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网的比喻 

马太福音 13章 47-50节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

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

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太 13:47-50） 

天国像个好政府，吸引各类人前往 
马太福音 13 章一共讲了关乎天国的七个比喻，而撒网比喻位

于最后，重点是在谈审判。以最后一个比喻谈论审判真是最合适

不过了。 

“天国”一词也可以理解为政权、统治，天国就是神统治的地

方。问题是我们怎样进入天国呢？进入天国就是得到生命，否则

的话，为什么我们愿意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之王

呢？进天国就是得到永生，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惟有活在神的王

权下，才能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显然，你没有活在神的王权

下，神不是你生命之王，那么你也不要奢望享受天国的福利。 

比如说，如果你不是住在加拿大、受加拿大法律约束，那么你

也享受不到加拿大的种种福利。然而一旦你来到加拿大，就得遵

守加拿大法律。即便你并非加拿大公民，只是外国游客，可是如

果你触犯了加拿大法律，也要受到惩罚。比如你在不该停车的地

方停了车，就会收到一张罚款单。所以无论你是不是加拿大公民，

只要身在加拿大，你就得遵守加拿大法律。 

同样道理，你进入天国，就得遵守基督的律法。而且要想享受

天国的种种福利，你就得由神掌管，服在神的权柄下。孔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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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邦不入”，要想享受生活，就别去政权腐败、秩序混乱的国家，

而去政通人和、秩序井然的国家。天国就是这样一块乐土，你可

以享受生命，因为天国里有公义、平安、喜乐、仁爱、体谅、圣

洁；但你也必须活在神的王权下。 

主耶稣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不妨将

这个比喻换成国家的图画，一个好政府、好国家就会吸引形形色

色的人前来，未必都是好人，也有坏人。真奇怪，坏人也喜欢好

政府，流氓匪类也愿意移民到好国家去。难怪好国家的犯罪率也

居高不下，因为吸引来了各种人。 

为什么人人都愿意去好国家呢？因为经济条件好，生活水准高，

人人都喜欢过好日子。而政府不好，经济就会不景气，所以经济

往往主导了选举结果。政府必须搞好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抑制

通货膨胀；一旦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上升，政府就会成了众矢之

的，被民众赶下台。所以人人都喜欢好政府，即便坏人也喜欢，

因为人人都喜欢过好日子。结果天国就好像鱼网，撒进海里，聚

拢了各种鱼。 

鱼代表人，网代表强国 
不妨想象一下，主耶稣就站在加利利海边讲了这个比喻，也许

听众恰好眼看着渔民在拖鱼网。这种捕鱼方法叫做围网捕鱼，一

张长长的鱼网，一端固定在岸上，另一端绑在船上，船拖着鱼网

沿着海滩划行，就可以聚拢很多鱼。或者是两只船拖着一张鱼网

前行，渐渐将鱼网拖成一个圆圈，鱼就被圈在了里面，然后两只

船再拖着鱼网划回岸边。这种捕鱼方式只适用于海边，不适用于

深海，因为鱼网上端是靠一些容器漂浮在水面上，而下端则要沉

到海底，这样就可以铺开一张大网，聚拢很多鱼。 

现代人还在运用这种捕鱼方法，甚至包括捕鱼公司，他们使用

的是现代拖网船，鱼网非常长。今天的加利利海依然见得到人们

在用这种方法捕鱼，船到了岸边，捕鱼人便拉起网，网里汇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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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鱼，大的、小的，好的、坏的，总之全都拖到岸上，

再一一挑选。有些鱼会被扔掉，因为不值钱，比如死了的，太小

的，太弱的等等。主耶稣就用这幅图画来形容天国。 

撒网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经常将人比作鱼，人类社会就

好像海洋世界一样，所以中国人有句俗话说“大鱼吃小鱼”。鱼有

千门百类，人也有不同种族、三教九流。据说仅加利利海就有二

十四种鱼类。如果算上整个海洋世界，那么鱼的种类数以千计，

有的体积大，有的体积小；有的有尖牙利齿，总是攻击别的鱼；

有的性情温顺，只以小虫为生。总之林林总总的鱼就代表了形形

色色的人，习惯、相貌千差万别。 

哈巴谷书 1 章 14-15 节将列国的人比作鱼，15 节说，“他用钩
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他”指的是迦勒底人，迦

