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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第 10-11 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耶穌從那裡起身，來到猶太的境界，在約但河外。眾人又聚

集到祂那裡，祂又照常教導他們。 

這是耶穌最後一次離開加利利。他準備去耶路撒冷被釘十字

架。祂知道的。祂現在準備將這事告訴門徒。門徒他們仍然

不了解；這事對他們來說仍是個奧秘。然而在基督的心中是

很清楚，所以你必須明白，祂自己知道祂往耶路撒冷被釘十

字架去當然也會復活。於是祂離開加利利區，從那裡起身出

發，來到猶大邊界。祂逐漸往南到耶路撒冷，遠離約旦河的

地方，來到亞捫人和摩押人的區域。可是人們仍舊聚集在祂

身旁，祂照往常一樣，只是教導他們。 

有法利賽人來問祂說，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試探祂。 

注意，他們要試探祂。這是個常受爭議的問題。明顯地，他

們想使他困在自己所給的答案中。他們感覺祂的答案與摩西

所給的律法是相反的。他們想以此困住祂，讓聚集在那裡的

人們知道祂是一個異端者，祂教導的是在摩西律法以外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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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所以他們問了這個問題，“人和妻子離婚對嗎？”在申

命記的律法中，神透過摩西說，若一人娶了太太，發現她有

不潔的地方，他應該給她一封休書。現在，那顯得有一點含

糊，提到的不多，只有一點。但是人們總是嘗試在任何議論

的地方爭論不休，或在任何他們為自己想做的事找到藉口的

地方停留。 

猶太人有兩個教思想的基礎學校，是由有名的拉比所帶領

的。拉比名善買，善買教導，不潔淨的意思是只有當男人和

女人結婚時，當他在結婚當晚發現她不是個處女，她就被稱

為不潔淨，因為她不是一個處女。因此，如果他發現此事，

他有權與她離婚。善買以非常狹隘和有限的觀點來看不潔

淨，不潔淨專指妻子在婚前或婚後的通姦，而且這構成離婚

唯一的理由。另一個拉比帶領的學校“哈雷爾”以非常自由

的解釋來找尋妻子的不潔淨。比如她的穿著方式，先生不喜

歡；若她是個吵鬧的女人，如有人說的是盡管她在隔壁間都

聽得見她的聲音，她就被指為是個吵鬧的女人；或者她煮的

飯，不討先生喜歡。這些就構成她的不潔淨，因此他也可以

因為這些理由有權力和她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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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猶太人相當分歧，“哈雷爾”這邊自然較贏得歡迎。有

一個拉比名歐卡比哈雷爾，他說若他找到另一個女人更討他

歡心的話，這也構成他妻子的不潔淨，所以他可以和她離

婚，只因他找到另一個更討他歡心的女人。現在很自然的，

因這些自由的解釋，以致法律完全地毫無意義。他們在此特

殊議題上仍然意見分歧得相當厲害。他們把這議題帶到耶穌

前。 

“一個男人能因任何原因和他的妻子離婚嗎？” 

耶穌回答說，“摩西吩咐你們的是甚麼？”他們說，“摩西

許人寫了休書便可以休妻。” 

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寫這條例給你們。但

從起初創造的時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離開父

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

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耶穌以問他們問題的方式回答了他們的問題。耶穌回答說，

“摩西吩咐你們的是甚麼？”他們說，“摩西許人寫了休書

便可以休妻。”他們有兩個不同的休書。第二個必需由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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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休書相當專業，三個拉比核准後，你就可以拿給你的妻

子，這樣她就正式被休掉了。因為他們所採取的這自由的觀

點導致社會混亂；有些兒童幾乎稱為孤兒，他們沒有一個固

定的家庭環境中長大。所以耶穌在談論婚姻和離婚方，竟與

摩西的教訓相較。 

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寫這條例給你們。但

是起初并不是如此。”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神聖的理想。從起初開始，什麼是神的理

想？神的意願是什麼？首先，男人要認知他自己是不完全

的。女人自己也不完全。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二人稱為一

體。也只有當二人稱為一體時才是完整的。但是他們各自時

都不完全。 

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離開父

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

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現在他要面對神所建立對婚姻神聖基本的理想。所以我們必

需注意到耶穌是面對著回到神基本的理想和心意。可是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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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神神聖的理想；因為人心的堅硬，所以有那麼多不願意

