道」藏
在心裡的時候，「神的道」就會
在生命中產生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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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究竟屬於那一種土地？

我們可以檢視一下自己，究竟是屬於那
一種土地？

1. 如果我們發現自己還是屬於

『土淺石頭地』。

2.如果我們覺得自己的心田中

『荊棘叢生』。

3. 如果我們感到自己是『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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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種的比喻的4種情況---反思與提醒

兒童的心靈天真無邪，無憂無慮，
因此是屬於好土的時期，也是撒種的黃金時
期。但有不少父母，卻忽略了對兒童的傳道
救靈工作，誤以為兒童太小，不能明白真道，
而任憑他們頑皮吵鬧，認為他們長大了自己
就會懂事學好。這實在是大錯特錯，而且錯
失了對兒童撒種的大好時機。其實對兒童撒
種是最為有效的，正如 聖經上的教導：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離。』（箴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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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種的比喻的4種情況---反思與提醒

我們看到有些基督徒家庭對孩子
從小就抓緊宗教教育，以致他們的
孩子長大了也常能有美好的靈性；
而另有一些家庭由於忽略了對孩子
從小抓緊宗教教育，以致孩子長大
了也常是把信仰丟在一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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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種的比喻的4種情況---反思與提醒

如果我們任由青少年流失而不想辦法
挽救，將會有什麽結果？

一個人青少年時期如仍沒有信主
悔改，及至進入成年、中年時期後，由
於學業、事業上有了一定成就，又已成
家立業，生兒養女，便有可能被今生的
思慮，或事務的繁忙，或名位的追逐，
或錢財的迷惑，或世俗的宴樂所纏繞，
以至把靈性的需要和永生的問題，完全
撇在腦後。這樣，他們的心靈情況就有
可能變成『荊棘叢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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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的孩子今天沒有得救，明日
就成了不易得救的成年人。我們實在不
必等到他們長大了、心變剛硬了、有不
信的惡心、抵擋的心、懷疑的心、拒絕
的心，才向他們傳福音，那時就必須花
費雙倍的精力、時間、金錢等代價。我
們當趁著孩子年幼時，快快帶領他們到
耶穌的面前來！」

撒種的比喻的4種情況---反思與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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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基督化家庭---
奠定和守住下一代的信仰

由於預計流失率會持續上升，我們應如何救
亡呢？專家還是認爲從撒種開始，建立下一代的
信仰根基，用真理---就是神的話來教導，而不
是用你的理論和價值觀來教導。教會可以建立
「家庭祭壇」的培育新方案來指引信徒。

我們需要重新與那些離開的人接觸，幫助他
們經歷耶穌以及明白跟隨耶穌真正意味著什麼。
光是每周日的主日學，或每週五晚上的青年團契
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呼籲父母和孩子們一起來透
過跨代家庭小組和家庭祭壇來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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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基督化家庭---
奠定和守住下一代的信仰

摩西在申命記六章 7 節囑咐父母要「殷勤教導
你的兒女」的正式教導特別是父親，是需要有規律、
有系統地在家教導孩子神的話語。非正式的教導見
於申命記六章 7 節下：「無論你坐在家裏、走在路
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隨著信二代的大量流失，「培育家長塑造孩子」
之策略的推動越來越受到教會的重視。父母成功地
在家透過家庭祭壇／崇拜「正式」教導兒女聖經的
例子時有所聞。但是父母較難掌握「非正式」的教
導。特別是華人基督徒父母。我們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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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跨代事工來鞏固下一代的信仰

根據 Search Institute 一份全國性的調查（橫跨
六個宗派、561 間教會，訪問 11,000 位青少年），
只有 12%的基督徒父母與他們的子女談論信仰。這
是教會長期以來偏重分齡事工所需面對的結果之一。
盼望疫情過後，教會能更加積極、刻意地推動跨代
事工，特別是大中小型教會都適用的「跨代家庭小
組」，來鼓勵全家人與其他家庭一起接受牧養、教
導和承接使命。這樣的跨代學習經驗能夠幫助父母，
甚或隔代教養的祖父母，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地在
家中對其後代進行信仰塑造，建立基督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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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結論：

在這12節經文裏，耶穌把對
聼神道的態度的幾種人都列出來
了，有人不願意聽福音；有人聽
了很高興，回去後就忘了；有人
信了，可還是為今生的事情憂慮、
宴樂，沒辦法在神國裡長進；有
人在神國裡好好追求，好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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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結論：

撒種的比喻主要是為幫助我們省
查自己，我們自己的心靈究竟是屬於
那一種土地，並教導我們都能靠主恩
助成為好土，讓真道的種子能在我們
心中向下深深扎根，向上薘勃生長，
以致能多結美果，榮神益人。其次，
撒種的比喻也提醒我們多多關心各等
人的心田情況，並及時抓緊對他們的
傳道救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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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結論：

撒種的比喻的重點

❖ 給我們作爲信徒和父母的有
什麽提醒;？你掌握到了嗎？

❖ 我們有沒有重視為下一代打
好信仰的根基？

❖ 因爲如爲主建立下一代的信
仰，是急不容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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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的危機---提摩太後書3：1-13

提摩太後書3：1-3 

1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
子來到。 2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
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
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
不聖潔， 3 無親情，不解怨，好
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凶暴，
不愛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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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的危機---提摩太後書3：10-17

10 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信
心、寬容、愛心、忍耐，…… 

14 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裏；因
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

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16 聖經 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
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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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研究表明：
美國最大的福音禾場是就在你家。

研究説明了現在最大的禾場，
其實就在家裡，所以撒種就·從家
庭開始。家庭培育的重要，需建
立家庭祭壇(教會應幫助裝備父母
和培育父母來建造孩子完成使命。

如何做好家庭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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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應用與挑戰：

1.你願意成爲一個先自强更新自己的靈命，
繼而造就你的孩子或教會的下一代信仰根基
的撒種者嗎？

2.教會需要認真對待信仰的成年人來幫助年
輕人、陪伴年輕人對信仰態度的建立，詢問
他們在信仰上的表現如何？你願意做這個撒
種者撒這個種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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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回應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