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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第 20-21第 

路加福音第 20-21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現在我們來看看耶穌在世最後一個禮拜所發生的事。這個時

候祂在耶路撒冷。世界各地的朝聖者湧進耶路撒冷來慶祝逾

越節。在前一個禮拜天他已經凱旋進入耶路撒冷但是被正式

拒絕了。祂又去潔淨聖殿，在祂父的殿裏把兌換銀錢的人趕

了出去。19章 47節告訴我們，耶穌天天在殿裏教訓人。 

有一天耶穌在殿裡教訓百姓，(路加福音 20:1) 

禮拜天到禮拜三，或禮拜四是耶穌在殿裏教訓人的日子。 

有一天耶穌在殿裡教訓百姓，講福音的時候，祭司長和文士

並長老上前來，(路加福音 20:1) 

這些有威嚴的宗教領袖，祭司長、文士和長老大多是撒都該

人。 

問他說，你告訴我們，你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給你這權

柄的是誰呢。(路加福音 20:2) 

他們可能還在為耶穌潔淨聖殿的事而生祂的氣。因為祂把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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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銀錢的人趕了出去。自己進來接管聖殿，並且說，“這是

我父的殿。”就這樣接管了。他們生氣的原因是祭司長跟兌

換銀錢的人是私下彼此勾結的。他們從那些在殿裡兌換銀

錢，賣鴿子，牛羊的人身上得到好處。他們問你是仗著什麼

權柄作這些事？他們在找機會控告祂，要致祂於死地，至少

這是他們的願望。他們希望祂說，“我是彌賽亞。上帝是我

的父。是他給我權柄。”他又稱聖殿為“我父的殿；”他們

希望祂說自己是彌賽亞，這樣他們就能控告祂犯了褻瀆罪，

可以立刻審判祂。但是祂的時候還沒有到。因此祂沒有直接

回答他們， 

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且告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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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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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路加福音 20:3–8) 

約翰為耶穌基督作見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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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在我以後來，反成了在我以前的，我就是給他解鞋帶

也不配。(約翰福音 1:27) 

關於耶穌基督，約翰宣告說，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負〕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

1:29) 

人們公認約翰是從神來的，他的權柄也是從神來的。這個眾

人公認的先知已經宣稱耶穌的確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

羊。所以，他們要是說，“約翰是從神來的，”那麼耶穌就

會說，“對，我的權柄來自於和約翰一樣的權柄。”基本

上，祂是說，“我和約翰使用的權柄是一樣的。” 

有趣的是，今天，權柄也常受到挑戰。人們制定了他們認為

權柄的制度。比方說，如果你上我們的大學，畢業以後再上

我們的神學院，那麼我們就承認你有權柄教導神的話，傳講

神的真理，那是人給人的權柄。讓我這麼說吧，很多被人按

牧加入事奉行列的人，從來就沒有被上帝按立過。他們被按

立僅僅只是因為他們完成了某些必修的課程。然而他們的生

命和事奉卻完全沒有神的恩膏，他們去賣鞋，生意可能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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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些。或者是去修鞋，那樣他們更能補救鞋底（英文裏鞋

底的發音跟靈魂的發音一樣）。在我們各各他教會按牧的原

則是觀察一個人的事奉，看看他的事奉是不是帶著神的恩

膏。因為我們深信唯有神能夠任命人去作主工，我們頂多只

能認可神所成就的。因此，基本來說，我們過去從來沒有任

命過誰去事奉，我們如今也不任命人去事奉。但是我們願意

按立那些已經被神任命的人，並且認可神在他們生命中所做

的工。 

接納神已經按立的這個人，神的恩膏在他的生命中，我們給

他州政府所需要的證明文件。這些年青人，神明顯地在他們

裏面動了工，並用他們作工，可是他們卻常常受到挑戰，

“是誰給你的權柄？GregLaurie羅葛瑞牧師常常被人盤問。

RaulRies芮牧師也常常被人問到。“你上的是哪間神學院？

是誰給你的權柄？”讓這些問話的人不安和苦惱的是，他們

已經得到神學博士學位，可是這些年輕小毛孩進了城，一開

始一個查經班，很快的就有超過 5000人的教會誕生了。而那

些有學位，又懂希臘話和希伯來話的神學家們，卻在掙扎

著，怎麼樣可以利用各種各樣人們能夠想得到的計畫，絞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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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汁，來維持一個四、五百人的教會。 