屈服，不願意原諒，或不願意付出。對婚姻來說真的要付出

給予。人心剛硬不願意讓步或是原諒或是給予製造出無法忍

受的情況。所以因為他們對神神聖的理想的心是如此的剛

硬，摩西在律法中宣佈， 

摩西許人寫了休書便可以休妻。 

耶穌宣告上帝的神聖理想，明白人做不到，因此透過法律神

容忍人分開，離婚具有合法性。今天我們仍然面對心的剛

硬。如今神的神聖理想仍然存在，仍然是一生結一次婚的境

況。這是上帝神聖的理想，是上帝要的。可是今天還是有人

仍對上帝神聖的理想心剛硬。他們不委屈，他們不讓步，他

們不給予，他們不原諒。在此情況下，婚姻可能是地獄。尤

其是當兩人有意或無意彼此毀滅時，是何等的不幸。這當然

不是上帝神聖的理想。“我要撐到毀了她為止。”上帝神聖

的理想是合二為一，藉著愛合一，並且在愛中真正的成為一

體。處理這個主題是困難的，因為：第一，我們不想拓寬爭

論點使離婚和再婚成為一個簡簞可行的事。“如果她讓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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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如果你發現有其他人出現，就和她離婚。” 

當然神不想要這樣。事實上，神在馬拉基書中宣告，祂痛恨

離婚。祂也厭惡那些有時令人無法忍受的狀況，就是在婚姻

關係上成為一個心硬的人。我們不能說，“隨便，無關緊

要，隨你高興。”我們應該渴望討神高興。如果我們處在壞

的婚姻中，我們應該力求使它成為一段好的婚姻。我們應該

盡力維持婚姻。原諒，給予，愛，了解和達成協議，成為一

體。另一方面，在處理這樣的主題，我們不想將那些曾有過

婚約上痛苦經驗的人定罪，那不是真正的婚姻，因為不是由

神的靈將他們真是的結為一體。因為這樣無法忍受的情況，

沒有辦法辦法救他們自己，而變成離婚是必要的，以免這婚

姻完全毀滅他們。真是不幸，許多時候在年輕時的愚蠢中，

青少年夫婦相信他們瘋狂相愛且堅持就結了婚，因為他們不

能再等了。很快之後感情消失，他們才明瞭完全不合。。 

有人說像結婚這麼重要的決定，不該因孩子來裁定所以這有

安排式的婚姻存在。但是這樣的婚約也有缺陷。如果一個人

在青少年時期就結婚，如果明顯呈現是個悲劇性的錯誤，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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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和另一個人同住一屋簷下時，他們就會離婚。我以保

羅的觀點來說，保羅說，我沒有主的任何誡命，但這是保羅

說的，也是我說的……我不相信神會這樣跟人說，“好吧，

你自己犯錯自行負責！”或，“你犯了錯，你為這錯誤受苦

一輩子，就像你孩童期所犯的愚蠢錯誤。你不能再婚了。”

我真的不相信上帝會說這樣的話。這是我確信的。耶穌尋找

回神聖的婚姻。這是天主教教會所說的教規。我認為他們可

能正確。它是屬靈工作的外向記號，由上帝所造靈裡的合一

如同二人合為一體。 

結婚嫁、娶對人可能是地上的天堂。而娶、嫁錯人可能是地

上的地獄，尤其我要對現今還沒有結婚的或是現在想結婚的

年輕人說。花這時間禱告然後做決定。在我和我太太結婚

前，我花了些時間禁食和禱告。我很高興我作了正確的決

定。我很高興主透過禁食和禱告引領我作了這決定。我的意

思是你不該讓你的心或情緒牽引你，這很重要。你要認真的

禱告。寧可不犯錯誤，而不是事後糾正錯誤。我不相信上帝

向離婚、再婚的人定罪下地獄。我相信如果你再婚，你要盡

全心的努力。讓你的婚姻成為上帝所嚮往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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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為你該出去向人說，“是的，我以前結過婚，現在我