勒底是当时的强国，能征善战，征服了世界。先知哈巴谷将迦勒

底征服世界的举动描绘成捕鱼的图画，他用网捕获了列国，纳入

自己的权下。这就跟主耶稣撒网的比喻一样，天国好像撒网捕鱼，

将各种人捕获了上来，当然这是属灵意义上的征服。 

圣经也将神的仆人比作渔夫，比如马太福音 4章 19节说，“来
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据一位犹太学者说，犹太

人的著作里将人比作鱼的例子非常普遍。 

以西结书 12 章 13 节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
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迦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

那里，却看不见那地。”这是耶和华神讲论以色列民的话，神要让

以色列民被迦勒底人的网抓住，其实这是神亲自把网撒在以色列

民身上。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人陷入网罗是不知不觉的，所以天

国是大有能力的，吸引人“自投罗网”。 

类似的比喻 
撒网比喻的内涵非常丰富，每句话、每个词都有深刻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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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马太福音 13章 48节说“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满了”
一词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喜筵的比喻。马太福音 22 章 10 节说，“那
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

上就坐满了客。”留意两个比喻的平行之处：撒网比喻的图画是，

网满了，聚拢了各种鱼，有好有坏；喜筵比喻的图画是，不论善

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坐满了客。人人喜欢婚宴，正如人人喜欢

好政府一样，结果善人、恶人都蜂拥而来。同样，善人、恶人都

想进天国。 

马太福音 13章 47节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
族”，“聚拢”一词也出现在了马太福音 25章 32节，只不过翻译成
了“聚集”：“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这是山羊、绵羊的比喻，

也传递出了同样的信息：万民都要来到主耶稣的台前受审，他要

将善人、恶人分开，将山羊、绵羊分开。两个比喻也都用到了

“分别”一词，马太福音 13章 49节说“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
恶人分别出来”；马太福音 25章 32节说“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总之好几个比喻都跟撒网比喻的寓意相近，可见这个寓意是主耶

稣的一项重要教导。 

世界末了要有审判 
什么时候将网拉上来呢？是网满了的时候。由此又联想到了罗

马书 11 章 25 节，使徒保罗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就到
了世界的末了。即是说，神现在一直在动工。你可能会问：“为什

么还没有到世界末了？”因为网还没有满，等到网满了，神的旨

意成就了，这个世界就会终结，网就会被拉上来。 

“聚拢”一词，它的希腊原文也带有“欢迎”、“挽留”的意思。

比如马太福音 25 章 35 节、38 节、43 节也出现了这个词，中文翻
译成了“留”：“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可见天国是欢迎所有人

前来的，人人都在受邀之列。即便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受邀进天

国。这跟世界的做法截然不同，今天很多国家的移民法非常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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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只有某类人才有资格申请移民。然而神的国欢迎所有人！当

然并非无条件，但所有人都可以来。神爱世人，凡想来寻求神的，

都可以来。 

但是要知道，即使你已经是天国的一分子，也未必得救！撒网

的比喻说，善人、恶人都在天国里，可是到了世界末了（不是现

在），恶人就会被扫地出门。今天教会里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到了世界末了就会被神赶出去。这就是撒网比喻的警告，不要以

为你是基督徒，参加了教会，就得救了。 

到底好鱼、坏鱼的区别在哪里呢？好鱼是什么样儿的呢？如何

定义真、假基督徒呢？到了审判日，到了世界末了，假基督徒就

会被赶出去。可见撒网比喻是个警告，警告我们末日要有审判。

关键问题是，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那么你是哪一种基督徒呢？

难道你以为在神的国里就大可高枕无忧吗？请留心听主耶稣的话，

他警告说：你现在在天国里，将来也未必得救，因为那一天要有

一番大筛选。马太福音 13章 48节说，“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 

海代表了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世界 
鱼代表了人，海又代表了什么呢？在撒网比喻乃至整本圣经里，

海都是代表了世界。可见主耶稣是刻意用了圣经的常见图画来设

比喻的，但凡熟悉圣经的人立刻就能明白个中寓意。  

圣经为什么将海比作世界呢？因为海是动荡不安、变化无常的。

泛舟加利利湖，也许这一刻还阳光明媚、风平浪静，转眼间就风

浪大作，小船开始上下颠簸、来回漂荡。海真是变化无常，甚至

有经验的船夫也会葬身大海。 

不知道你有没有游过长泳，记得我在湖南曾经游泳横渡一条河，

我一边游一边思忖：“河底下有什么东西呢？会不会有怪兽突然冒

出来抓住我呢？”经常听闻有些游泳健将在海里莫名其妙地失踪



撒网的比喻 
 

了，所以在海里游了那么久，特别是孤身一人，不禁会思忖海底

世界隐藏着什么。 

圣经形容海变化无常，在哥林多后书 11章 25-26节，保罗提到
了江河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因为他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泡