 “真是不公平！畢竟我是受過訓練的。”權柄！摩門教徒經

常問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相信上帝藉著 Joseph Smith約瑟史

密斯把權柄歸還給了教會。他們相信只有摩門教的十二個門

徒能 

夠給人權柄去傳褔音。所有沒有經過摩門教十二個門徒委任

的，他們都不承認這些人的權柄；因為，眾所周知，他們以

為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教會。所以，他們經常問別人，“你

憑什麼權柄這樣作？”耶穌經歷了同樣的事。 

耶穌就設比喻，對百姓說，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租給園

戶，就往外國去住了許久。(路加福音 20:9) 

耶穌現在講的是跟祂離世有關的比喻。這比喻其實有雙重的

意思，因為祂也是衝著法利賽人說的。 

到了時候，打發一個僕人到園戶那裡去，叫他們把園中當納

的果子交給他。園戶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發一個

僕人去。他們也打了他，並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

發第三個僕人去。他們也打傷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園主



6 of 38 

路加福音第 20-21第 

說，我怎麼辦呢。我要打發我的愛子去。或者他們尊敬他。

不料，園戶看見他，就彼此商量說，這是承受產業的。我們

殺他罷，使產業歸於我們。於是把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這

樣，葡萄園的主人，要怎樣處治他們呢。他要來除滅這些園

戶，將葡萄園轉給別人。聽見的人說，這是萬不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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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甚麼意思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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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0:10–18) 

在以賽亞書第五章，主藉著以賽亞也說了一個葡萄園的比

喻。那個葡萄園是以色列國。這個人種植葡萄園，栽種上等

的葡萄樹，在園中蓋了一座樓，又鑿出壓酒池。到了收葡萄

的季節，樹上卻結滿了野葡萄。于是他把這葡萄園放棄了。

先知是說，上帝把以色列國分開來，要它們向神結果子。可

是他們卻沒能結出神要他們結的果子，反倒招來神的棄絕，

上帝就放手，隨他們滅亡。耶穌開始講這葡萄園的比喻的時

候，了解以賽亞預言的人，回頭想了一下，他們意識到祂講

上帝的葡萄園是以色列國。被打發到葡萄園去並遭到拒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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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知們。他們有些被人用石頭打死，有些被殺害，以賽亞

其實被鋸成了兩段。 

那些是上帝打發到以色列國去的先知。最後，神差遣了祂的

獨生子。“想必他們會尊敬他。”但是，當園戶看見祂後，

說，“這是承受產業的．我們把祂殺了，產業就可以歸於我

們。”耶穌在這裡是在預言祂將在他們手裡受難。他們拒絕

神兒子的結局是，“主命令將這些園戶除滅。”以色列國被

提多除滅了。Josephas約撒法斯說他殺害了一千一百萬的猶

太人，並把另外的九萬七千人當作奴隸送到羅馬去。他們聽

到這裡，說，“這是不可以的！”他們意識到耶穌說的是他

們自己。耶穌接著問他們，“經上記著，‘匠人所棄的石

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甚麼意思呢？”這節經

文來自詩篇 118篇。在使徒行傳第四章，彼得站在官府，長

老，和文士面前的時候，在這裡質問彼得的人跟當初質問耶

穌的是同一幫人， 

“你是用誰的權柄在這殘疾人人身上行奇蹟？你用甚麼功

力，奉誰的名，作這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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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像對付耶穌一樣的在質問他，“我們想知道你是用甚

麼能力，奉誰的名，作這些事的。” 

彼得說，“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問

我們他是怎麼得了痊愈。這點就讓你們自己判斷吧。你們眾

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

愈，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神叫他從死裡復活的，拿撒勒人

耶穌基督的名。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

塊石頭。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

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徒行傳 4:9–12) 

當耶穌被質問權柄問題的時候，彼得也在場。他記得耶穌是

如何回答這些人的。他記得耶穌在結束比喻的時候說，“ 

經上記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這是甚麼意思呢？” 

所以彼得強有力的用同樣的話，宣講耶穌，說，“他是你們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路加福音

20:17)耶穌在提到那塊石頭的時候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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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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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路加福音 20:18) 

在與耶穌基督的關係裏，你可以兩個選一個，是降服祂，掉

在那石頭上，或是抵制祂，最後被砸得稀爛。 

“禍哉，那與造他的主爭論的！”(以賽亞書 45:9) 

很多人就這麼愚蠢地跟耶穌基督鬥。掉在那石頭上，就是掉

在耶穌基督身上！你會發現自己被打碎了。與其讓祂在審判

之日掉在你身上，把你砸得稀爛，不如你自己先掉到祂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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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懼怕百姓。(路加福音 20:19) 