也最好和你離婚。”我相信你應該待在你所處的情況下。聖

經告訴我們，人該遵守他所被召的事，當你被基督呼召且接

受主時，你已經處在那境況中。可能你已婚，離婚或再婚。

現在努力於你有的關係。帶榮耀、尊榮給神。我們記得大衛

和拔示巴的姦情之後與她結婚。神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原諒大衛。先知對他說，“你的罪得赦免。”他卻付出代

價，他們失去他們第一個孩子，然而還是得到原諒。神赦免

了大衛的罪。你在婚姻上可能有些辛酸的過去。我不知道是

否有些人真的很難相處，或是不具好的判斷能力挑選另一

半。你可能是婚姻中的失敗者，我知道，神能幫助你。當夫

婦在基督裏能解決他們的困難且藉由他建立愛的關係時，神

會得榮耀和尊榮。 

到了屋裡，門徒就問他這事。 

他們對他回答法利賽人的答案並不完全了解。 

耶穌對他們說，“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辜負他的妻

子。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也是犯姦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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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只有很少的理由可以離開丈夫。當二人結婚時如果丈夫

假控告妻子不是處女，這使他有權利和她離婚。若是他犯姦

淫，她有權利和他離婚。“若妻子離開她的丈夫，嫁了別

人，她就犯了姦淫。”這裡沒有說到任何無辜的人。就像我

說的，人們總是在找空隙。 

當他們繼續前往十字架的路上，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

人。 

直到今天在習俗上我們還有到拉比那裡接受祝福的習慣。今

日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亮眼的小拉比名為耶摩奈提，是個矮小

有長灰鬍鬚的人，他禱告都相當大聲，他來來去去，不直接

在哭牆之前，而是在院外面，男人和女人聚集的大型院外。

而你真能聽到他，當他步行大聲喊出他的禱告時。這小拉比

深受許多想學習成為拉比的青年人尊敬。他們會找他，而他

會將他的手放在他們頭上，摸他們，給他們祝福。看著他，

這些年輕人去找他而接受他來的祝福是多麼的有趣。像是他

摸他們時便將祝福傾給他們，而這正是當時所發生的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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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孩子一歲大被帶到拉比那裡接受祝福是種習俗。所以父

母帶他們的小孩到耶穌那裡，他可能摸他們。而門徒卻開始

責備父母說，“哦，別煩擾主。祂太忙了。”而且他們開始

阻礙那些想帶他們的孩子去見耶穌的父母。 

當耶穌看見這樣，祂非常不高興。祂很生氣，氣祂他自己的

門徒自以為是，而沒以祂的心意為念。耶穌對門徒說，讓小

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的國的，正是這

樣的人。 

還記得耶穌前往十字架的路上嗎。這是沉重的，門徒認為祂

沒有時間給孩子。祂不該被小孩煩。但是耶穌說，你們錯

了。讓小孩子走近我。別禁止他們因為神國正是如此。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

進去。 

不要禁止小孩進來。你知道，小孩子有種美。我相信小孩子

有個本性信上帝。我認為他們必需學習才會成無神論，而我

認為小孩本能是自然相信上帝。小孩子有種單純的信心；小

孩裏有美麗的信仰，天生的信心。有時我覺得不好時，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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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讓我的孫子為我禱告。如此的信仰是美麗的。耶穌說，

“除非你變成像一個小孩子，否則你不能進入神的國。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

進去。然後他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我喜愛耶穌抱著小孩的畫面。而且我確信小孩自然被他吸

引。 

當祂往猶太邊界耶路撒冷的路上，當祂出來行路的時候，有

一個人跑來，跪在祂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麼

事，纔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

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許多解經家說耶穌責

備那人稱呼祂為良善。我不相信這點。我相信耶穌試著喚醒

他的意識。耶穌不是對這年輕人說，“我不良善。”或祂對

年輕人說，“我是神。”而且我相信祂說的是後者，祂試著

喚醒他的意識。“為什麼你稱我是良善的？想一下，除了神

一位以外，再沒有良善的。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呢？因為

我是神。”這和耶穌向祂說其餘的部份相合。如果耶穌沒宣

告祂所說其餘的部份，那是褻瀆，“我是神。”因為耶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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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說故事的其餘部份，“在你的生命中你需要有神；跟

隨我。你生命裏有錯；你以金錢為你生命的中心。如果你要

進入神國，你的生命要有新的中心；跟隨我。你需要神成為

你的生命中心；跟隨我。” 

