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酵的比喻 

马太福音 13章 33节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

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太 13:33） 

警告：天国会传遍世界，世界也会渗入教会 
主耶稣的教导非常平衡，他刚刚讲过了芥菜种的比喻，其寓意

就是天国要传遍天下，可是他不希望门徒们得意忘形——“我们

的主要君临天下，拥有一个日不落帝国，我们也要跟他一同作王”，

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了面酵的比喻，严重警告说：世界也会渗

入教会。教会要影响世界，但世界也要影响教会。 

主耶稣的预见又成了现实。今天我们都有目共睹，教会已经世

俗化，世界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腐蚀了教会，结果教会与世界

相交相融、不分彼此。 

面酵的比喻只有短短一节经文，内涵却非常丰富。我们往往长

篇累牍表达一个观点，可是主耶稣却以一节经文讲出了一切，实

在奇妙。惟一的麻烦是，我们必须来一通长篇大论，才能将这节

经文的丰富内涵阐释出来。 

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看见隔壁那家主妇在和面吗？看见她是

怎么做的吗？她抓了一小把面酵放在面粉里，然后开始和面。就

那么一丁点面酵，却融进了面粉中，让整团面都发了起来。 

现在可以买到自发面粉，那个年代还没有自发面粉。但即便现

在有自发面粉，很多人还是喜欢用面酵。将面酵跟面粉和在一起，

然后搁置在一个温度适宜、不冷不热的地方，整个面团就会发起

来。我也亲自和过面、烤过面包，吃起来的口感真好，又脆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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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代表了世界 
酵代表了什么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神的工作、

神的教会是酵，世界是面团，教会广泛影响到了世界。这样一来，

面酵比喻的寓意就跟芥菜种比喻的寓意一样了，并无新意，而且

还不如芥菜种比喻讲得透彻、清晰，因为并没有具体指出教会将

如何影响世界。教会将如何影响世界呢？似乎整个图画模糊、朦

胧，让人捉摸不透。是在属灵上影响世界，还是在道德上影响世

界呢？是赢得并控制了世界吗？如果说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包括了

以上种种方面，那就不正确了，因为教会在属灵上并没有完全影

响到世界。 

另一种可能性是，世界是酵，影响到了教会。这种理解在解经

上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会列出理据来，因为我不希望你只是盲目

接受我的话，关键是圣经的话是什么意思。 

现代神学家们几乎都坚持第一种看法，认为酵代表了教会，教

会将影响世界。原因有两个：第一，面酵的比喻紧跟在芥菜种比

喻之后，所以两个比喻的寓意应该是相同的。这种说法实在牵强

附会，主耶稣如果连续讲了两个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往往是带

出了与第一个比喻完全相反的信息，并非单单重复而已。事实上，

主耶稣的比喻从来没有重复过。 

第二个原因完全没有解经根据，纯粹是因为这种看法让人感到

欣慰。比如德国圣经学者弗里茨（Fritz Rienecker）撰写的路加福
音注释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说：教会是酵，将影响世界，这种解

释很讨人喜欢（但解释圣经不是要讨人喜欢）；可是如果世界是酵，

要影响教会，那就太让人灰心了。于是他们选择了第一种可能性：

教会是酵，将影响世界，只因为这个应许是个好消息。这算是什

么理据呢？主耶稣刚刚用芥菜种的比喻鼓励了我们，还需要再讲

一个比喻鼓励我们吗？况且这种看法完全没有解经根据。 

“解经”，顾名思义，就是解释圣经。我们不必自己杜撰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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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来，圣经里就有解释。圣经的一切疑难问题，圣经本身就能够