他們了解到這個比喻是衝著他們說的，他們很想當時就捉拿

耶穌。但是因為百姓都擁護耶穌，就沒有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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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0:20) 

他們現在企圖給祂佈下陷阱，要用煽動的話或是造反的罪名

來指控祂，好將祂交給掌權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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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細就問耶穌說，夫子，我們曉得你所講所傳都是正道，也

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誠誠實實傳神的道。(路加福音 20:21) 

換句話說，“你不偏待人。你是直來直往的人。我們了解這

點。我們知道你不屈服於人，你只是誠實講道，說實話。” 

因此我們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路加福音 20:22) 

假如耶穌說，“不，你不可以納稅給該撒，”他們立即會跑

去 Antonio安東尼城堡求見百夫長，就用耶穌說不給該撒納

稅為名，叫百夫長捉拿他。假如耶穌說，“可以，你們可以

納稅給該撒，”在場這些不承認羅馬政府的權力，並且恨透

了這些稅收，而又不得不納稅的奮銳黨人，還有一種稅征收

的理由只是因為人活著…他們詢問的就是這種稅。稅收的款

項並不大，只是要顯示羅馬的權威。因此他們覺得耶穌掉進

了他們為祂精心設計的圈套裏了；他怎麼回答，都會是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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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撒的。”耶穌

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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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當著百姓，在這話上得不著把柄。又希奇他的應對，就閉

口無言了。(路加福音 20:23–27) 

撒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有幾個來問耶穌說，夫子，摩

西…(路加福音 20:27–28) 

撒都該人是唯物主義者。他們只接受摩西五經。他們拒絕先

知的書；他們只接受那是經文的一部份。他們認為只有摩西

五經才是神所默示的。要是你和這些人爭論，你從詩篇或先

知書引用經文，他們不會承認這些經文的權威性。唯有摩西

五經他們才接受。因此，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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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0:28) 

有弟兄七人。第一個娶了妻，沒有孩子死了。第二個，第三

個，也娶過他。那七個人，都娶過他，沒有留下孩子就死

了。後來婦人也死了。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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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0:29–33) 

他們盡量使復活的事變得很荒謬，人們會說，“真是愚

笨，”這樣復活的觀念就會大打折扣。今天，人們也做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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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事，只是使用的方式不同而已。他們假設在很久以前的

西部，有一個人在槍戰中被害，他們就地挖了個很淺的坑，

把屍體埋了；他的屍體開始腐爛，我們知道身體是由化學元

素組成的，隨著屍體的腐化，化學元素就進入了土壤，成了

土壤的一部分。草的根部伸延到泥土裏，從屍體分解出來的

化學元素被草根所吸收，當然，草也得到了滋潤。乳牛又來

吃那些含有在槍戰中死亡的人身上的化學元素的草。那麼乳

牛身上擠出來的奶 

就含有他身上的化學元素，而我又喝了這牛奶。這樣，那些

化學元素就成了我身體的一部分。這樣它們已經進入了許多

人的身體。在復活的時候，這些化學元素到哪裡去呢？經過

他們製造的這些假設使復活變得真的很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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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0:34–

35) 

我了解神設立婚姻制度的目的，就是要給孩子一個美好健康

的成長環境。婚姻最初的計畫是為著我們能繁延下一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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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生養眾多，遍佈地面。天使是沒有下一代的。因此，就

不需要婚姻。我們到天堂的時候，也不會再生產，也就不再

需要婚姻。我們會像天使一樣。 

我們有很多問題，比如將來到了天堂，我們彼此還會認識

嗎？”當然會啦；我們總不至於比現在更笨吧！聖經說到那

時我們就什麼都知道了，好像主知道我們一樣。“我們將會

有什麼樣的關係呢？”要比我們在世上一切所經歷的都深

厚，都豐富。至於詳細的情況，上帝還沒有告訴我們，只是

說我們會像天使一樣。有些可憐的人說，“如果我結不成

婚，那我也不想到天堂去了。”另一個選擇可不是那麼舒服

了。也沒有經文說你到了地獄就可以結婚。你說，“那我現

在喝的牛奶怎麼辦？”我到了天堂就不會再帶著這個身體

了。我們知道，當我們在地上的帳篷，即現在的身體，解體

時， 

我們會得到非人手所造，而是神所造的在天上永恆的房屋。

我將會有新的身體，不是人手所造，而是神所造。至於這個

身體會怎麼樣，我並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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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說，“火化行嗎？”他們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你

