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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十一 1~26主和祂的殿主和祂的殿

十一1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欖山那裡…
這裡終於馬可已經寫耶穌他們就快要到耶路撒冷了，

在耶路撒冷的東邊、就是橄欖山

大概有兩千九百英尺高，所以站在橄欖山頂，

就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並且聖殿

以前在 撒迦利亞書第十四章撒迦利亞說：

在末後、神要來審判全地的時候，

祂腳要踩在橄欖山上，

所以橄欖山，

是神將來要回來審判世界所要站的地方

這個橄欖山現在卻是神透過耶穌來到了世間，

祂也來到了橄欖山祂也來到了橄欖山

可是祂來到橄欖山，現在不是來審判來的，

現在是先來救祂的百姓 脫離這個世界罪和死亡的權勢現在是先來救祂的百姓、脫離這個世界罪和死亡的權勢。

祂到了伯法其、伯大尼，這兩個村鎮是離耶路撒冷非常的近，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

十一2 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裡去，一進去的時候，

必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那裡，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必看見 匹驢駒拴在那裡 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

可以解開，牽來。」

耶穌好像把事情已經早就做了安排，因為門徒到了以後，耶穌好像把事情已經早就做了安排 因為門徒到了以後

都是照耶穌所講的 – 就有一個驢駒子就被拴在樹那裡。

驢駒子就是小驢子，這個驢駒子從來沒有被人騎過，

在舊約常常表示可以用作聖工的 民十九2。

就是為了要應驗 亞九9 救贖主祂來到的時候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祂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

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馬太福音講到有兩匹 – 一匹驢跟一匹驢駒子，

重點是在那個小驢駒子 那個是耶穌所要騎的重點是在那個小驢駒子、那個是耶穌所要騎的。

而且栓在那裡，祂叫門徒把牠牽來，但是有人問你們說：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事？那你們就說：「主要用牠。你們為什麼要做這事？那你們就說：「主要用牠。」

這是第一次在馬可福音裡、耶穌稱自己為「主」，

這個主在原來的希臘文就是 Kurios這個主在原來的希臘文就是 Kurios。
在舊約裡，猶太人常常不敢稱呼祂為 Yahweh 雅威

就是用 Adonai 主，希臘文翻出來叫作 Kurios 來稱呼祂就是用 Adonai 主，希臘文翻出來叫作 Kurios 來稱呼祂

耶穌就等於把自己等同於神的這種崇高的地位。

主要用牠，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主要用牠，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

他們去了，果然都是照這樣的事情發生了。為什麼那個人

當祂兩個門徒這麼說，他就會讓他們把驢駒子牽走呢？當祂兩個門徒這麼說，他就會讓他們把驢駒子牽走呢？

我們可以推測：耶穌常常就來到伯法其、伯大尼，

跟那些主人都認識了，所以主人可能都是耶穌的門徒，跟那些主人都認識了 所 主人可能都是耶穌的門徒

耶穌在各地有許多的門徒，就像我們今天一樣…



以後他們就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裡，

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穌就騎上去；

就有許多人把衣服也鋪在地上，就有許多人把衣服也鋪在地上，

也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下來鋪在路上…
把衣服鋪在驢駒上是表示尊榮耶穌把衣服鋪在驢駒上是表示尊榮耶穌

把衣服鋪在路上，意思就是當一個王要登基作王的時候，

有人就會把衣服鋪在地上，讓他能夠踩過去。有人就會把衣服鋪在地上 讓他能夠踩過去

在舊約、耶戶要作王的時候，

那時候先知以利沙就叫他 個門徒那時候先知以利沙就叫他一個門徒，

用油去膏他的頭，就是要讓耶戶作王。

當時耶戶旁邊的人就把他們的衣服脫下來，當時耶戶旁邊的人就把他們的衣服脫下來，

都鋪在台階上面，耶戶就坐在上面，

他們就吹角。(王下九13)他們就吹角。(王下九13)

這裡也可以看到：耶穌是大衛的子孫、祂是王的後代、

祂是我們的救贖主 祂是神大能的神子 祂來到耶路撒冷祂是我們的救贖主、祂是神大能的神子，祂來到耶路撒冷，

也就是彌賽亞來到祂自己的城、自己的地方，

祂進來的時候，百姓待祂就好像君王一樣的，並且那些人祂進來的時候，百姓待祂就好像君王一樣的，並且那些人…
可十一9~10 前行後隨的都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

是應當稱頌的，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 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