加以解释，而我们当做的是查考圣经，明白圣经是如何解释的。

可是那些出书讲解圣经的人却没有找出圣经的解释来。 

奇怪的是，本来解经家们有的持第一种观点，有的持第二种观

点，然而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主张“面酵代表教会”的观点占了

上风，始作俑者就是一些德国神学家。德国神学家往往是神学界

领军人物，只要德国神学家提出了什么观点，英国、美国神学家

就随声附和，真是莫明其妙。稍微读过一点神学的人都知道，神

学上的主要观点都是德国神学家奠定的，而英国、法国、美国的

神学家都会追随。如果德国神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要追随，

可是如果德国神学家的观点错了呢？ 

看一看圣经注解书，作者们竟然都在跟从这些早期德国神学家

的观点，主张教会影响世界。我说过，上一篇芥菜种的比喻已经

喻示教会要影响世界，如果面酵的比喻也是这个主题，那么就毫

无新意了。当然我并不是因为毫无新意就加以否定，关键是要看

这种观点在解经上是否正确。圣经根本不支持这种观点，我会一

步步列出圣经证据，请你自己下判断。 

看了那么多圣经注解书，我真感到痛心。很多牧师、传道人不

懂得圣经原文，只能靠圣经译本，靠专家、学者的注解，殊不知

这些作者都是在附和别人的观点。结果大家就像一群羊，随着大

流走，最后一起走进了屠宰场。我很痛心，为什么教会如此眼瞎

呢？这岂不正是面酵的比喻所喻示的情况吗？世界已经渗透了教

会！圣经将面酵的比喻解释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教会视而不见呢？ 

所以我请你仔细看一看圣经的证据，时间关系，我只能列出一

部分。等到你明白了到底面酵代表什么，就能够看见这个比喻的

丰富内涵。主耶稣讲面酵的比喻并不是在重复芥菜种的比喻，而

是在警告门徒要小心：世界将影响教会。今天果不其然，世界已

经渗透了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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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的整幅图画代表了天国 
比喻一开始就说“天国好像面酵”，很多学者便根据这句话得

出了天国是面酵的错误结论。之所以结论出错，是因为他们不懂

得解析比喻的基本原则。德国一位研究新约的学者杰里迈斯

（Jeremias）写过一本比喻注解书，很多学者都将这本书奉为圭臬。
虽然杰里迈斯也将面酵的比喻解释错了，可是值得一提的是，他

也非常清楚应当如何解析比喻，他说：“读比喻不能生搬硬套，比

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意思并不是说‘天国就是面酵……’，

而是说‘天国的情况就好像有妇人拿面酵，藏在三斗面里……’。”

况且整幅图画还没有说完，不要拦腰斩断。 

不妨拿撒种的比喻为例，主耶稣说“天国就好像一个撒种的出

去撒种……”，这是不是说天国是一个撒种的呢？当然不是，因为

主耶稣已经解释过了，撒种的是他本人。或者说天国是麦子吗？

也不是，麦子是最终成熟的庄稼。或者说天国是种子吗？也不是，

主耶稣说种子是神的道。天国是田地吗？主耶稣说田地是世界。 

看过了主耶稣的解释，你不禁会问：“到底天国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单独来看，撒种的、麦子、种子、田地

都不是神的国，可是将这些元素放在一起，整幅图画就代表了天

国。就好比说胳膊是不是身体？耳朵是不是身体？都不是，可是

所有的肢体加在一起，就组成了身体。同样道理，不要一读到

“天国好像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便下结论说天国就是撒种的。

不是的，撒种的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如果天国一会儿是神的儿子，一会儿是面酵，一会儿又是商人，

这样的解释真令人无所适从。再看一看马太福音 25 章 1 节，天国
又成了十个童女。如此解释下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到底天国

是什么呢？如何理解天国呢？之所以这么混乱，因为你不明白解

释天国的最基本的原则。“天国好像面酵”，不要以为第一个词

“面酵”就是答案，必须继续往下读，看见整幅图画。可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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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圣经注解的作者竟然不明白这个解经的基本常识。 

你可能说：好吧，我不拿第一个词下定义，我拿整个句子下定

义——“天国就是有酵的面”。这样解释也不对，正如杰里迈斯所

指出的：比喻并不是在说天国是什么，而是在说天国的情形，天

国的情形就好像妇人把酵放在面里。 

“酵”在圣经里是贬义词 
关键就是，“酵”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呢？答案并不难找，因

为圣经谈论“酵”的经文很多。不妨打开经文汇编，查看一下

“酵”这个字在新约出现的经文，你就会发现“酵”在圣经里是

贬义词，而所有圣经辞典也都是这个结论。 

可是圣经注解书的作者们是怎么说的呢？奇怪的是，德国一位

很出色的解经家居然说：虽然“酵”在圣经中是贬义词，但在这

个比喻里是例外。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比喻里就是例外呢？

你能解释吗？有证据吗？他无法解释，也找不到证据。只因为他

已经有了先入之见，便以自己的主见决定了解经结论。 

所以我经常提醒大家，查考圣经千万不可有先入之见。你有了

先入之见，那么你就不是在客观地索解圣经的解释，无非是想证

实自己的观点罢了。你想证明面酵比喻说的是教会要影响世界，

所以你就说“酵”在这里是个例外，并非贬义。为什么是例外呢？

没有原因。原因就是你想坚持这种看法，便硬说是例外。 

不妨看一看哥林多前书 5章 6-7节，使徒保罗也用了“面酵”
一词：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这段经文上下文说的是哥林多教会有人犯了乱伦罪，跟继母同