知道，當這地上的帳蓬解體時，若要施行火化，37分鐘就解

決了。要是土葬，時間就長一些。但是那時我已經搬進我的

新房子去了，就是那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

房屋。耶穌說，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

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約翰福音 14:2) 

你說，“我們的身體復活以後、會怎麼樣呢？”使徒保羅

說，“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麼身體來呢。’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哥林多前書

15:35–36） 

仔細聽了，從地裏出來的和你下的種子是不同的。你們中間

有些人那麼愛自己的身體，甚至想帶到新的國度去，我為你

們感到難過。“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

子粒，即如麥子，或是別樣的穀。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

個形體，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如果神滿意

的，我就更不用提了。保羅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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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

的。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

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

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哥林多前書

15:42–44)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那屬土

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

樣。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哥林

多前書 15:47–49) 

因此將來的身體不同於所種的。我們所種的不過是子粒，但

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我對將來形體的各種成分

和功能很感興趣。有可能是極為奇妙的。這必朽的，終究要

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最後也要變成不死的。上帝用泥

土造了人，也是為著泥土造的，人是屬土的，能適應地球環

境的條件。地上的大氣層是由百分之 79的氮氣，百分之 20

的氧氣和百分之 1的氖以及其它氣體組成的。上帝設計我們

身體的時候，使我們身體的需要更適合大氣層 79：20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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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這樣我的身體適應這種條件。如果上帝使氧氣增加，我

的心跳就會加快，我就會早早死去。如果氮氣增加的話，我

的心跳就會減慢，結果我還是會早死。如果祂使氮和氧氣的

比例相同的話，我們就會像一群瘋子笑個不停，因為氮氣是

牙醫使用的笑氣。我們就會走來走去控制不住地發笑。所

以，上帝根據地球的環境設計了人類的身體。 

然而，到天堂去，我就需要一個為天堂的環境所設計的身

體。所以神為我預備了一個新的身體，將來有一天，我的靈

魂將從這個身體遷移出去，進入上帝所預備的新身體。我就

會跟保羅一樣的說， 

“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墳墓啊，你的勝利在哪裡？”我

們藉著耶穌基督已經得勝了。感謝神，藉著主耶穌使我們得

勝有餘。 

他們聽不懂。耶穌就說，“這世界的人”也就是在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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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0: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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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身體是不會毀滅的，永遠長存在天上…神所造，不是

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屋宇。你可要滿意你的新身體哦，

因為將來你要遷移到那裡去的。 

他們和天使一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神的兒子。(路加福音

20:36) 

哦，等一下！耶穌，你的話真奇怪。這些人是不相信復活

的！“至於死人復活，摩西在荊棘篇上…”你知道這些人只

接受舊約的頭五本書，而且他們不相信復活。在基督降世之

前，就己經有過這樣的爭論，人們想向他們證實復活的存

在，但是因為他們只接受摩西權威的地位，沒有人能從摩西

五經中給他們指出復活的證據。因此，耶穌就從摩西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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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0:37) 

到摩西站在荊棘前的時候，雅各已經死了 400年了。以撒和

亞伯拉罕就死了更長的時間了。然而，上帝從荊棘裡向摩西

說，“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穌補

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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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為在他那裡，人都是

活的。(路加福音 20:38) 

祂宣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 400年後，他們仍然活

在另一個空間，另一個領域。他們仍然活著，因為神是活人

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文士們聽著，他們說，“沒錯，就是這樣的。”他們從來就

沒辦法和撒都該人爭論，他們這時候已經很滿足了，“你說

對了！這回你可算壓倒他們了。” 

有幾個文士說，夫子，你說得好。(路加福音 20:39) 

以後他們不敢再問他甚麼。耶穌對他們說，人怎麼說基督是

大衛的子孫呢。(路加福音 20:41) 

彌賽亞又稱為大衛的子孫。你記得上個禮拜，我們在耶利哥

城，在耶穌進城的時候，有一個瞎子喊著說，“大衛的子孫

耶穌阿，可憐我罷。”“大衛的子孫”是彌賽亞的頭銜，因

為他們盼著從大衛的子孫中有人起來，有能力和權柄推翻羅

馬政權，建立國度。“大衛的子孫”是常用的彌賽亞的稱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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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們說，(路加福音 20:41a) 

“人怎麼說彌賽亞…”希伯來話的彌賽亞在希臘文裡就是

“基督”。 

“人怎麼說基督是大衛的子孫呢？”(路加福音 20:41b) 