耶穌喚醒他的意識，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

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

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

孝敬父母。” 

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耶穌看著

他，就愛他，他只是遵行法律。耶穌就對他說(在馬太福

音)，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

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

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

業很多。 

耶穌對這年輕人的主要話語並不是要他變賣所有，分給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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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是附加的耶穌所說主要的事是： 

拿起你的十字架跟隨我。 

他的富有使他無法拿起他的十字架來跟隨耶穌。我不知道你

的生命中有什麼使你不能拿起你的十字架來跟隨耶穌。可能

是你有和人的關係。可能是個目標。無論是什麼使你無法拿

起你的十字架跟隨耶穌的，除掉它。這就是耶穌所說的。以

這年輕人來說，他說了他的中心是什麼。這年輕人的金錢是

他的神。 

耶穌說，“你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瑪門。所以除掉你的假神，

跟隨我。知道真的神，讓神成為你生命的中心；跟隨我。”

今日基督的話也是同樣對我們說，讓神成為你們生命的中

心；跟隨耶穌基督。這是進入神國的方法，是永生的方法。

是唯一進入永生的方法。那就是神是你生命的中心。所以不

管什麼使神無法成為你的生命的中心時，除掉它。年輕人憂

愁的走了。他悲傷是因為他的產業很多。是否矛盾？因為你

們許多人以為那是我快樂的方法，就是擁有大產業。這裡聖

經告訴我們一個人憂愁是因為他的產業很多。不要假設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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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是迷失的人。我們不知道他曾有耶穌說的念頭呼召他成

為僕人，“變賣所有分給人。再說吧。我將要跟隨耶穌。”

或者，他選擇回到他的痛苦中，過他的生活，以金錢為他的

神。 

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

難哪。”門徒希奇他的話。耶穌又對他們說，“小子，倚靠

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因為猶太人心裏以為

錢財是神祝福一個人的記號。若一個人有產業是因為神喜愛

他，以產業祝福他。這是人對神和神親近的記號。門徒希奇

他的話“倚靠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這是

什麼意思？主，我以為財富是這人聖潔和公義的記號。神祝

福錢財是因為神信任他。”耶穌打破他們的想法。這也是我

們現在有些人的想法。財富成就是屬靈的記號。他們甚至傳

講屬靈是增多產業的方法。保羅告訴提摩太，正好相反。 

門徒希奇他的話。耶穌又對他們說，“孩子，倚靠錢財的人

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

國，還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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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指出這些人說針眼是城市裏主要大門的旁門，當夜晚時

城門關起來，有人晚到時，他們不會打開主要的門，因為要

防備敵軍進攻，旁門能讓人下馬爬行進入城市，故此人們稱

旁門為針眼。所以當耶穌說， 

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耶穌指的是這小旁門；他們是如何從駱駝卸貨然後又擠又推

使貨物通過這門。花費許多精力汗流，才達到目的。這不是

耶穌所談論的。耶穌所談論的是一件不可能之事。有些人總

是會很努力試著救贖及掙扎。他們努力著，嘗試著，充滿了

誠懇之心。你能救你自己嗎?不然！耶穌正談論一件不可能的

事。門徒因分毫之差感到驚奇。他們完全的在這點上顯得無

力， 

門徒就分外希奇，對他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你知道有錢人做不到。世上誰能得救？耶穌回答他們說， 

在人是不能， 

上帝幫助我們明瞭這點。救恩在人是不可能的。人沒有辦法

救自己。不管你費多少氣力你的行為多正直，你多信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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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救他自己。在人是不能。耶穌在花園裏說，“父，若

能的話，讓這苦杯挪走，如果人能被某些其他方法所拯救的

話。”但是在人是不能。耶穌又說，“在神卻不然，在神凡

事都能。”就算你再壞，神還是可以救你。你不會超出神所

能做的範圍。你只是超過自己的能力，超過其他人的能力，

但是超不過神的能力。難道我們沒有見過神在人放棄時動工

嗎？你知道，我們看到一些人會說，“他們不可能得救，他

們是如此的迷失。”對於有些人，我們真的放棄，完全的放

棄。“他們是不可能得救的！”但是無論他們如何，神還是

會救他們，盡管我已認定他們是不可能得救的。神有如此多

榮耀的恩典。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了。”

