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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课 马利亚膏抹耶稣，荣入圣城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21 课，我们要来学习马利

亚膏抹耶稣，记载在《马太福音》第 26 章 6-13 节和《约翰福音》第 12 章

1-8节。接下来再跟随耶稣荣入圣城，在《马可福音》第 11 章 1-18 节。 

我们从马利亚膏抹耶稣开始，在《马太福音》第 26 章 6-13 节和《约翰

福音》第 12 章 1-8 节。现在是逾越节的前一周，耶稣正前往耶路撒冷。祂

已经经过了耶利哥，现在抵达了伯大尼。在伯大尼祂常常造访马利亚、马大

和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就是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当祂到了伯大尼后，

祂受邀参加一个晚宴，就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现在西门不再患大麻风了，

因为那样他就不能住在村子里或城市里。麻风病人必须到城外去，因为他们

是不洁净的。但这人曾经患有大麻风，后来被治好了。因此，我们相信这就

是他设宴的原因，他邀请了耶稣、祂的门徒和拉撒路前来与他吃饭。只见耶

稣坐在或者说侧卧在长达麻风的西门家中的桌子旁。当我说卧，我们需要明

白，当犹太人预备晚宴的时候，他们会斜躺在一个卧榻上，头朝向桌子，脚

朝外面。这一点对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他们正用餐的时候，一个女人，就是

马利亚进来了。她来站在耶稣的脚后，看她做了什么。她带了一个小盒子或

说一个小瓶子，装满了珍贵的香膏。当我们说珍贵香膏的时候，那时犹大说

它值三十两银子。一两银子是十天的工钱，所以，想想看。这女人拿来的这

瓶珍贵的香膏价值三十两银子，几乎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钱。然后，她把瓶

子打破了，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接着她蹲下来，用她的头发抹耶稣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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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何要这么做呢？这是她向耶稣表达感恩和爱的象征。她来膏抹耶稣，并

不知道自己在给耶稣的下葬做预备。耶稣会在后面说到这件事。但她在这里

向耶稣表达她的爱和感恩，因为耶稣赦免了她的罪。那时耶稣就会成为一个

罪人所宝贵的。但现在，门徒们见此情景，尤其是犹大，他说道：“什么？

怎么这么浪费？她应该把香膏卖掉，用来周济穷人。”现在，我们需要明白，

犹大是为门徒管钱的，但他也是个贼，因此，犹大关心的是钱而不是耶稣。

这正是为何耶稣要看着犹大和其他门徒说：“这女人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

她是为我的安葬所做的。”这是她对自己救主的爱。然后，耶稣责备他们说：

“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却不常有我。”耶稣的意思是，我们

常常去关注穷人，而不关心自己的灵魂，不关心我们需要耶稣的事实。首先

要爱上帝超过一切，其次才是爱人如己。祂接着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

福音，也要记念这女人所行的。”你们要听见这女人所行的，这不值得注意

吗？今天，当我们学习这一课的时候，我们也在谈论马利亚所行的，她将香

膏倾倒出来，作为她对救主之爱的记号。愿这成为你我的榜样。的确，我们

要爱穷人，但是，愿我们爱上帝超过一切。 

接着，在第二天，耶稣荣入圣城，在《马可福音》第 11 章 1-18 节。耶

稣知道圣经的全部预言，祂也知道其中有一个预言还未应验，就是祂要骑着

驴驹进城的预言。因此，耶稣打发两个人进城去，祂告诉他们会在那里发现

一个驴驹被拴在路边。他们要把那驴驹带来给耶稣，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何要

这么做，为何他们要牵走这驴驹。他们要说：“主要用它。”这样，他们就把

驴驹带到了伯大尼耶稣这里。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上面，然后让耶稣

骑上。现在，门徒们都忙起来了，因为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认为：“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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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做我们王的日子。”这个想法一直在他们心里，

就是耶稣会来建立一个属世的王国。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一路牵着驴驹，

一大群人兴高采烈，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扔到路上，沿路也铺上棕树枝。就像

一个君王要进入一个城市的时候，人们会铺上皇家地毯并为王欢呼。而在这

里，他们铺上自己的衣服和棕树枝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并且他们兴奋

地呼喊：“高高在上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以为等待已久

的时刻现在终于来临。但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后做了什么。祂进入了圣殿，

在那天结束时，祂回到了伯大尼。祂不允许人们膏祂作王。门徒们都很失望，

有一个门徒尤其失望，就是加略人犹大。因为他本希望如果耶稣作王，他将

来能在君王耶稣的政权下得到一个显要的位置。在下一课，我们就会看到，

如今犹大心中充满了对耶稣的仇恨，并要背叛祂。门徒们与耶稣一起回到了

伯大尼，失望至极。第二天，耶稣回到耶路撒冷，祂看见听见孩子们喊着：

“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文士们听见了，就让耶稣告诉孩子

们安静，于是耶稣说：“若是他们安静，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随后耶稣进入圣殿，再一次洁净圣殿。祂赶出了动物，推翻了兑换银钱

之人的桌子，并呼喊道：“为何你们将我父的殿变成贼窝呢？经上写着，我

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愿我们把这铭记在心，上帝的殿，或说教会，是祷

告的殿。愿我们绝不要把它变成贼窝。但当耶稣这么做的时候，文士和祭司

长就非常愤怒，他们想要知道是什么是谁给祂这权柄这么做。耶稣转过身，

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了伯大尼。这样，我们看见，这一周开始的时候人们

呼喊“和散那”。在这周结束的时候，我们听见他们呼喊“钉祂十字架”。这

不希奇吗？当关乎属世荣耀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想有份。但当关乎耶稣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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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堂里上帝永远之儿子的时候，我们却丝毫不想跟祂有份。但愿我们能晓

得，除了成为那个国度的臣民，除了认识耶稣是全地的君王和教会的君王，

今生在地上的一切都没有价值。这才是重要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