在了深海里。海是危险的地方，危机四伏，连巨轮也会沉没。众

所周知，泰坦尼克号邮轮非常宏伟，号称“不沉之船”，结果却一

去不返，在处女航途中就沉没了。它遇上了海里的一样危险：冰

山。冰山往往是看不见的，隐藏在海里。 

海里隐藏着很多危险，所以圣经经常形容海动荡不安、危机四

伏，甚至是怪兽。比如约伯记 38章 8-11节说“海水冲出，如出胎
胞”，神要“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闩”。神必须控制住海，否则

它就会危害人类。即便人在陆地上，也可能被海浪席卷而走。经

常听见这样的新闻：突如其来的海啸一下子淹没了整个村庄，很

多人失去生命。加拿大、美国也经常出现洪灾，损失惨重。中国

人说“洪水猛兽”，此话不假，神必须对海有所限制。 

岸是海的界限，代表世界末了 
岸是神为海设定的界限，是门和闩。可见主耶稣在撒网比喻里

是刻意选用了岸的图画，因为他在讲论末世。神要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诗篇 114 篇 3 节说“沧海看见就奔逃”。当神出手拯救他的子
民、审判世界的时候，世界就会恐惧战兢，想要逃之夭夭。诗篇

136篇 13节说，“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赛
亚书 43章 16节也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神
为他的子民在海中开道，拯救他们脱离海的权势，不至被海水淹

没。 

世界是动荡不安、喧哗骚动的，一会儿风和日丽，一会儿狂风

暴雨；一会儿太平盛世，一会儿狼烟四起。用海来形容世界真是

最贴切不过的了，海就像世界一样，永无宁日，也许这个地区风

平浪静，那个地区却波涛汹涌。你以为躲进世界里就可以逃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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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判吗？大错特错了，诗篇 139篇 9-10节说，我就是飞到海极居
住，你的手也抓得到我。不要以为你不相信神就可以逃过神的审

判。 

不信并非万全之策，因为你不相信某件事不代表说它就不是真

的，只能说你认为它不是真的。不信只是你的主观看法，却改变

不了事实。如果现在房子着火了，而我不相信，那么我的不相信

也不会让火熄灭。你不相信有审判，可你的不相信也无法熄灭神

的审判之火。 

不信并不能抹杀事实，只能决定你对待事实的态度。有人告诉

我房子着火了，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哪里冒烟起火，但告诉我着

火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从不撒谎，所以我会怎么办呢？我会相信

他的话，立刻从紧急出口逃生，不至葬身火海。 

主耶稣说末世会有审判，我不禁思忖：主耶稣从不撒谎，他既

然说有审判，那么我最好做准备。你可能说：我不相信有审判。

但你的不相信也不能取消审判，只能决定你对待审判的态度。很

多非基督徒不愿相信福音，而且还自以为不相信就可以万事大吉，

实在愚蠢。 

我之所以相信耶稣的话，是因为我亲身检验过，而且是检验了

二十多年，他的话从未落空、从未出错，所以我知道他的话是真

理。惟有耶稣敢于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参看

太 24：35）。耶稣既然说将来有审判，那么就必定有审判，他从未
说过错话。你可以不相信耶稣的话，可是到了审判那一天，你就

好自为之吧。不过那个时候木已成舟，你就无能为力了，现在才

是有所行动的时候。要趁着大火还没有烧到你的时候逃跑，等到

火烧眉毛的时候，你就根本跑不掉了。要趁审判没有临到你之前

采取措施，不至被定罪，这就是撒网比喻的警告。主耶稣说：到

了世界末了，到了上岸的时候，网就会被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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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上岸来”是复活的图画 
“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拉上来”一词也耐人寻味。主

耶稣的比喻字字句句都有寓意，他从不说废话，而是言简意赅、

一字千金。而我们要想将他的意思阐释出来，就必须长篇累牍、

费尽口舌。“拉上来”一词，它的希腊原文很特别，因为只在新约

出现了一次。它有什么寓意呢？将这句话跟使徒行传 24章 15节一
比较，寓意就显明了出来。使徒行传 24章 15节说：“并且靠着神，
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请注意这句话——“无论善恶”，恰恰跟撒网比喻里的好鱼、坏鱼