這年輕人似乎不願意付上代價。彼得說，“但是我們做到

了，我們撇下所有跟隨你了。”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

妹，父母，兒女，田地的， 

這在他們多數人身上顯明，因為猶太人的文化如此有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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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們看見，相信並且接受耶穌做他們的彌賽亞，以致他

們失去他們該得的遺產，房子。當他們被視為異端時，他們

斷了他們的家庭關係。在很多猶太人的家中，他們會為已接

受耶穌基督為救主的人或是孩子舉行追思葬禮。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

是弟兄，姐妹，父母，兒女，田地的，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

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

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 

你可能被迫害，你可能會失去你的弟兄姐妹和母親。卻在神

的家贏得百倍人數。你們有些人因信耶穌基督使家庭中產生

裂痕。我昨天為人證婚，新郎在禮堂後面房間對我說，“請

傳講福音，我母親告訴我，如果我再一次提到耶穌基督，我

就不再受家庭歡迎了。”他又說，“她在這，請傳講福

音。”那年輕人付上代價。然而在神的家中，愛，連結，還

有把我們因基督之故帶進神家的關係，我四處張望所有的兄

弟姐妹，才明白我們是一個神的大家庭。雖然我們的國籍本

源不同，可是我們委身於耶穌，我們已是一個大家庭。我感



 

18 of 33 

馬可福音第 10-11 章 

受極其有幸所有我的核心家庭成員愛主，服事主。這是個祝

福。我有表兄弟姐妹不認識主；叔叔嬸嬸不認識主。你知

道，我與你們的關係遠較和他們的關係更親近。我們之間有

個隔閡。只是存在著這樣的社會關係……我需要小心，因為

他們會聽我的錄音帶。他們是很好的人……只是他們需要耶

穌。除非他們與基督連結，不然我們會有隔閡，不能完全的

合一。所以耶穌說，“沒有人撇下這些不得百倍的。你會受

迫害，家庭的迫害，但是在來世必得永生。”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為什麼祂

在這裡說這些，我不知道。 

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穌在前頭走，門徒就希奇，跟從

的人也害怕。耶穌又叫過十二個門徒來，把自己將要遭遇的

事告訴他們說。 

在這時刻他們很明顯的感到祂的沉重，所以當他們知道改變

時感到驚赫。 

耶穌聚集他們開始告訴他們，“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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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

了三天，他要復活。” 

注意到他說文士和祭司長要將祂定死罪，但交給外邦人完成

這事。外邦人戲弄他；就是羅馬軍人將紫色外袍給他穿上且

戲弄他，“萬歲，猶太人的王。”他們鞭打他；是羅馬軍人

鞭打了他 39鞭。他們向他吐唾沫，當然這也有記載。是外邦

人是羅馬士兵殺害了他。“但是第三天祂要復活。”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夫子，我們

無論求你甚麼，願你給我們作。”耶穌說，“要我給你們作

甚麼？”他們說，“賜我們在你的榮耀裡，一個坐在你右

邊，一個坐在你左邊。”耶穌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

麼。我所喝的杯，你們能喝麼？我所受的洗，你們能受

麼？”他們說，“我們能。”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

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們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

是我可以賜的。乃是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 

神早已按立了，神早已預定了。“將要給那些預備的人

了。”你記得幾章前門徒在爭論誰會是在天國中最大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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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當他們進來的時候，耶穌說，“你們在路上談論的是什

麼？”門徒害怕不作聲，他們安靜因為他們害怕告訴他。

“他們彼此爭論在天國裏誰為最大。”老雅各和約翰前進主

前說，“主，你會幫我們一個忙嗎？我們想要一個坐在你的

右邊，一個坐在你的左邊。”他們仍然在尋求首位，首要的

位置。耶穌說， 

“看，你將要經歷火煉，你將要喝那杯，你將要受我所受的

洗，但這是早已預備賜給的。神早先按立計畫。當其它十個

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約翰。 

哦，那麼典型。這公義的惱怒，他們全都有相同的想法。 

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

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

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外邦人，異教徒，他們愛權力，力量和管理人。耶穌說，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

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

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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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再一次，耶穌教導一件重要的事；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統治

