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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圣殿教导
第十八课…

让我们看见 ─ 神国度的特质、他给门徒的训勉…
─ 一位财主的故事，
也是被耶稣所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这位撒该，他接待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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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圣殿教导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
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
个比喻，说：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作生意』…」
十九11-27

每一个仆人银子的数目是一样的，是不是都一样的忠心？
 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
 一种被称赞说是好、良善的仆人；一种被称作
称作恶仆
十九26

路加福音十九28至二一4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夺过来。
。

神的国度似乎是先托付给某些仆人，
神的国度似乎是先托付给某些仆人
不是每一个仆人都能够在上帝面前忠心交账…
祭司长 文士 法利赛人真的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吗？
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真的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吗？
他们所期待神的国度、君王，真的像他们所想象的吗？

当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时候，
生命当中可以得着能力，
可以离弃罪、走向光明的道路。
十九10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九51

耶稣…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耶稣说完了这话
耶稣说完了这话，…上耶路撒冷去
上耶路撒冷去

十九28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亚九9

这一位谦谦和和的王按照旧约圣经所预言的，
却完全颠覆当代犹太人的想法 ─
期望的是一个政治型、军事型的领袖，
究竟是不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
对他们而言，不是那么重要了！
他们看见了弥赛亚，并没有真正的迎接他。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当时周围危机四伏，迎接耶稣的人各怀鬼胎…
危机 伏
耶稣
各怀鬼胎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神，说：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它哀哭。
耶路撒冷是一个要拒绝耶稣的地方…
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十九37-41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 ‧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

十九47

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导人的时候，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
来， 他
「你仗着甚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 句话，
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甚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
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
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
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甚么权柄做这些事。」

二十1-8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十九45

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洁净圣殿在马太、马可、约翰福音都有出现。
出现。
圣殿当中作买卖，不是在里头作生意；
在外地的犹太人，回到圣殿敬拜上帝的时候，
 要把钱币兑换成在圣殿可以奉献的钱币
 把不洁净的祭物换成洁净的祭物，能够在圣殿献祭
最初一切都是为着敬拜、献祭、奉献。
可是所有作买卖、兑换银钱的事情，都挪在圣殿里头了…
十九46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

以赛亚书 ─ 万民祷告的殿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 ‧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

二十9-16

 上帝是葡萄园的主人
 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是园户，应该要向主人交账，
文士 法利赛人 宗教领袖是园户 应该要向主人交账

他们却耍诈、不交账，把主人所派去的仆人打了，
至终主人派儿子去 他们还把儿子给杀了！
至终主人派儿子去，他们还把儿子给杀了！
葡萄园的主人要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旧约圣经中，把以色列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描述成葡萄园跟主人的关系…
以赛亚书第五章 葡萄园不但没有结好葡萄，
却结了野葡萄、辜负了园主的栽培。
二十16

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 ‧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从写作背景，路加福音写作是给外邦信徒的 ─
 本来葡萄园是给以色列、给选民的
 因着耶稣所完成的救赎，神的国已经转移给外邦人了，
外邦人进入了恩典的行列、进入救赎的历史
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二十17-18

耶稣自己，被选民所弃绝的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 ‧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
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
紧张的情势、杀机四伏…
只是惧怕百姓。
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
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
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

二十19-20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 必要跌碎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
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对失丧的人而言，耶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
 拒绝、不接纳、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
拒绝 不接纳 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
耶稣要把他们砸得稀烂、耶稣来定了他们的罪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纳税给该撒 ‧复活的问题

「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该撒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纳税给该撒 ─
 可以，就得罪了所有犹太同胞
 不要纳税给该撒，就变成反革命分子…
，
成 革命分子
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
「拿 个银钱来给我看。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是凯撒的。」

二十22-26

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
又希奇他应的对，就闭口无言了。

 巡抚是罗马的政权
 犹太人有自己的公会

他们想要捉拿耶稣的把柄，
真的是要陷害耶稣！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纳税给该撒 ‧复活的问题

当时所谓宗教人士，真的有把神的物归给神吗？
质
他们被质疑、被挑战！
如果所用的是从该撒政府所拿来的，
该撒的物本该就 税、本该就纳粮；
该撒的物本该就上税、本该就纳粮；
保罗书信当中也有类似的教导。
神国的子民 又是罗马政权之下的百姓
神国的子民、又是罗马政权之下的百姓，
 这两个势力不是敌对的
 而是在顺服神国治理的标准当中，
而是在顺服神国治理的标准当中
可以成为地上的好公民 ─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这是法利赛人给耶稣出的政治性的议题，
耶稣非常有智慧的不但没有被考倒，
，
相对带来非常准确、正面的教导。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二十27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