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和散那的意思就是拯救我們！和散那的意思就是拯救我們

對今天教會，是稱頌讚美、哈利路亞的意思

在當時這樣子的話語、是在朝聖的那些百姓，

每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 – 逾越節、住棚節、收割節，

每次去的時候，他們將到耶路撒冷要入殿以前，

他們都會唱這個詩篇 – 一百一十八篇，

表示是一個祝福稱頌的話、奉主名來的是應當讚美的

就把這樣祝福的話，就用在耶穌的身上

十一11 耶穌進了耶路撒冷、入了聖殿，周圍看了各樣物件，

天色已晚 就和十 個門徒出城 往伯大尼去了天色已晚，就和十二個門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這就應驗了瑪拉基書所說的話：

瑪三1b 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瑪三1b 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

瑪三2 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

誰能立得住呢？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鹼。誰能立得住呢？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 如漂布之人的鹼

我們的神要來查看一切的事物，是不是照規矩、聖潔

耶穌來了一樣，祂也是周圍看了各樣的物件、記在心上耶穌來了 樣，祂也是周圍看了各樣的物件 記在心上

可是那時候天已經晚了，所以祂就和十二個門徒出城去，

講到伯大尼、是耶穌常常去的地方。講到伯大尼、是耶穌常常去的地方。

馬可常常都是用三明治的架構的方式

來記載他的事件，來記載他的事件，

就像 1~19 耶穌在聖殿中的事完畢，

他卻插入了 12~14 有關於無花果樹受咒詛的這件事，他卻插入了 12 14 有關於無花果樹受咒詛的這件事

換句話說，無花果樹受咒詛，是很重要的一個中心點。

十一12~14 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耶穌餓了。

遠遠地看見一棵無花果樹，竟找不著甚麼，遠遠地看見一棵無花果樹，竟找不著甚麼，

不過有葉子，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耶穌就對樹說：「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耶穌 對樹 今 後 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 」

他的門徒也聽見了。

可是馬可說了一句話：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怎麼耶穌還去找果子呢？

因為無花果在三月的時候就會長芽孢，

芽孢長得很小，到四月的時候，它就長了綠葉，

所以耶穌來的時候它有葉子。

可那祂要去找吃的，就是那個芽，那個芽是可以吃的，

可是還不是變成無花果。無花果真的要結出來是什麼時候呢？

在五月的時候 這個芽掉了 無花果就長出來了在五月的時候，這個芽掉了、無花果就長出來了。

所以這裡馬可就講說：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耶穌卻找不到芽，找不到芽，耶穌卻找不到芽，找不到芽，

表示五月的時候絕對沒有無花果的啦。



耶穌就說：從今以後沒有人要吃你的果子，

因為你連芽都沒有！因為你連芽都沒有！

無花果在這裡代表什麼意思呢？

無花果就是代表以色列。無花果就是代表以色列。

在舊約的時候，神常常用葡萄樹、無花果來形容以色列，

以色列的百姓、宗教領袖，在這個時候沒有好的行為，以色列的百姓 宗教領袖，在這個時候沒有好的行為，

在公義、敬虔、行為各方面都不合神的心意，

當耶穌來的時候，就看他們沒有好的果子。當耶穌來的時候 就看他們沒有好的果子

就好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的信徒，

可能我們的主在天上看我們，我們雖然說我們是基督徒，可能我們的主在天上看我們 我們雖然說我們是基督徒

可是我們常常有許多的行為都不合乎神的心意，

以致於有人會看到我們說：以致於有人會看到我們說

如果他也是基督徒，那我就不作基督徒好了！

那就是這樣，因為我們的行為跟我們的名分不相稱，

這個就是馬可在這裡的中心點。

耶穌來到祂的殿中，結果祂看到什麼呢…
十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 耶穌進入聖殿十一15~16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入聖殿，

趕出殿裡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

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殿裡經過。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殿裡經過。