居。这绝对是重罪，所以保罗义愤填膺：这种罪连外邦人都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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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你们在教会的人还敢犯？我要把这人赶出教会，除去教会

里的酵，除去罪，免得污秽了整间教会。 

你可能会说：“那时候的教会敢于这样处理罪，今天可不行，

别这么强硬，要温柔些。”保罗可没有时间姑息罪，他说：“把旧

酵除净。”在加拉太书 5章 9节，保罗也说了同样的话：“一点面酵
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里的上下文是在谈假教导，当时的假教导

主张基督徒要行旧约的割礼。 

可见“酵”在圣经中是指“罪”，无一例外。所以旧约律法规

定，逾越节献祭、吃饭不可有酵，家家户户都必须除去酵，吃无

酵饼。显而易见，酵是罪的标志，代表了邪恶。 

“面”代表信徒 
面又是什么呢？查考一下圣经就会看见，面代表了信徒，又是

无一例外。其实根据前几个比喻的教导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面

是什么制成的呢？是麦子。圣经里的“面”，希腊原文都是指小麦

粉制成的面。比如撒种的比喻、毒麦的比喻，撒种人是在撒麦子。

主耶稣已经给了线索，麦子代表信徒，所以面粉也代表信徒。 

纵观整本圣经，麦子、面团、饼、粮都代表了信徒。比如约翰

福音 6章 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被称作“饼”，教会整体就是“饼”（饼和粮都是在翻译同一

个希腊字）。哥林多前书 10章 17节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我们是一个饼，因为我

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生命的粮。圣经已经把话说得一清二楚。 

再看看主耶稣的教导，在路加福音 22章 31节，主耶稣对彼得
说：“西门！西门！撒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可见麦子代表了信徒，圣经的证据清清楚楚，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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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能使面发起来 
酵有什么作用呢？它会将面膨胀起来。如果教会是酵，那么就

是说教会要让世界膨胀起来，这是什么观念呢？查考一下圣经，

膨胀的意思是骄傲自大，是不良影响。刚才我们看过了哥林多前

书 5 章，在第 2 节，保罗说“你们自高自大”。紧接着在第 6 节，
保罗就说要把酵除净，因为酵让他们“发了起来”。意思非常明显，

酵指的是世界对教会的不良影响，让教会自高自大。 

遗憾的是，这就是教会的现状，世界已经渗入教会，教会的组

织结构、行为举止都跟世界毫无二致，教会领导也成了世上显要，

生活奢侈。在马太福音 20章 25-27节，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
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

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

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可是世界已经渗入教会，让教会自

高自大。 

天国不是隐藏的 

主耶稣、使徒们都是公开传道 

面酵的比喻里有一个“藏”字，妇人把面酵“藏在三斗面里”。

“藏”字所传递出的信息是：这是秘密，是偷偷做的，不让人知

道，是隐秘的。但这绝对不是神的做事方法，神没有将天国藏在

世界里，天国不是隐藏的。可见整个面酵的特点跟天国的特点完

全背道而驰。天国是光明正大传入了世界，世人都有所耳闻。所

以在使徒行传 26 章 26 节，保罗对亚基帕王说：“我深信这些事没
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 

主耶稣是公开传讲福音，巴勒斯坦全地都看得见，他的一举一

动都是公开的，所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偷偷来逮捕他的时

候，他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

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为什么现在偷偷来拿我（参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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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5）？耶稣是明人不做暗事，而世人做事恰恰是偷偷摸摸。 

同样，在哥林多前书 4章 9节，使徒保罗说：我们使徒成了一
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戏不是隐藏的，整个世界都看得见。

在使徒行传 17章 6节，那些犹太人控告使徒们是“搅乱天下的”。
正因为天下都被搅乱了，所以他们才要杀保罗，逼迫基督徒。可

见将“酵”比作天国，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天国根本不是隐藏

的。 

福音不是隐藏的 

在哥林多后书 4章 3-4节，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
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为什么那些人会灭亡呢？难道神希望他

们灭亡吗？当然不是。第 4节继续说，因为这些“不信之人被这世
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即是说，神并没有将福音隐藏起来。如果福

音隐藏了，那么这是撒但做的，他让人瞎了眼，看不见基督的荣

耀。 

耶路撒冷（神的城）是不能隐藏的 

在马太福音 5章 14节，主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
的。”圣经的话已经明明白白，教会不是隐藏在世界里，而是世界

