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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课 

耶稣最后的教导 

 

当耶稣洁净圣殿，导致犹太领袖对祂的敌意加深之后，耶稣又给这些人讲

了另外一个比喻，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拒绝祂，上帝也会拒绝他们。 

当时，耶稣的敌人作了几次尝试，想抓住耶稣的话柄。有一群人问耶稣关

于纳税的问题，希望祂的回答陷入两难，要么让自己与犹太人为敌，要么让

自己与凯撒为敌。撒都该人问耶稣关于复活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

最后，一个律法师提了一个关于最大诫命的问题，这是犹太人之间经常争论

的话题。 

 

 

A. 凶恶园户的比喻 – 阅读《马可福音》12:1-12 

 

勾选出正确答案： 

1. 在这个比喻中，有一个人 

a) 栽种了一个葡萄园。 

b) 买了一块地。 

 

2. 当这个人去外国旅行时，他 

a) 留下他的儿子照看葡萄园。 

b) 将葡萄园租给了一个园户。 

 

3. 当这个人打发仆人们去葡萄园收取果实的时候， 

a) 园户打伤了一些仆人，甚至杀了另一些仆人。 

b) 仆人们不诚实，私自留下了一些果实肥己。 

 

4. 这个人最后打发谁去，认为园户们会听从呢？ 

a) 他打发自己军队的首领去。 

b) 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去。 

 

5. 当园户们杀了这个人的儿子，他会怎么做呢？ 

a) 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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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要回来，自己照管葡萄园。 

 

6. 耶稣提到被匠人所弃的石头，他指的是： 

a) 犹太领袖们会弃绝基督。 

b) 犹太人所杀害的先知们。 

 

7. 匹配下列名词，解释比喻中各种元素的属灵含义。 

a) 葡萄园    __________ 先知 

b) 园户    __________ 上帝 

c) 主人    __________ 耶稣基督 

d) 仆人们    __________ 犹太民族 

e) 儿子    __________ 犹太领袖 

 

B. 不同群体对耶稣的提问 – 阅读《马可福音》12:13-44 

 

回答问题： 

1. 谁来到耶稣那里，“要就着祂的话陷害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关于纳税，他们向耶稣抛出了什么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耶稣如何回答他们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为什么撒都该人问关于复活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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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他们的问题，“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耶稣是怎样回答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耶稣从旧约里引用了什么例子来表明死后有复活？以及上帝是活人的上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根据耶稣所说的话， 

a) 第一条诫命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第二条诫命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文士说，爱上帝又爱人如己，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好得多。 

9. 文士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大卫说基督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那个穷寡妇往圣殿的银库里投了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为什么耶稣说她所投的，比那些富人们所投的更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这教导我们什么关于奉献的功课？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讨论题 

 

1. 关于拒绝福音，耶稣的话对我们有什么警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我们应当如何奉献、以及奉献多少的事上，耶稣的话如何教导我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