在詩篇 110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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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

又是大衛的子孫呢。(路加福音 20:42–44) 

他們的文化是一個族長制很強的文化，作父親的說了就算

數。不管他有多大的年紀，只要他還活著，在家裏他的話就

是律法。你也許已經結婚了，有了自己的兒孫，但是要是你

的父親還活著，還是他作主。作父親的沒有稱兒子為‘主’

的。那是家中對父親的稱呼。他作主。因此作父親的不會稱

兒子為‘主’。所以，耶穌說，“看，祂既是大衛的子孫，

那大衛為什麼稱祂為‘主’呢？”當然，他們這時啞口無言

了。 

眾百姓聽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你們要防備文士。他們好

穿長衣遊行，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們安，又喜愛會堂裡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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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筵席上的首座。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

告。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罰。(路加福音 20:45–47) 

要防備那些在公眾面前假意裝作講很長的禱告，他們要做給

人看的，他們侵佔寡婦的家產，他們還寄出由電腦統一打好

的信件，信中充滿謊言和詭計，要求那些靠社會福利金過日

子的愛主的婦人，“到銀行去提錢，寄給他們，幫助他們脫

離這個危難。”這些人喜歡受人尊敬，喜歡別人向他們問

安，奉承他們。我們該為這些人禱告，因為耶穌說，他們要

受更重的刑罰。 

耶穌抬頭觀看，見財主把捐項投在庫裡。又見一個窮寡婦，

投了兩個小錢。(路加福音 21:1–2) 

一個小錢價值十六分之一美分。換句話說，要有十六個小錢

才夠得上一美分。倆個小錢只是八分之一美分。在這，財主

把他的大筆捐項投進錢箱，有一個窮寡婦也上前去奉獻，那

個時候奉獻箱的形狀有點像牛角，人們把錢投到裡面。這個

窮寡婦也把她的倆個小錢投進去。 

就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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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裡。但這寡婦是自

己不足，把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加福音 21:3–4)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帝的眼裏，不是看你奉獻的多少，而是

看你奉獻的心。很多人奉獻的不多，可是在神的眼裏，他們

所給的比別人更多。數字的多少不重要。而是你作了什麼樣

的犧牲？這個奉獻對你來說，你付出了多少？ 

有一回，大衛想買下亞勞的禾場，因為神的天使在這禾場停

留過。大衛想把禾場買下來，在這裡築一座壇，給耶和華獻

祭，亞勞說，“拿去吧，送給你了。” 

大衛說，“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燔祭，獻給耶和華我的

神。” 

大衛堅持要買下禾場。他不願意把它當作禮物收下來，因為

他想把禾場獻給神。他說，“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燔祭，獻

給耶和華我的神。”你奉獻的對你來說，價值是多少？那才

是神衡量的方式。 

有人談論聖殿，是用美石和供物妝飾的。(路加福音 21:5) 

Josephas約撒法斯寫的"猶太人的戰爭”這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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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arsoftheJews"），在第五本的第五章，他對耶路撒

冷的聖殿作了有趣的描述；他說這些白色巨型的大理石圓

柱，每一根柱子都是一塊獨立白色大理石做的。牆面上鑲著

金盾牌，當你看聖殿的時候，牆面金盾牌反射的金光，就好

像太陽光一樣的強烈。當太陽照在這些金盾牌上的時候，你

簡直的沒有辦法張開眼睛。要是你硬要去看就好像你去看太

陽的光一樣會傷害你的眼睛，他描述了希律建造的聖殿的榮

耀，他說有些石頭重達 180頓。所以當人們在跟耶穌講到這

聖殿，怎樣用美石裝飾，那些美麗的大理石建的塔和供物，

金銀和銅作的大門，以及周圍的一切。耶穌就說， 

論到你們所看見的這一切，將來日子到了，在這裡沒有一塊

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路加福音 21:6) 

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的時候，當你順著西牆往上，走到聖

殿山一帶，在路的右邊，他們向下挖掘。一直挖到

TeropianValley特若平山谷下的羅馬街道。他們挖到基督時

代的街道，那時的街道是用巨型石頭舖成的，現在在這些巨

型石頭路上，又有些大石頭，這是聖殿的巨石被人推出牆

外，把下面的街道砸碎了。你可以看到這些石頭被推出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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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被扔到几百尺以下的山谷，把下面的街道都砸碎了，