偷偷潜进了教会，在暗中影响教会。这也是犹大书 4节的警告：有
些人偷着进来了。世界和假教师在教会暗中搞破坏。世界才是偷

偷摸摸行事，而教会总是光明正大。 

教会从不暗中捣鬼 

教会从不暗中捣鬼，而是直接冲击、震撼世界，难怪犹太人说

使徒们搅乱了天下。当你听见福音，受到了触动，你的心一下子

就乱了：“我该不该认罪悔改呢？该不该该做基督徒呢？我敢做基

督徒吗？父母会怎么说呢？家人会怎么说呢？”这真的是一次人

生危机，你必须面对人生抉择，而且周围人也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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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你要面对危机，教会也要面对危机。教会总是受逼迫，如

果教会是隐藏的，当然就不至于受逼迫了。正因为受到逼迫，所

以教会有时候想要隐藏起来，可是却很难隐藏起来。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罗马人找基督徒很容易，只要吩咐所有人向凯撒

烧香，那些不愿拜偶像的立刻就显明了出来。 

做基督徒是不可能隐藏的，你怎么隐藏呢？除非你不承认耶稣

的名。可是基督徒必须承认耶稣的名，为耶稣做见证，这是圣经

的命令。记得当初和我一同受洗的是一位外科医生，政府命令他

不要向病人传福音，他回答说：“我做不到，我必须传福音，因为

我的主命令我将福音传至地极。”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可

以得救，可见你根本不可能隐藏起来，至少隐藏不了多久。 

教会就像造在山上的城，光芒四射，人人都看得见，是不能隐

藏的。谁要是说教会隐藏在了世界里，那么他根本不明白新约教

导。也许今天的教会恰恰是隐藏在了世界里，可是新约教会不是

隐藏的，教会要在世上发光，放胆无惧，所以主耶稣鼓励门徒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太 10:28）。 

世界暗中腐蚀教会 
并非教会隐藏在世界里，而是世界隐藏在教会里，让教会膨胀

起来，从而毁灭教会。这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警告，他说：要警

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不要让世界的酵偷偷进入你们的生命。

今天没有人传讲主耶稣的这番警告，似乎已经不再有落入试探的

危险了，即便落入了试探，也没关系。 

其实基督徒跌倒往往不是因为逼迫，我亲眼见过基督徒遭受家

人逼迫，也没有跌倒。比如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他是马来西亚人，

父亲是橡胶园园主。他信了主后，父亲就对他说：“你是要做基督

徒，还是要继承我的产业？你做选择吧！”他选择了做基督徒，宁

愿放弃继承家产，宁愿被赶出家门。他经历了这种逼迫，依然站

立得住，可是最终世界的影响却让他跌倒了。世界是更可怕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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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这就是面酵比喻的警告。 

主耶稣知道，逼迫不能让基督徒跌倒——可能有些会跌倒，但

大多数都不会跌倒。我就亲眼目睹过遭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好

像风暴中的树，任凭风吹雨打，依旧岿然挺立。也许枝叶已经七

零八落，但树根依然扎根在神里面。 

可是世界会采取什么方法呢？世界会采取蚕食的方法，让小虫

子、微生物、细菌慢慢进入树皮，从里向外腐蚀整棵树。“千里之

堤，溃于蚁穴”，狂风暴雨都摧毁不了的大树，却可以被这些小东

西悄无声息、偷偷摸摸地蚕食掉。这就是主耶稣短短的面酵比喻

所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一定要铭记于心，谨慎提防，以免被酵

毁灭。 

法利赛人的“酵”：假冒为善 
酵是什么呢？主耶稣并没有让我们无从知晓，他已经解释了。

在马太福音 16章 6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
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主耶稣知道门徒们禁得住逼迫、试炼，可

是他担心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慢慢侵

蚀、摧毁。 

什么是法利赛人的酵呢？路加福音 12 章 1 节说，法利赛人的
酵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并非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问题，而是日

积月累的结果。没有人愿意假冒为善，法利赛人也不例外。如果

你以为法利赛人很虚伪，故意假冒为善，那么你根本不了解法利

赛人。法利赛人很真诚，至少起初很真诚，正如很多基督徒起初

也是真心委身给神一样，只不过渐渐地就失去了起初的真诚。所

以保罗在歌罗西书 1 章 23 节提醒说：你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许是水流

冲击，也许是微风吹动，总之让你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远离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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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为善是渐渐形成的痼疾，杀死了很多基督徒。他们起初是真