遥相对应。所以“拉上岸来”指的是复活，我们每个人无论善恶，

都要复活。 

有人可能说：“我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一死，

便一了百了。”如果你一死便一了百了，那么这个结局还不算太糟，

但问题是你不会一死便一了百了。主耶稣说：无论好人、坏人，

都要复活，接受审判。“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所有鱼都要

从海里被拉上来，这是复活的图画。主耶稣是刻意用了这个罕见

词“拉上来”，好带出复活的概念。无论好人、坏人，即便死了，

也都要复活，接受审判。有人希望只要不相信，就不会有审判。

恶人以为人死如灯灭，你能拿我怎么样？可是死亡不是结局，所

有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 

关键就是，神的国、神的统治要延伸至全世界，即便你不承认

神的政权、不听从神的法令，也逃不过神的审判。难道你在加拿

大不守法，就可以免于上加拿大法庭受审吗？恰恰相反，正因为

你藐视法律，犯了法，法庭更要将你绳之以法。每个人都得向神

交帐，因为神不但是教会的王，也是全世界的王。神创造了这个

世界，又差遣基督来，为每个人预备了赎罪祭，所以谁都没有借

口继续犯罪、行恶。 

看似不大起眼的撒网的比喻，寓意却非常丰富：海代表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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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代表了人，网拉上岸来代表了复活。主耶稣的教导真奇妙！ 

网是神的话，吸引众人前来 
“网”也充满了寓意，主耶稣用了“撒”这个字：“天国又好

像网撒在海里”。主耶稣讲道多次用到了“撒”字，只不过撒的东

西有所不同。比如撒种的比喻，种子是神的道，“撒种”的意思是

传讲神的话。而撒网比喻就不是撒种的图画了，但万变不离其宗，

无论撒什么，都是指传讲神的话，网也是神的话。是什么吸引你

进入天国的呢？是神的话，是救恩的信息，它就像一张网，把人

吸引了进来。 

众人渴望得救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人可能纯粹是自私心理，

是自己想上天堂。有的人可能是厌倦了败坏、犯罪的生命，渴望

得到医治、改变，好对社会有所贡献。这第二种人已经比第一种

人好多了，没有那么自私了。还有的人可能起初是出于自私的动

机，可是后来逐渐被神改变，越来越无私。所以关键就是改变，

如果你没有改变，最终只会是不好的鱼。而不好的鱼有什么结果

呢？比喻说“将不好的丢弃了”，不好的鱼会被逐出神的国。 

不好的鱼与毒麦等同吗？ 
好鱼、不好的鱼又是什么意思呢？好鱼不难理解，但不好的鱼

代表了什么呢？我们已经看过了毒麦的比喻，比喻说天国里有两

种人，一种是麦子，代表了好基督徒、真基督徒；一种是毒麦，

貌似麦子，其实并非麦子。而且毒麦是有毒的，假基督徒也是有

毒的，造成严重危害。正因为看见了这些假冒的基督徒，结果很

多人不愿做基督徒。假基督徒的毒素严重损害了福音，可是他们

外表上却酷似麦子。 

而撒网比喻里也有不同类型的鱼，如何理解这些不同类型的鱼

呢？难道撒网比喻跟毒麦比喻如出一辙吗？两个比喻的确有相通

之处，但并非一模一样，而是小同大异。大异之处在哪里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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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毒麦本质上就是毒麦，即是说从未改变过。其次，毒麦是撒

但撒进神国（教会）里的。所以教会里有假教师、假基督徒，他

们的本性从未改变过，只是来到教会，仿效基督徒的言谈举止，

懂得如何讲属灵话，也受了洗，领圣餐，总之做了基督徒当做的

一切，可是里面却丝毫没有改变，一如既往。说到底，他们根本

没有委身于神，没有经历重生，内心没有改变，只不过穿上了基

督徒的衣服，本质上还是罪人。他们无非外表改观了，洗掉了衣

服外面的污秽，里面的污秽依然如故。 

在马太福音 23章 27节，主耶稣形容这种人是“粉饰的坟墓”，
外面粉刷一新，光彩照人，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