者，如果你想要為首，如果你想要當頭，要先學做僕人。最

好的途徑就是經由服事。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是個服事別人的

人。實際上是服事神。以神的名來作，在主的面前作。全部

你的言語和行為，全為榮耀神。你需要明瞭服事主，包括服

事人，因為這是主對你作為他僕人的要求。所以為大的途徑

是謙卑的途徑，學習成為僕人。 

“到了耶利哥。 

當然，過了約旦河，進入耶利哥，是最後一段到耶路撒冷 20

哩路，已是在弦上了。 

“他們來到耶利哥。耶穌同門徒並許多人出耶利哥的時候，

有一個討飯的瞎子，是底買的兒子巴底買，坐在路旁。他聽

見是拿撒勒的耶穌……” 

沒有疑問、祂聽得到群眾經過。你知道瞎眼的人很敏感，他

們的聽覺是極好的。因為他們看不到、就培養他們的聽力和

聽的分析力。聽到所有人，他會說，“發生了什麼事?誰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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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怎麼一回事?”于是他們說，“拿撒勒人耶穌經過。”這

老巴底買想“這是我的機會。” 

他開始大叫說，“耶穌，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罷。”

有許多人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覺得這是他的機會，他就

越發大聲喊著。耶穌就站住，說，“叫過他來。”他們就叫

那瞎子，對他說，“放心，起來，他叫你啦。”瞎子就丟下

衣服。 

某些人說這衣服是典型要飯的衣服。一種乞丐的象徵。但他

將它丟棄，因為他知道他不需要再乞討了。事實上，他知道

一旦他得到耶穌，一切都將結束；他將看得見。他的生命將

會改變，所以他連衣服都丟棄了，跳起來，走到耶穌那裏。

耶穌說，“要我為你做些什麼？”他說，主，我要能看

見。”耶穌說， 

耶穌說，“你去罷，你的信救了你了。”可能祂看見祂將衣

服丟棄，看見這人的信心，看見祂心裏的信。他說，“你去

罷，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見了，就在路上跟隨耶

穌。多麼美的故事。這裡面可能還有許多屬靈的故事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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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是我的傳道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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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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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開牽來。若有人對你們說，‘為甚麼作

這事？’你們就說，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

他們去了，便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門外街道上，就把牠解

開。在那裡站著的人，有幾個說，你們解驢駒作甚麼。門徒

照著耶穌所說的回答，那些人就任憑他們牽去了。他們把驢

駒牽到耶穌那裡，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有

許多人，把衣服鋪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下來，鋪

在路上。前行後隨的人，都喊著說，“和散那。”〔和散那

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稱頌的話〕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

頌的。 

前後隨行的人，都喊著說，“和散那。”〔和散那原有求救

的意思在此乃是稱頌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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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在上和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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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進了耶路撒冷，入了聖殿，周圍看了各樣物件。天色已

晚，就和十二個門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那是個星期日。耶

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馬太和路加福音講得更詳細。他們提

到法利賽人反對門徒的呼喊，說這樣是褻瀆，因為門徒承認

耶穌是彌賽亞。這是耶穌第一次允許公開宣告他是彌賽亞。

他們大聲讚美，絕對是預言了彌賽亞的讚美詩，詩篇一百一

十八篇：匠人所棄的石頭。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真是希奇；是

神的工作，在我們的眼中看為希奇。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33喜。 和散

那，奉主名來的應當稱頌！高高在上的和散那！”這是詩篇

引自一百一十八篇。設也是為什麼法利賽人說， 

 “主，你最好停住他們。那是褻瀆。”耶穌說，“我告訴你

們，若是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這成就

了撒迦利亞書第九章第九節，“歡喜，耶路撒冷的民哪，應

當歡呼，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但他是謙卑的；謙謙和和的騎

著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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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騎著驢的駒子。正如聖經預言的。他四處看看聖殿，然