就這麼橫七八豎地躺在地下。我曾經下到山谷，摸過這些巨

石，實在令我驚奇。因為我看著這些巨石的時候，我了解到

我看到的正是耶穌基督預言應驗了的情景。“在這裡沒有一

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他們把大石頭從聖殿扔出去，填滿了

TeropianValley特若平山谷，看著它們成為碎石。 

有一次，我們到大峽谷去，有一大群孩子聚集在一個地方。

他們開始從峽谷的懸崖往下扔石頭，因為石頭要經過三千英

尺的高度以後才會著地。這些石頭能產生巨大的響聲，著地

的撞繫聲在峽谷中產生回音，很是恐怖。在這裡，這些羅馬

士兵摧毀了聖殿後，把巨石推出牆外。整個 TeropianValley

特若平山谷都被那些被推出聖殿牆外的碎石給填滿了。使耶

穌的預言完全得到應驗，他說，“論到你們所看見的這一

切，將來日子到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

拆毀了。”因此，今天，你到聖殿山去，那裡絲毫沒有所羅

門的聖殿的遺跡。他建造的聖殿山還在，可是聖殿的遺址卻

找不到，因為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他們問他說，“夫子，甚麼時候有這事呢。”(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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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是什麼事呢？是當聖殿被拆毀，巨石被扔出的事，“這

事將到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 

這就是耶路撒冷聖殿被拆毀的時候。“這事將到的時候，有

甚麼預兆呢。”(路加福音 21:7)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

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你們

不要跟從他們。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

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當時耶穌對他

們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

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

現。”(路加福音 21:8–11) 

“但這一切的事以先，”祂講的是在末後的日子，各處會有

大地震，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

上顯現。而且也會有世界大戰。 

但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們，逼迫你們，把你們

交給會堂，並且收在監裡，又為我的名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

前。但這些事終必為你們的見證。(路加福音 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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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 

“人要下手拿住你們，逼迫你們，把你們交給會堂，並且收

在監裡，又為我的名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但這不要緊。

這樣你們有機會作見證。” 

我覺得很奇妙的是，每次保羅被拉到君王諸侯面前，他都趁

機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亞基帕王阿，猶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

訴，實為萬幸。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猶太人的規矩。 

”耶穌做過的這些事沒有一件是在背後做的。我也曾經跟你

一樣，以為自己是與基督作對的人，我還被派去捉拿跟隨他

的人…” 

他繼續強而有力地向亞基帕王作見證。 

“亞基帕王阿，你信先知麼，我知道你是信的。”亞基帕

說，“慢著！保羅，你的學問太大了，反而使你癲狂了。”

他說，“嗨，慢著！你等一等！你想說服我使我成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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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保羅在盡力。耶穌說，“嘿，他們要把你們交官，但是不要

害怕。你們將會有機會作見證。”每次保羅在君王面前，他

都利用這些機會。有一次，保羅被帶到尼祿王面前。聖經沒

有記載保羅都說了些什麼；但我們研究非教會的歷史的時

候，會發現尼祿王開始並不太壞。他急于要在羅馬歷史上留

名，在羅馬建造一些紀念碑。最近出土在他居住過的城堡就

是一座雄偉的紀念碑。在歷史上，尼祿是在遇見了保羅之後

才成了暴君的。 

保羅頭一次被監禁在羅馬，他就有了機會…你記得在非斯都

面前時，保羅要求上訴于該撒。於是他被押送到羅馬去，在

那裡的監獄裡，他寫了腓立比書，並且有機會見到尼祿。你

覺得他對亞基帕作的見證有力。你可以肯定，保羅心裡在

想，“要是我能使這個異教徒相信基督，那影響該有多大

啊！”我肯定在教會歷史上，保羅給尼祿作的見證是史無前

例的。一般的歷史記載，在保羅向尼祿作見證之後不久，尼

祿的性情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就是在這個時期，變成了一個

野獸似的。他燒毀了羅馬城，因為他要為自己的聲望建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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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羅馬。 

後來，他把一切的罪過歸咎於基督徒。他像是被鬼附體了一

樣，瘋狂起來。我個人認為尼祿是拒絕了保羅的見證之後，

被鬼附的。我認為他向魔鬼敞開了他的心門和他的生命。我

認為只有被惡魔附身的人才會做出尼祿所做的事。但是，在

保羅給他作見證之前，他並不是個暴君。耶穌說，“別擔

心。你們將會有機會作見證。”每次保羅有這樣的機會，他

都盡量利用。耶穌說， 

所以你們當立定心意，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訴。因為我必賜

你們口才智慧，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駁不倒的。(路加

福音 21:14–15) 