秽。这就是毒麦的寓意，总之这种人从未经历重生、改变。 

很多人做了基督徒，却与非基督徒毫无二致，因为里面根本没

有改变，没有成为保罗所说的新造的人（参看林后 5:17）。这些人
对教会危害极大，严重破坏了教会声誉。非基督徒也看得出这些

人跟非基督徒毫无二致，甚至比非基督徒更差，因为非基督徒至

少不假冒为善、自以为义，而这些人却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他

们随身携带一本大圣经，按时去教会，一开口就讲属灵话，里面

却污秽不堪。他们还不如非基督徒，因为很多非基督徒都比他们

好。 

“不好的”：起初好，后来变坏了 
马太福音 13章 48节说“将不好的丢弃了”，关键就是“不好”

一词。这个希腊字在主耶稣的教导中常常出现，比如马太福音 7章
17 节，只不过翻译成了“坏”：“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
坏果子。”中文“不好”、“坏”都是常见词，含义也比较广，但这

并非这个希腊字的意思。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腐烂、变质、发臭。

所谓“腐烂”，意思是这样东西原本是好的，后来变坏了。比如腐

烂的苹果原本是好苹果，过了一段时间才腐烂，可能是被虫子蛀

了，或是染上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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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希腊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人病了，本来很健康，可是感染了

疾病，身体垮了下来。此外还可以形容老年人，曾经风华正茂、

身强力壮，现在却年老体弱、百病缠身、头脑迟钝、记忆力衰退，

甚至得了健忘症。一个健康活泼、精力充沛的人，却变得弱不禁

风、病入膏肓，最后死亡。这就是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曾经是好

的，却变坏了。 

显而易见，“不好的鱼”跟毒麦截然不同，毒麦自始至终都是

坏的，从来没有好过，天生就是毒麦；而“不好的鱼”曾经是好

鱼，却变坏了。所以撒网比喻中“不好的鱼”并非旧约中不洁净

的鱼，旧约律法规定以色列人不可吃某类鱼，因为神看这些鱼是

不洁净的。这些不洁净的鱼也是天生如此，从来没有改变过，所

以不属于撒网比喻中“不好的鱼”。 

奇怪的是，有些圣经注解书竟然解释说这些鱼指的是旧约不洁

净的鱼。这种解释大错特错了，“不好的”这个希腊字从来没有不

洁净的意思，旧约也找不到这种意思。它的意思只有一个：某样

东西曾经是好的，却变坏了。 

可见撒网比喻并非毒麦比喻的翻版。两个比喻当然也有相通之

处，因为结局是一样的，毒麦、不好的鱼都会被逐出神的国。但

撒网比喻也另有寓意：不好的鱼并非天生不好，而是腐烂、变质

了。他们曾经很好，却患了病，甚至死了，结果被逐出了神的国。 

这一点德国神学家们也一清二楚，比如舒克特（Schteer）这样
写道：“撒网比喻中的鱼本可以做成美味，但很可惜，网里挤满了

鱼，有些鱼死了，腐烂了。”舒克特的意思是，网拉上来的时候，

里面装满了鱼，很多鱼被挤压而死。人捕猎时的确经常会发生这

种情况，很多动物被圈在一处，互相踩踏、挤压，有些就死了。

所以舒克特的建议不无道理。 

另一位德国著名神学家迈耶（Meier）也说：“‘不好’一词是
腐烂的意思，这些鱼在网里的时候死了，腐烂了。”两位德国神学



撒网的比喻 
 

家都明白“不好”一词的意思，就是原本很好，却在网里变坏了。 

爱神的心冷淡下来 
撒网比喻里的鱼代表了那些被神的话吸引进神国的人。留意这

跟毒麦比喻有所不同，毒麦是撒但撒进神国里的，而撒网比喻里

的这些人是被神的话吸引进神国的。他们回应了神的话，进了神

的国，并非撒但培植的间谍。可是回应神的话之后，他们渐渐又

背弃了神的话。这是新约的一个常见问题：爱神的心冷淡下来，

最终丢弃了信心。 

比如在提摩太前书 4 章 1 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圣灵明
说：在后来的时候（特别是末世的时候，网被拉上岸的时候），必

有人离弃真道（‘真道’原文是指信心）。”如果起初没有信心，也

就不可能丢弃信心了。就好比说我身在北京，才能说离开北京。

不相信真道，又怎么可能离弃真道呢？保罗这番话恰恰是撒网比

喻的寓意，这些人起初回应、相信了神，积极踊跃地在教会侍奉，

最终却离弃了真道。 

我不禁想起了旅居伦敦期间参加的一间教会，所有年轻人都为

主大发热心，四处组织聚会、团契，人人忙得不亦乐乎，建立神

的教会。问题是这些人今天何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分之九

十已经离弃了神。有些人偶尔还去教会，可是他们的生命、言行

与非基督徒毫无二致。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当初的火热消失了，健康的属灵生命衰

朽了。这恰恰是启示录 2章 4-5节给予教会的警告：“有一件事我要
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