撒都该人在主后第一世纪跟
在主后第 世纪跟法利赛人是对头…
是对头

法利赛人
 深入民间的敬虔人士，比较有高超的道德水平
 在民间非常受百姓的喜爱
 相信复活，也相信五经之外所有人间的遗传

撒都该人
 比较是当时的权贵人士，比较亲罗马政府
 是当官、作领袖的，人数比较少
 不相信有复活，只相信摩西五经的教导
 不接受文士、法利赛人所做民间教条性的遗传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我们用人有限的思维
思考永恒国度中的复活，
实在是我们想不透的！
 我们会问 ─ 七个兄弟都娶过寡嫂，
七个兄弟都娶过寡嫂
在永恒的复活到底这是谁的妻子呢？
 耶稣就提醒 ─ 并不是的，
并不是的
这世界跟那世界的次序是截然不同的
这边耶稣被撒都该人盘问复活的事情，
没几天进耶路撒冷 要被钉十字架
没几天进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
之后耶稣要复活！
整个前后的事件是非常环环相扣的…
整个前后的事件是非常环环相扣的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撒都该人问耶稣说：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
有弟兄七人都娶过她，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当复活的时候，他是那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
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
惟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
；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
是复
， 为神
子。
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
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
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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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27-38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有好几次有许多人说 ─
弟来
；
你的母亲、你的兄弟来找你；
能够作你的母亲、兄弟真是有福的…
耶稣都回应是说：
「在神的国度当中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

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
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兄弟 」
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遵行神的旨意的关系，
比肉身的亲属关系是更亲近的。
从死里复活的人不在乎谁是谁的妻子、亲戚，
不是说都不相认了；
而是相对在神的国度中，
彼此之间属灵亲戚的关系，远远超过肉身亲戚的关系。

‧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权柄‧纳税给该撒‧复活的问题

 我们常常祷告 ─ 要全家归主
 照圣经所应许 ─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们在亲属家族中是这么亲密，
更渴望在上帝永恒的国度当中，仍然是属灵的亲属关系…
彼此的关系是超越了亲属家族的亲密关系。
耶稣提到在复活的当中，
 超越了「这个人是谁的妻子」那个关系
 上帝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复活真的不是撒都该人、或者我们在肉身当中
所能够了解那个复活的次序…
所能够了解那个复活的次序
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崭新的次序，
 是当代的人所不能领会的
 也是我们在肉身限制当中所不能了解的

耶稣的圣殿教导
真正妨碍文士、法利赛人作天国门徒的，就是他们的成见…
 他们所渴望神国的次序，文士、法利赛人排名在前头
他们所渴望神国的次序 文士、法利赛人排名在前头
 可是耶稣却把卑微的、失丧的、被人所藐视的人，
耶稣亲自把救恩带到那些人的生命当中
颠覆了法利赛人尊贵卑贱的次序，权威被挑战了！
后来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后来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罗马巡抚都看出是出于犹太人的嫉妒。
主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
耶稣的全能全智当中全然晓得 ─
这些人心里所想的、计谋、意念，
耶稣透过他们的挑战更引导我们看见 ─
在神的国度当中应有的次序是什么。

耶稣的圣殿教导
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二十42-44

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
可是大卫对那个后裔却称他为主，
到底是大卫肉身的后裔？或是指向上帝的儿子弥赛亚？
用诗篇的经文提醒他们
篇
─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二十46

你们要防备文士…

当时教导旧约圣经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
可是他们是多么的抗拒耶稣！
旧约的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要完全的成全了，
律法师 旧约圣经的教师 却全然不能接受
律法师、旧约圣经的教师，却全然不能接受
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教训、耶稣基督这个人。

耶稣的圣殿教导
在圣经当中总是让我们体会耶稣的心肠 ─
 他一步一步地走向耶路撒冷，
他 步 步地走向耶路撒冷
对这个拒绝他的城市，如何为他们哀哭
 耶稣如何仍然愿意
走向拒绝他的城市、拒绝他的群众，
仍然走向十字架
在路加福音让我们看见 ─
这位爱我们的耶稣
 如何完成了天父的救赎
 他的教训，如何在圣殿当中
仍然把神国的次序让我们看见

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你

祷告

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当那么多敌对的势力、要抓你把柄的人，
你却从来没有迟疑过 ─
就是为这些人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
在我们不信、不明白的时刻，
许多顶撞你的心思意念、顶撞你、反对你的话语，
因着你救赎的恩典 使我们可以站在今天的位置认识你
因着你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可以站在今天的位置认识你，
而且可以丰丰富富进入你的国。
谢谢你引导我们 让我们始终愿意用你的眼光来看 ─
谢谢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始终愿意用你的眼光来看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配得救恩的；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到不需要你的救恩的。
让我们就成为一个体会你的心肠，
与你同心、同工，来服事这个世代的人。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