別擔心你們要說些什麼，因為到時候我會賜給你們口才。你

們就能夠擊倒他們。” 

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你們

也有被他們害死的。 

福克斯烈士集（“FoxesBookofMartyrs"）敘述了教會歷史上

一個悲慘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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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

必不損壞…他們可以殺害你們的身體，之後，他們就再也不

能作什麼…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 

這是多麼重要的教導啊！要忍耐！求神幫助我們！我們在神

的事上常常沒有耐性。“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

神啊，求你賜給我耐性！ 

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 

那在 40年之後就發生了，“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

了。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裡的，應當出

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 

羅馬要起來報應。 

“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

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

姓。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

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主後 70年，提多率領羅馬士兵包圍了耶路撒冷，殺害了一百

一十萬猶太人，餘下的九萬七千人成了俘虜，以色列國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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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了。他們成了俘虜，被押送到世界各國，耶穌的預

言應驗了。自從那天起到 1967年，耶路撒冷一直被外邦人踐

踏。從我對預言的了解，知道 1967年六月，外邦人的日期就

滿了。你說，“我們現在是什麼時期呢？”只是一個時空的

間隙。我認為主很快地，就要在以色列國開展一個獨特的工

作。 

沒有實現的還有但以理的七年的時間。在那七年時期，神的

靈要降臨在以色列國，要使他們得到復興。這個時期還沒有

開始。可是在 1967年，當耶路撒冷再次成為以色列國的領

土，當他們把約旦的軍隊趕出去，占領了耶路撒冷的那一

刻，根據耶穌所說的，“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

邦人的日期滿了。”從那時候起，直到教會被提的時候，是

神施恩的時候，要讓其他的人有機會成為祂國度的一員。我

們不過是活在神給世人延長祂的恩典的時期。就好像神在挪

亞的日子說過， 

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創世記 6:3) 

我認為這個時期很快就要結束了。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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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講到祂再來的預兆。祂說，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路加福音

21:25) 

天上的預兆。我們知道哈雷彗星過幾年將回到太陽系中我們

的區域。隨著哈雷彗星的到來，許多天文學雜誌上刊登了大

量推測小行星和彗星的文章，還記載這些小行星和彗星撞繫

地球的可能性。值得留意的是，彗星的主要成分是氫化物。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在啟示錄第八章十一節說， 

就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落在江河的三分

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這星名叫茵蔯。眾水的三分之一變

為茵蔯。因水變苦。(啟示錄 8:11) 

聽起來似乎有可能是一顆彗星落在地上，氰化物使水變苦。

因為氰的味道是苦的。你可以買一本天文學雜誌，我想是十

二月份的那期裏面有一篇關於彗星組成的有趣的報導。當

然，隨著哈雷彗星的到來，你可以從許多天文學雜誌上找到

大量有關小行星和彗星的文章。一顆小行星落到地上的可能

性還不小。事實上，我們的政府正在擬定預防可能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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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因此，地球有被行星撞繫的威脅，政府可能會發射

載運原子能的火箭使行星在空中爆炸，使行星不至於落到地

面上。科學家正在思考的就是這些東西。預兆！“日月星辰

要顯出異兆。”(申命記 4:19) 

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路加福音 21:25) 

這指的是邦國將要面臨的困苦。“困苦"這個詞在希臘文指的

是“無路可逃。”政府在尋求一條出路。我們要減輕稅收，

要使預算平衡！政府的負擔沉重了。事實上，政府的開銷非

常龐大，我們都養不起了。那就是我們遇到的麻煩。我們再

也無法負擔政府的開銷了。政府擴展到如此大的程度，已經

沒有足夠的人力來負擔政府的工作。我讀到過一個數據，我

不知道它的準確性有多大。數據說百分之 49的人用不同方式

在領政府的薪水，像福利，或是跟政府有關的工作。這樣，

百分之 51的人在生產賺錢，其餘的人在為政府作工，百分之

51的人在養那其餘的百分之 49的人。我們該怎麼辦呢？答案

在哪裡？沒有答案。那我們作什麼？只有得心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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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禮拜的報導很有趣，“因海中波浪的響聲…”你

們有沒有人住在海邊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

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那時”。(路加福音 21:26) 

在這耶穌描述的一定是大災難期間的事情。“那時”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一有這些

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路加福

音 21:27) 