心做基督徒，可是渐渐冷却、淡薄下来，最终成了假冒为善。 

教会里假冒为善者比比皆是。可是请你一定要明白，他们起初

并非故意假冒为善，而是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被引动，结果内心

离开了神，外表还是基督徒。他们只是口上尊敬神，内心却远离

了神。 

再想一想，酵是如何起作用的呢？酵必须在某种条件下，才能

发起来。是什么条件呢？就是温度适中，不冷不热。我想发过面

的人都懂，你和好了面，撒入了酵，如果把面团放在太冷或者太

热的地方，酵就会死了，根本发不起来。有些女孩子烤面包情急

心切，快快地将面团放入烤箱，结果烤出来的面包硬邦邦的，因

为酵已经死了，根本没发起来。所以酵既怕冷、又怕热，必须不

冷不热。 

可是教会不应该不冷不热，酵不应该在教会里发起来。教会要

么冷，要么热。在启示录 3章 16节，主耶稣说：“你既如温水，也
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耶稣是在责备教

会：你们让酵发了起来。可见假冒为善者的特点是不冷不热，已

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撒都该人的“酵”：不信 
什么是撒都该人的酵呢？从路加福音 20章 27节可见，撒都该

人的酵是不信。“不信”的病毒也已经侵入了教会，很多基督徒是

不相信神的，真可怕。为什么教会渐渐不相信神了呢？首先是心

中起了疑惑，有很多问题不知道如何解答。而你要是不加以处理，

不懂得如何克服，那么这些问题、疑惑就会像滚雪球一般，越滚

越大，渐渐就会吞噬你的信心。 

我见过有人被“不信”吞噬掉了。他们读了一些哲学书，东瞧

瞧、西看看，受各种教义之风吹动，结果被弄得晕头转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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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动摇，最后彻底崩溃。我见过很多人抱着服事神的心志入读

神学院，可是到了毕业时，信心却成了汪洋中的孤舟，飘摇不定。

因为学了那么多不信的神学思想，他们根本招架不住。他们没有

属灵的信心和深度，所以也就无法直接从神那里汲取营养、力量

去战胜这些不信思想。 

我也在神学院读过书，天天受不信思想、自由神学的冲击，可

是感谢神，我安然无恙，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相信的是谁。

而且我也看得出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相信的是谁，他们自己也坦

率承认。这就是撒都该人的酵：不信。 

希律的“酵”：任意妄为 
在马可福音 8章 15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

人的酵和希律的酵。”什么是希律的酵呢？查一查圣经辞典就知道

希律是什么人了。希律是个我行我素、任意妄为的人，这种人就

会追逐名利、投机取巧。投机者都善于随风转舵，没有固定立场。

他们不敢在学校里为基督做见证，不敢当众祷告，因为害怕受人

奚落，害怕在众人眼中自己是个异类。 

希律是个投机者，立场变化无常，今天跟这人做朋友，明天跟

那人做朋友。罗马人征服了巴勒斯坦，他就投靠罗马人；埃及人

一有势力，他就转而投靠埃及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王位，他可

以和任何人做朋友。谁胜利了，他就投靠谁，甘当马前卒；谁失

败了，他就落井下石。 

有多少基督徒是投机者呢？他们想要世上最好的，也想要天国

最好的，总之想要一切，脚踏两只船，既要享尽世界的荣华富贵，

又要死后进天国。这是什么基督徒呢？完全是投机者。这种基督

徒都是我行我素，自我中心，自己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 

世界就是要影响我们的意志、欲望，怂恿说：“你应该做自己

想做的事，为什么要听从神呢？神的话不切实际，比如神让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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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别人打了你一巴掌，还得转过另一边脸由他打，这根本

不现实，为什么要爱人呢？为什么任人欺负呢？有人打你，你就

要加倍报复他。要是现在打不过他，那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等到以后有了力量再报复他。” 

你既要我行我素，又要做基督徒。你的想法是：“我喜欢耶稣

的教导，可是有些教导并不实际，所以我要我行我素。只要能够

我行我素，我也不介意受洗做基督徒，毕竟基督徒都是好人。”希

律的酵已经进入了教会，教会里的人投机取巧、追逐名利。 

世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这就是主耶稣的警告。要小心，

我们也许可以忍受逼迫，却架不住世界的慢慢侵蚀。我们都不怕

逼迫，可是我真担心世界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鼓吹我行我素，

最终会夺走我们的心。你知道世界有多美好吗？世界就好像悦人

眼目的果子。很多人做得到“威武不能屈”，却做不到“富贵不能

淫”。这就是主耶稣面酵的比喻所要提醒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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