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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课 耶稣最后的教导 

逐字稿 

 

有关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第 22 课。在这一课中，

我们希望聚焦于耶稣最后的教训。首先我们要看看凶恶园户的比喻，这一内

容记载于《马可福音》12 章 1-12 节。其次我们要来看不同群体对耶稣的提

问，这一内容记载于《马可福音》12 章 13-44 节。 

首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2 章 1-12 节记载的凶恶园户的比喻。耶稣

知道祂的时候快到了。祂在耶路撒冷等候逾越节。祂知道，在那里祂的生命

将要被夺去。祂被呼召在这座城市舍命。祂也知道犹太领袖们在等候一个机

会，要抓住祂并杀害祂。所以祂讲述这个比喻，作为对这些犹太领袖们的最

后警告。耶稣向他们表明：自己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并且告诉犹太领袖们，

上帝会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审判他们。在比喻中耶稣对他们说道：有人栽了一

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甚至在园子前面盖了一座楼作

为瞭望塔，然后把园子租给一群佃户，请他们打理葡萄并收取果实，主人自

己就出远门往外国去了。到了丰收的时候，主人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

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仆人一到，园户拿住他，打了他，把他丢到园外，

叫他空手回去。主人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抓住他，用石头打伤

他的头，并且凌辱他。主人接着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

们杀的。园主最后说：“我还有一个儿子，是我的爱子。我要打发祂去到园

户那里。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因为祂是我的儿子。他们必会如数交纳。”

不料，当那些园户看到主人的儿子远远走过来，就对彼此说：“看，这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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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如果我们把祂杀了，产业就归我们了！” 于是当

儿子走近，他们就拿住祂，杀了祂，把祂丢在园外。讲到这里，耶稣发问并

作了回答：“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祂要亲自带着祂的仆人前来，

抓获并除灭那些园户，然后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出，这个葡萄园指的就是犹太

民族。上帝栽种了犹太民族，在她的周围圈上了围墙，并且将圣殿设置在其

中。祂将葡萄园租给一群佃户，意思就是祂任命了官长和祭司来照看这个民

族。但同时祂也差派了祂的仆人们，就是众先知，来警告他们。然而犹太领

袖们却抓住这些先知，鞭打他们，杀害他们，并且把他们赶出去。然后上帝

差派了祂挚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警告和教导他们。可是这些犹太领袖们

将会抓住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并且杀害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含

义，就是耶稣再多一次地教导、再多一次地警告他们：祂知道接下来要发生

什么事，并且这些犹太领袖将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这些犹太官长看出耶稣

用这个比喻来责备他们，于是就恼羞成怒，想要找一个借口来杀害耶稣。 

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两个功课。首先，耶稣说：“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就是救恩的磐石。祂就是那块房角石；祂被

人弃绝，但祂将要成为基督教会的元首、上帝国度的元首。其次，祂也警告

我们：正如犹太人拒绝了福音，上帝就将这福音拿走并赐给了外邦人；正如

我们在新约中所看到的，这福音传到了地极。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今天：如果

我们拒绝了福音，上帝就会把它拿走并将它传扬到地极，因为祂的家中将要

儿女满堂。耶稣基督将成为这家的房角石，祂的国度要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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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课的第二部分，我们要来看不同群体对耶稣的提问，这是《马可福音》

12 章 13-44 节的内容。虽然犹太人一直在找机会陷害耶稣，但他们在耶稣

的工作中找不到任何破绽，因为耶稣所有的工作和教导都无懈可击。因此他

们派了一些人去试探耶稣，看能不能在祂的话里面抓到把柄。第一拨来试探

耶稣的人是希律党人。他们是希律王的拥护者，是效忠和跟随希律王的犹太

人。他们来问耶稣：“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 我们需要理解这个问题

埋了什么坑。因为如果耶稣说：向凯撒纳税是不合理的，那么祂就是在公然

反叛罗马政府。但如果耶稣说：向凯撒纳税是合理的，那么人们就会说祂背

叛了犹太民族，是卖国贼。那么，耶稣是怎样回答的呢？祂说：“拿一个银

钱来给我看。” 当他们递过一个银钱，耶稣就拿过来看了看，并向他们展示

说：“这上面的头像和名号是谁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使用钱币的时候，

可以很容易分辨出这个硬币是属于哪个国家的货币，因为在上面会刻有这个

国家的名称，或统治者的头像。这就是耶稣当时所做的。祂举起那枚硬币说：

“这上面是谁的头像和名号？”众人回答说：“是凯撒的。”然后耶稣说：“凯

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耶稣清楚地表明：我们既应当向

凯撒纳税，也应当向上帝保持忠信。 

第二拨来试探耶稣的人是撒都该人。我们知道撒都该人拒绝和否认死人

复活的事。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所以他们来到耶稣跟前提问说：“夫子，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娶了妻，他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

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现在有一家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

那七个人都娶了她却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请问：当复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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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

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岂不知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使一样吗？”

他们都要敬拜羔羊。耶稣继续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

吗？当摩西站在燃烧的荆棘跟前，上帝对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

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耶稣解释说：“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

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活人。他们在天堂里。他们都要复活。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拨试探者，一群文士。他们通晓律法，所以跑来问

耶稣：“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呢？” 耶稣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

己。”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把这两条诫命分开；它们是一体的，因为你

如何尽心尽意地表现对上帝的爱呢？唯有通过爱你的邻舍。 

耶稣继续警告这些文士。祂抛出一个问题：“你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

子孙呢？大卫既自己称基督为主，基督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是的，基

督是大卫的子孙，但透过信心，大卫能够看到基督要在天堂、在荣耀里作他

的主。耶稣又转向门徒，警告他们要防备文士。因为文士喜欢身穿长衣游行，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他们的祷告就

是作秀，不是由心发出，而是虚情假意。要小心，不要被他们欺骗。 

耶稣坐在圣殿外面，对着银库，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的人投的多，

有的人投的少。祂看到有一个穷寡妇走近银库，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

两枚硬币。耶稣叫门徒来，对他们说：“看看这个女人，她投入库里的，比

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那些人奉献的数目虽然可观，但都是从自己的富余中

拿出一小部分而已，留下来的是大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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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投上了。”耶稣的言下之意是：穷寡妇的奉献为上帝所悦纳，因为她是

从心里做的，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不是出于责任。这也是对你我的提醒：

当我们向上帝奉献，或者为了祂的圣工而捐献，我们应当持有这样的态度：

就是不算计我们给出去多少，而是要给的甘心乐意。因为上帝说，祂要祝福

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人。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