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

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这就是撒网比喻描绘的图画，那些鱼本是好的，正如舒克特所

说，本可以做成美味，却腐烂、变臭了，属灵生命死在了鱼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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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撒网比喻并非毒麦比喻的翻版，而是另有深意。 

“金口”约翰的讲解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金口”约翰（St. John Chrysostom）是如

何解释撒网比喻的。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以上的讲解并非我的一

家之言，我的解经结论跟早期教会解经家的解经结论是一致的。

甚至我在前文中也引用了当代解经家的解释，虽然我并不完全认

同他们的观点，但有些解经结论我们仍然是一致的。 

“金口”约翰是早期教会（四世纪）一位出色的神人、牧者，

是东方教会领袖，是君士坦丁堡主教。他被神大大使用，讲道极

有能力，所以被誉为“金口”。他因为经常大声疾呼，指出会众的

罪恶，最终被处死了。他的马太福音讲道集第四十七讲就是对撒

网比喻的讲解，大意如下： 

“紧接着寻珠的比喻，主耶稣又讲了撒网的比喻，真让人

恐惧战兢。不要以为你听了福音，相信了福音，进了天国

（网），便可以高枕无忧（即如果不活出圣洁、公义的生命，

就会被逐出天国）。 

“撒网比喻跟毒麦比喻有何不同呢？毒麦比喻也讲的是一

类人得救，一类人灭亡。但毒麦比喻中，灭亡的人一开始就

是恶者，因为他们选择了听从魔鬼的道理；而撒网比喻中，

灭亡的人本来是好的，已经认识了基督，进了网，最后却不

能得救（因为他们变质了，生命不再圣洁。这种人是最可怜

不过的了）。 

“你要是被丢弃了，不要以为依然能够得救（有人以为只

是失去奖赏），主耶稣说的是‘丢在火炉里’（不是丢回海里

去），‘丢在火炉里’就是彻底毁灭，所以这些人才会‘哀哭

切齿’。 

“毁灭的途径有很多，撒种比喻说有的因为石头而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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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荆棘而死，有的死于路旁；毒麦比喻说有的被毒麦的

根缠死了；而撒网比喻说有的死在了网里。难怪主耶稣说引

到灭亡的路是大的，偏离的人也多。” 

“引到灭亡的路是大的，偏离的人也多”，这句话“金口”约

翰是在引用马太福音 7 章 13 节。经文原本说的是“引到灭亡的路
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金口”约翰刻意将“进去”一词改

成了“偏离”。是偏离了什么呢？是偏离了基督，“金口”约翰是

在说，这种的人问题是离经叛道。 

正如很多早期教会的教父们一样，“金口”约翰显然不是在教

导“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无论怎么犯罪，都会得救。所以“金

口”约翰最后这样总结道： 

“主耶稣讲了这些比喻之后，末了说了一句话：‘这一切的

话你们都明白了吗？’显然，主耶稣是在警告我们：恐怕大

多数人的结局都像这些不好的鱼。” 

结尾的警告 
问题是，这一切的话我们都明白了吗？正如“金口”约翰所指

出的，主耶稣以这句话总结了前面的七个比喻，真让人恐惧战兢。

因为你很有可能一度进了神的国，得到了新生命，脱离了罪，却

退后了。用使徒彼得的话说，“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

了，又回到泥里去滚”（彼后 2:22）。 

在马太福音 13 章 49 节，主耶稣总结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
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主耶稣没有说从信

徒中把非信徒区别出来，而是说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谁会

得救呢？义人会得救。那么主耶稣所说的“义人”又是什么意思

呢？ 

撒网比喻清晰地传递出了一个警告：小心不要变质。这也是马

太福音 6章 22-23节的警告：小心不要让你里头的光黑暗了。“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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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马太福音 5章 13节也是同
样的警告：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可是盐若失了味，就只好丢在外

面，被人践踏了。正如鱼变坏了，只好丢掉，因为毫无用处，只

配被人践踏。 

义人就是经历了神的改变后，能够持守圣洁的生命，没有变质

的人。我们要祷告神，好靠神的恩典不至于变质，不至于由好鱼

变成不好的鱼。关键就是我们得到神的生命之后，一定要持守住，

不断地力上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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