後和十二門徒離開，他們在伯大尼過了一晚。 

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耶穌餓了，遠遠的看見一棵無

花果樹，樹上有葉子，就往那裡去，或者在樹上可以找著甚

麼。到了樹下，竟找不著甚麼，不過有葉子。因為不是收無

花果的時候。 

這會是在四月。而且無花果通常在夏天才成熟。然而他們找

到第一個成熟的無花果。當我們在二、三月的時候到那裏去

的話，你會看到樹上最先成熟長大的無花果。通常無花果甚

至比葉子先長，所以當樹上有葉子時，這些無花果長得相當

好。看見這棵無花果樹上有葉，他想可能有一些成熟的無花

果。來到樹下發現沒有果實。 

耶穌就對樹說，“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

門徒也聽見了。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入聖殿，這是星期一，在凱旋進

入的隔天，他開始趕出殿裏作買賣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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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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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他們利用聖殿為捷徑來穿過城市，經由聖殿搬運他們的

東西。祂阻止他們，控制全局。這是耶穌第二次潔淨聖殿

了。在祂服事開始的時候，約翰紀錄祂如何潔淨聖殿。現在

是服事的最後，他再一次潔淨聖殿。他打擊那些拿神的東西

作為商品的人。他真有其事對抗這些拿神的東西作為商品的

人。在聖殿裏他們兌換銀錢，因為祭司不接受羅馬的銀錢。

當你奉獻的時候，一定不許用羅馬銀錢因為它們不乾淨。那

是外邦人的錢。“我們唯一會接受的金錢是猶太金錢。”那

麼別人付你錢的時候，你所得的是羅馬銀錢。 

你想給神十分一的奉獻，你需要將你的羅馬銀錢換成猶太銀

幣，以便你能奉獻給神。這些兌換金錢的人坐在聖殿中。他

們的桌子全擺在外面，他們以超過的兌換率換錢給你。他們

真會敲你的竹槓。“你想要給神嗎？”他們在換錢給你的時

候得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的錢。“你想要奉獻一隻鴿子給

神嗎？外面有合猶太人戒律的鴿子，保證祭司接受。”因為

你能夠在聖殿外得到一隻，在耶路撒冷的街道外。你能夠以

15分錢就買到，但是你要在街道外買這樣的鴿子，鴿子是為

貧窮的人所預備的，他們需要奉獻給神。若你不能奉獻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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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牛，或其他東西。但是你可以用 15分錢買一隻鴿子。但是

當你從街道上買一隻來，祭司會仔細檢察，直到他找到污

點，他會說，“你不能把這奉獻給神，把它拿走。”除非是

從祭司的小亭裏買的祭物卻不被質疑。但是一隻你要付 5塊

錢。他們敲竹槓。耶穌對這些佔人便宜的人非常生氣，佔這

些來到神面前貧窮人的便宜，因著他們渴望來到神面前而被

敲竹槓。“他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買鴿子之人的凳

子。” 

然後他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載著‘我的殿必稱為萬國

禱告的殿吶？’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我懷疑耶穌今日也會這樣說，有些教會有向人敲竹槓的技

倆。我懷疑耶穌會怎麼說這些知名的佈道家所寄發這許多的

信，而這些信中充滿了謊言和欺騙。我收到這些信的時候心

中很沮喪。我最好不繼續說了。他們也聽我的錄音帶。或者

我可以說一些…… 

祭司長和文士聽見這話就想法子要除滅耶穌;卻又怕他，因為

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每天晚上，耶穌出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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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晚上他離開了城。 

星期二的早晨，他們從那裡經過，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

了。彼得想起耶穌的話來，就對他說，“拉比，請看，你所

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 

無花果樹象徵以色列國。這是個典型的畫面。耶穌來到這個

國家以彌賽亞的身份接收結果。你記得耶穌說的比喻，園戶

將他的田產交給他的僕人。然後他離開，到了時候，打發一

些僕人到園戶收果子。但是園戶打了僕人，叫他們空手回

去。所以他派其他僕人再去。但是他們繼續打僕人。有的被

他們殺，有的被他們打。最後他說，“我會派我自己的兒子

去見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不料他們說，“看，這是承

受產業的，來吧，我們殺他。產業就歸我們的了。”耶穌

說，“葡萄園的主人要怎麼辦？”法利賽人說，“他要除掉

那園戶。” 耶穌說，“確是。”突然他們意識到，“嗨，祂

在說我們。”神正在尋找以色列國的果子，以賽亞書裡提到

的藤。神種植葡萄園。他種植所選的葡萄藤。他圍以樹蘺，

他挖了灌溉系統，當收成葡萄的時候來時，那裡只有野生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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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沒有真的葡萄。因此他將野藤丟棄，將它分給其它會結

