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的聖殿教導耶穌的聖殿教導 路加福音十九28至二一4

十九8-9 撒該說：「主啊，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

十九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當我們相信耶穌、接受耶穌的時候，

生命當中可以得著能力，

可以離棄罪、走向光明的道路。

讓我們看見 ─ 神國度的特質、祂給門徒的訓勉…

十九章 ─ 一位財主的故事，

也是被耶穌所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這位撒該，他接待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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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11-27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們以為神的國快要顯出來，就另設一個比喻，說：

「有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便叫了他的十個僕人來，

交給他們十錠銀子，說：『你們去作生意』…」

神的國度似乎是先託付給某些僕人，

不是每一個僕人都能夠在上帝面前忠心交帳…
祭司長、文士、法利賽人真的是在神的國度當中嗎？

他們所期待神的國度、君王，真的像他們所想像的嗎？

每一個僕人銀子的數目是一樣的，是不是都一樣的忠心？

每一個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帳！

一種被稱讚說是好、良善的僕人；一種被稱作稱作惡僕惡僕

十九26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奪過來。。

‧耶穌進耶路撒冷‧耶穌的權柄 ‧納稅給該撒 ‧復活的問題

九51 耶穌…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十九28 耶穌說完了這話，…上耶路撒冷去

亞九9 你的王來到你這裡！

他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這一位謙謙和和的王按照舊約聖經所預言的，

卻完全顛覆當代猶太人的想法 ─

期望的是一個政治型、軍事型的領袖，

究竟是不是上帝所差來的彌賽亞，

對他們而言，不是那麼重要了！

他們看見了彌賽亞，並沒有真正的迎接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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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周圍危機四伏，迎接耶穌的人各懷鬼胎…

十九37-41 眾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異能，都歡樂起來，

大聲讚美神，說：

「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

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

眾人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說：

「夫子，責備你的門徒吧！」

耶穌說：「若是他們閉口不說，

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它哀哭。

耶路撒冷是一個要拒絕耶穌的地方…
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

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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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45 耶穌進了殿，趕出裡頭做買賣的人…

十九46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說：我的殿必作禱告的殿。」

以賽亞書 ─萬民禱告的殿

潔淨聖殿在馬太、馬可、約翰福音都有出現。出現。

聖殿當中作買賣，不是在裡頭作生意；

在外地的猶太人，回到聖殿敬拜上帝的時候，

要把錢幣兌換成在聖殿可以奉獻的錢幣

把不潔淨的祭物換成潔淨的祭物，能夠在聖殿獻祭

最初一切都是為著敬拜、獻祭、奉獻。

可是所有作買賣、兌換銀錢的事情，都挪在聖殿裡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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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47 耶穌天天在殿裡教訓人，

祭司長和文士與百姓的尊長都想要殺他。

二十1-8 有一天，耶穌在殿裡教導人的時候，

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上前來，問他說：

「你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

約翰的洗禮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呢？」

他們彼此商議說：

我們若說從天上來，他必說：你們為甚麼不信他呢？

若說從人間來，百姓都要用石頭打死我們，

因為他們信約翰是先知。

於是回答說：「不知道是從那裡來的。」

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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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9-16 耶穌就設比喻對百姓說：

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租給園戶…

上帝是葡萄園的主人

文士、法利賽人、宗教領袖是園戶，應該要向主人交帳，

他們卻耍詐、不交帳，把主人所派去的僕人打了，

至終主人派兒子去，他們還把兒子給殺了！

葡萄園的主人要除滅這些園戶，將葡萄園轉給別人。

舊約聖經中，把以色列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描述成葡萄園跟主人的關係…
以賽亞書第五章─ 葡萄園不但沒有結好葡萄，

卻結了野葡萄、辜負了園主的栽培。

二十16 聽見的人說：這是萬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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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寫作背景，路加福音寫作是給外邦信徒的 ─

本來葡萄園是給以色列、給選民的

因著耶穌所完成的救贖，神的國已經轉移給外邦人了，

外邦人進入了恩典的行列、進入救贖的歷史

二十17-18 耶穌看著他們說：「經上記著：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凡掉在那石頭上的，必要跌碎；

那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對失喪的人而言，耶穌是房角的頭塊石頭

拒絕、不接納、要把耶穌釘十字架的人，

耶穌要把他們砸得稀爛、耶穌來定了他們的罪

耶穌自己，被選民所棄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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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19-20 文士和祭司長看出這比喻是指著他們說的，

當時就想要下手拿他，

緊張的情勢、殺機四伏…
只是懼怕百姓。

於是窺探耶穌，打發奸細裝作好人，

要在他的話上得把柄，

好將他交在巡撫的政權之下。

巡撫是羅馬的政權

猶太人有自己的公會

他們想要捉拿耶穌的把柄，

真的是要陷害耶穌！

‧耶穌進耶路撒冷 ‧耶穌的權柄‧納稅給該撒‧復活的問題

二十22-26 「我們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

該撒是羅馬帝國的皇帝，納稅給該撒 ─

可以，就得罪了所有猶太同胞

不要納稅給該撒，就變成反革命分子…
耶穌看出他們的詭詐，就對他們說：

「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

這像和這號是誰的？」

他們說：「是凱撒的。」

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

神的物當歸給神。」

他們當著百姓，在這話上得不著把柄，

又希奇他應的對，就閉口無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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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所謂宗教人士，真的有把神的物歸給神嗎？