我們看到耶穌就入了祂的殿，就趕出殿裡做買賣的人。

聖殿裡面為什麼會有做買賣的人呢？聖殿裡面為什麼會有做買賣的人呢？

因為在逾越節有許多人來到聖殿，他們就要獻祭，

申十二必須要選頭生的，奉到耶和華的面前

利一3 規定必須要沒有殘疾的

利十四22 而且要照你的能力來獻這個祭物 –
能力比較差的，可以獻斑鳩、或獻鴿子

但是祭司長、文士為了圖利，就常常會挑剔百姓

自己所養的牲畜不合格，就要他們買他們所養的牲畜，

就把做買賣的人、買賣牲畜的人，就放在殿的外院，

來做這樣的生意，換句話說也是要賺他們的錢。

為什麼會有兌換銀錢之人呢？

他們來到這個聖殿要奉獻 奉獻用的錢他們來到這個聖殿要奉獻，奉獻用的錢

不能用羅馬當時候的錢幣 drachma，
上面有該撒的像、所以不行。上面有該撒的像、所以不行。

要奉獻給耶和華的錢必須要換成

希伯來人用的錢 – 舍客勒。希伯來人用的錢 舍客勒

因此他們也是從中間來圖利，

所以在聖殿的外院，他們就也放了兌換銀錢的人。所以在聖殿的外院 他們就也放了兌換銀錢的

原來做買賣的人也好、兌換銀錢的人也好，

他們不應該在聖殿的外院當中做這些事情，

他們應該要在橄欖山上。

因為外院，原來是設計給外邦人在那裡敬拜神的，因為外院 原來是設計給外邦人在那裡敬拜神的

現在做生意的人在那裡，外邦人敬拜時會受到干擾，

因此耶穌非常生氣，所以把他們的桌子、凳子

把它都推倒，叫他們出去。

而且耶穌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殿裡經過，

有些人把外院變成非常嘈雜有些人把外院變成非常嘈雜，

會帶著一些器皿、器具啊，

就把這個地方當作是他們的通道、捷徑，就把這個地方當作是他們的通道、捷徑，

從聖殿的外院、然後就走到別的地方去，

當作一條通路了。當作 條通路了。

這個外院，本來是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

現在變成別人走路的捷徑了、或者是變成做買賣的地方了，現在變成別人走路的捷徑了、或者是變成做買賣的地方了，

耶穌當然非常的生氣，就教訓他們說：

十一17 便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著說：我的殿十 17 便教訓他們說： 經上不是記著說：我的殿

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禱告的殿原來是記在 賽五六7禱告的殿原來是記在 賽五六

賊窩是神藉著耶利米先知

責備以色列人的時候，

這個殿成為賊窩了，耶七11



耶穌的意思就是說：神的殿，是人跟神親近的地方，

帶著聖潔的心來 前人必須要帶著聖潔的心來到神的面前，

但是這個殿現在只有外表，外表好看，

裡面卻藏滿貪污的事情 圖利的事情 自私的事情裡面卻藏滿貪污的事情、圖利的事情、自私的事情，

變成是完全走了樣，所以耶穌就非常的生氣。

祭司長 文士聽見這話 就想法子要除滅耶穌祭司長、文士聽見這話，就想法子要除滅耶穌，

因為耶穌會有這樣的行為、舉動、說這麼嚴重的話，

這是針對這些宗教領袖！因為他們的權柄這是針對這些宗教領袖！因為他們的權柄，

才把這個殿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祭司長 文士就非常生氣所以祭司長、文士就非常生氣，

就想辦法要除掉耶穌。

可是又怕祂，因為眾人都希奇祂的教訓，可是又怕祂，因為眾人都希奇祂的教訓，

可是他們又怕耶穌，為什麼呢？

因為眾人都非常震驚耶穌的教訓，因為眾人都非常震驚耶穌的教訓

耶穌的教訓是什麼 – 很有權柄的！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祭司長跟文士是怕人、卻不怕神，

舊約神曾 講過 我們要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舊約神曾經講過：我們要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

在這裡我們看到：

人常常都有外表的敬虔 裡面卻是非常的虛假人常常都有外表的敬虔，裡面卻是非常的虛假

有外表的行為，裡面卻沒有聖靈所結出來的果子

這就跟耶穌所要的真正的敬拜、是完全違背了敬拜的真義。這就跟耶穌所要的真正的敬拜、是完全違背了敬拜的真義。

所以 十一20~26 就是信心的能力，

十一20 早晨，他們從那裡經過，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十 20 早晨，他們從那裡經過，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

所以耶穌用這個比喻來比喻說聖殿、這個敬拜等於是什麼？

外表的敬拜，是一個死的敬拜，根本沒有真正的敬拜。外表的敬拜 是 個死的敬拜 根本沒有真正的敬拜

十一21~23 彼得就想起耶穌的話來，

就對祂說：「拉比，請看！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

所以耶穌就勸告他們要信服神。我實在告訴你們，

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

若心裡不疑惑 信他所說的必成 就必給他成了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

十一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

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所以我們要禱告的時候

不能心懷二意、不能帶著世俗的心，不能心懷二意 不能帶著世俗的心，

而且要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他，

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 也饒恕你們的過犯

你們若不饒恕人，你們天上的父也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總歸一句話 – 太十八31 耶穌對彼得講：

你要饒恕人幾次啊？七十個七次，你要完全饒恕人

並且心裡不要恨人、不要驕傲，

就是雅各書所講：不要有世俗的心、不要與世俗為友，

而要完全地信靠神、仰賴神，不要存著疑惑的心，

這樣子的話，你才能夠真正地得到神要為你成就的事情。

從這段的經文的教導裡面 – 我們可以看到真實的敬拜，

是發自於內心 帶著信心的敬拜是發自於內心、帶著信心的敬拜，

而不是在於靠個人的世俗的能力、外表虛浮的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