真果子的。耶穌所說的真的如此發生了。 

以色列國無法帶出神所尋的果子，因此，他們要枯乾；神讓

葡萄園荒蕪，工作於其他會結果子的國家或人。耶穌仍然在

尋找果子。他說，“我是藤；我的父是農夫。在我裡面能結

果子的枝子他都潔淨它們。”“現在你藉著我的話來潔淨。

遵守我，並且讓我的話在你們的裡面，就可能結出很多的果

子。讓天父得榮耀。”神正在看你為他的國度結果。以色列

失敗了。耶穌來到無花果樹前；它已枯萎。因為祂詛咒它。

它乾枯了。現在祂在尋找我們生活的果子，聖靈的愛的果

子。神何等的渴望接受從你而來和從我而來的愛！他尋找著

祂園裏的果子。 

現在耶穌利用這件事告訴他們關於信心的事。彼得說，

“看，主！那只是昨天，這樹已經連根枯乾了。” 

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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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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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

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這是一個對禱告者多寬廣的應許啊！但是注意，祂對誰說

話？是對祂的門徒。就禱告而言，這樣大的應許是對誰承諾

的呢？什麼構成門徒的職份？第一，拿起你的十字架，跟隨

他。所以這不是對任何人而言的寬廣的應許，“好，祝福

神！我需要做的是信它，並說出來，就會得到。好啊！我想

要一輛新的賓士汽車。我想要在 LIDO立多島上有個家。我想

要一艏停在碼頭的遊艇。我說了，很快就有了。讚美神！哈

利路亞。”什麼是作為門徒的第一要件？否定你自己。“等

一下。要那遊艇沒有否定自我。”你直到這些承諾並不是對

每個人承諾，是對那些否認自己，拿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

穌的人。所以你不能用這禱告，藉著這樣的祈禱力量來實現

你自己的貪欲。但是你可以使用它來榮耀神。 

耶穌說，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

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哦，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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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重要的！ 

“你們若不饒恕人，你們在天上的父，也不饒恕你們的過

犯。”〔有古卷無此節〕 

這真是沉重的擔子。“他說的是什麼意思？是的，然後呢？

恩典在哪？“我不知道。不是善工嗎？別求我改變耶穌所說

的話。你說，“好的，你如何把恩典和原諒擺在一起？”我

做不到。“好的，你要怎麼做？”我原諒。像耶穌所說的。

寬恕表示出基督真實的居住在我的裡面。“因為他說，遵守

他的應該也走他所走的路。”當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時，他

說，“父啊，原諒他們，他們不知他們所做的。”如果我走

他所走的路，我也必需原諒。耶穌說，“如果你不原諒，你

們在天上的父也不饒恕你們的過犯。原諒是記號之一，原諒

的靈是我真神兒子的記號。 

他們又來到耶路撒冷。耶穌在殿裡行走的時候，祭司長和文

士並長老進前來。 

這是星期二。他們問他說， 

“你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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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那些來到我們年輕牧者面前對他們說“誰給你權柄施

洗？誰給你權柄做牧者？”的人不加以理睬。尤其是摩門教

信徒所下的挑戰，因為他們只給十二個使徒權柄。 

耶穌對他們說，“我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回答我，我就告

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約翰的洗禮是從天上來

的是從人間來的呢？你們可以回答我。”他們彼此商議說，

我們若說從天上來，他必說，“這樣，你們為甚麼不信他

呢？”若說從人間來，卻又怕百姓。因為眾人真以約翰為先

知。於是回答耶穌說，“我們不知道。”耶穌說，“我也不

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 

下個星期，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大衛說，“將你的話藏

在我的心裏，免得我得罪你。”希望我們今晚將神的話，希

望聖靈將之藏在我們心裏。耶穌說，“藉由我向你們所說的

話，你們現在潔淨了。”希望神的話今晚有潔淨我們的功

效。帶我們結多果子來榮耀神。神祝福你，與你同在，這星

期將你們的生活交在他手裏；使你的心和生命充滿他的愛和

他的靈。願他給你榮耀的祝福和他相交。奉耶穌名。阿們！ 



 

33 of 33 

馬可福音第 10-11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