他們被質疑、被挑戰！

如果所用的是從該撒政府所拿來的，

該撒的物本該就上稅、本該就納糧；

保羅書信當中也有類似的教導。

神國的子民、又是羅馬政權之下的百姓，

這兩個勢力不是敵對的

而是在順服神國治理的標準當中，

可以成為地上的好公民 ─ 是世上的光、世上的鹽

這是法利賽人給耶穌出的政治性的議題，

耶穌非常有智慧的不但沒有被考倒，

相對帶來非常準確、正面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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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27 撒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有幾個來問耶穌說…

法利賽人
深入民間的敬虔人士，比較有高超的道德水平

在民間非常受百姓的喜愛

相信復活，也相信五經之外所有人間的遺傳

撒都該人
比較是當時的權貴人士，比較親羅馬政府

是當官、作領袖的，人數比較少

不相信有復活，只相信摩西五經的教導

不接受文士、法利賽人所做民間教條性的遺傳

撒都該人在主後第一世紀跟法利賽人是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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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27-38 撒都該人問耶穌說：

「摩西為我們寫著說：『人若有妻無子就死了，

他兄弟當娶他的妻，為哥哥生子立後。』

有弟兄七人都娶過她，沒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當復活的時候，他是那一個的妻子呢？

因為他們七個人都娶過他。」

耶穌說：「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

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裡復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

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樣；

既是復活的人，就為神的兒子。

至於死人復活，摩西在荊棘篇上，

稱主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就指示明白了 ─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耶穌進耶路撒冷 ‧耶穌的權柄 ‧納稅給該撒‧復活的問題

這邊耶穌被撒都該人盤問復活的事情，

沒幾天進耶路撒冷，要被釘十字架，

之後耶穌要復活！

整個前後的事件是非常環環相扣的…

我們用人有限的思維

思考永恆國度中的復活，

實在是我們想不透的！

我們會問 ─ 七個兄弟都娶過寡嫂，

在永恆的復活到底這是誰的妻子呢？

耶穌就提醒 ─ 並不是的，

這世界跟那世界的次序是截然不同的

‧耶穌進耶路撒冷 ‧耶穌的權柄 ‧納稅給該撒‧復活的問題

在耶穌的教導當中，有好幾次有許多人說 ─

你的母親、你的兄弟來找你；

能夠作你的母親、兄弟真是有福的…

耶穌都回應是說：

「在神的國度當中能夠遵行天父的旨意，

就是我的母親、就是我的兄弟。」

能夠在神的國度當中遵行神的旨意的關係，

比肉身的親屬關係是更親近的。

從死裡復活的人不在乎誰是誰的妻子、親戚，

不是說都不相認了；

而是相對在神的國度中，

彼此之間屬靈親戚的關係，遠遠超過肉身親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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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禱告 ─ 要全家歸主

照聖經所應許 ─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們在親屬家族中是這麼親密，

更渴望在上帝永恆的國度當中，仍然是屬靈的親屬關係…
彼此的關係是超越了親屬家族的親密關係。

耶穌提到在復活的當中，

超越了「這個人是誰的妻子」那個關係

上帝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復活真的不是撒都該人、或者我們在肉身當中

所能夠瞭解那個復活的次序…
因著耶穌基督的復活帶來嶄新的次序，

是當代的人所不能領會的

也是我們在肉身限制當中所不能瞭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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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42-44 詩篇上大衛自己說：「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二十46 你們要防備文士…

聖經當中所預言的彌賽亞是大衛的後裔，

可是大衛對那個後裔卻稱祂為主，

到底是大衛肉身的後裔？或是指向上帝的兒子彌賽亞？

用詩篇的經文提醒他們 ─祂就是上帝的兒子。

當時教導舊約聖經就是文士跟法利賽人，

可是他們是多麼的抗拒耶穌！

舊約的應許在耶穌基督身上就要完全的成全了，

律法師、舊約聖經的教師，卻全然不能接受

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教訓、耶穌基督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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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妨礙文士、法利賽人作天國門徒的，就是他們的成見…
他們所渴望神國的次序，文士、法利賽人排名在前頭

可是耶穌卻把卑微的、失喪的、被人所藐視的人，

耶穌親自把救恩帶到那些人的生命當中

顛覆了法利賽人尊貴卑賤的次序，權威被挑戰了！

後來耶穌被捉拿的時候，

羅馬巡撫都看出是出於猶太人的嫉妒。

主耶穌基督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

耶穌的全能全智當中全然曉得 ─

這些人心裡所想的、計謀、意念，

耶穌透過他們的挑戰更引導我們看見 ─

在神的國度當中應有的次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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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當中總是讓我們體會耶穌的心腸 ─

祂一步一步地走向耶路撒冷，

對這個拒絕祂的城市，如何為他們哀哭

耶穌如何仍然願意

走向拒絕祂的城市、拒絕祂的群眾，

仍然走向十字架

在路加福音讓我們看見 ─

這位愛我們的耶穌
如何完成了天父的救贖

祂的教訓，如何在聖殿當中

仍然把神國的次序讓我們看見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親愛的耶穌，我們仰望你，

你是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

當那麼多敵對的勢力、要抓你把柄的人，

你卻從來沒有遲疑過 ─

就是為這些人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

在我們不信、不明白的時刻，

許多頂撞你的心思意念、頂撞你、反對你的話語，

因著你救贖的恩典，使我們可以站在今天的位置認識你，

而且可以豐豐富富進入你的國。

謝謝你引導我們，讓我們始終願意用你的眼光來看 ─

沒有任何一個人是不配得救恩的；

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完美到不需要你的救恩的。

讓我們就成為一個體會你的心腸，

與你同心、同工，來服事這個世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