去年十月底，我看到人們在購物中心忙著作聖誕節的裝飾。

我說，“肯定是感恩節快要到了。”為什麼？因為我知道感

恩節在聖誕節之前。要是他們在為聖誕節裝飾，那麼感恩節

又還沒有到，那麼感恩節一定是近了。因為這個節日是在聖

誕節之前的。耶穌給了我們，祂再來的徵兆。要是教會的被

提發生在第二次主來之前，那麼當我們看到主再來的預兆的

時候，我們就得說，“嘿，被提的日子近了。我看到主回來

的預兆了。”那也使得提被更近了。所以，“一有這些事，

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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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又設比喻對他們說，你們看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他

發芽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路加福音

21:29) 

耶穌講的是同一回事。假如你看見各樣的樹開花，長葉子，

你說， 

“必定是夏天快要到了。” 

因為我看到樹長葉子、開花；我知道一定是夏天快要到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

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路加福音 21:32–33) 

我們有基督確切的話。就像耶路撒冷被拆毀，沒有一塊石頭

留在石頭上，猶太人被大批殺害，生還的人成了奴隸被流放

到世界各國，耶路撒冷落在外邦人的手中…這些預言一一的

應驗了，你可以確信耶穌會再回來。其餘的預言也都要實

現。上帝作了這麼多，不會就此停住不作的。我們離末世實

在很近了。整個系統逐漸推向高潮，耶穌基督要回來，帶著

權能和榮耀。然而當我們看見祂回來之前的預兆的時候，我

們知道我們得贖的日子也近了。耶穌肯定了這點；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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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路加福音 21:33) 

你們要謹慎…(路加福音 21:34) 

這是給你的信息， 

你們要謹慎，要當心，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

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路加福音

21:34) 

現在世上人人追求享樂。要小心，你不要被他影響，因為主

的日子會在你想不到的時候來到。耶穌警告說這些事將成為

人的陷阱。 

“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

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這的確是陷阱。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們要時時儆

醒。(路加福音 21:34-36) 

主對祂教會的命令是，“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

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路加福音 21:36) 

那要來的是什麼事呢？就是上帝對世界的審判，那時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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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

蹟，從天上顯現。 

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

面前。(路加福音 21:36) 

在啟示錄第五章，約翰 

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裡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

卷，揭開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開

能觀看那書卷的。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書卷的，我就

大哭。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

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

印。”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

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

去的。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裡拿了書卷。他既拿了

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

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他們唱新

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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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

權。”(啟示錄 5:1–10) 

聽聽天上這首歌的歌詞。 

你配拿書卷，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

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啟示錄

5:9-10) 

這就是那些能站在人子面前的人。大災難到了第六章才開

始。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

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

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

又要勝。(啟示錄 6:2) 

隨著書卷被打開，大災難時期就開始了。然而，當書卷在父

神的右手邊，耶穌上前去領取的時候，教會唱出榮耀的讚美

詩歌，“羔羊是配得的，”這首歌是那些能夠站在人子面前

的人唱的，耶穌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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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常常禱告。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

這一切要臨到世上的事，使你們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我祈求並期望我能跟神所救贖出來的聖徒們在天上，唱著羔

羊配得在地上掌權作主的讚美詩歌。我希望能站立在人子面

前。上帝將祂的烈怒傾向大地的時候，我一定不要留在地

上。耶穌在這裡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從啟示錄第六章到 18章

你可以找到完整的敘述。 

“每日…”他的信息就到此結束了，“耶穌每日在殿裡教訓

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欖山住宿。”(路加福音

21:37) 

祂越過了汲淪谷，傍晚上橄欖山去了。“眾百姓清早上聖

殿，到耶穌那裡，要聽他講道。”(路加福音 21:38)因此在祭

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才殺害耶穌的同時，百姓卻紛紛湧向

耶穌。到了 22章，我們進入這些末後的章節，講到猶大賣主

的事，最後的晚餐。我們就進入耶穌一生最後階段所發生的

事，下次我們再接著學就會把路加福音學完。 

我們來禱告。父啊，我們看到我們生活的世界，當我們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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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的時候，看見這些事一一應驗，以色列復國。耶路撒冷

又回到以色列的懷抱。我們又看到許多國家處在困苦之中，

民攻打民，國攻打國，地震增加，多處有饑荒瘟疫。哦主

啊，幫助我們，讓我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神啊，我們

希望能加入那站在天上上帝寶座周圍的聖徒隊伍，宣稱耶穌

我們的主和救主是配得的，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救贖

了我們，又叫我們歸於神，成為祭司，在地上執掌王權。耶

穌，我們今晚為著我們的救恩向你獻上感恩。主啊，願我們

配得加入那群人中。奉耶穌的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