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最後一週 (第二課)

高洛安牧師

5-20-2012

第二課 – 耶穌論最大的誡命、基督與大衛的關係、論假冒為善、稱讚寡婦的
奉獻，耶穌論要來的事
上週 Home Works:
1. 比較馬太，馬可和路加福音，在潔淨聖殿(經文：太 21:10-17; 可 11:1517; 路 19:45-46)其中那一段話是馬太獨家記載的？這段話中，小孩子和祭
司長、文士，有怎麼樣的對比？
2. 試找出舊約中『無花果』代表以色列國的經文？
3. 背頌經文：『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了讚美』 (太 21:16)

本週 Home Work
1. 請用自己的話講出『 盡心、盡性、盡意、盡力愛主』的意思？
2. 請用 Chiastic (平行交錯式結構)找出法利賽人七禍之重點？
3. 試以自己的經驗描述一下『凡自高的，必降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太
23:12)？
4. 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來，顯大神蹟、大奇事，連選民也被迷惑了。試說說
你對神蹟奇事的看法？
5.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臘人是求智慧，(林前 1:22)你怎麼判定真、假先知？
怎麼檢驗奇事是從神來的？
6. 試用『那時』把馬太福音 24 章 15–31 重新分段？
背頌經文：『耶穌對他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
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兩條誡命是律法和
先知一切道理的總綱。」(太 22:37-40)
本週題綱：
一、 耶穌論最大的誡命
二、 論基督與大衛的關係
三、 論假冒為善
四、 稱讚寡婦的奉獻
五、 耶穌論要來的事
a) 再臨的預兆(普通預兆)
b) 再臨的預兆(特殊預兆)
c) 儆醒的勸勉
d) 十個童女的比喻
e) 分銀子與算賬的比喻
f) 分別綿羊與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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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一、 耶穌論最大的誡命
經文：太 22:34-40; 可 12:28-34; 路 20:39-40
可十二：28 “有一個文士來，聽見他們辯論，曉得耶穌回答的好，就問他說：
『誡命中哪是第一要緊的呢？』
他們希望從主耶穌的回答中找出祂對聖經中的誤解，故問主耶穌哪是誡命中最
大的（實意是甚麼原則使誡命成為大的），但主耶穌精簡地答出，指出盡心、
盡性、盡意及盡力愛主你的 神為最大的誡命，其次也相仿的是愛人如己（即
前者的外在表現），故主耶穌所答的實是律法的精意是「愛」。
根據文士的研究，舊約里共有 613 條誡命，248 條是肯定性的，365 條是否定性
的。想從這些瑣碎的規則與條例中找出那條重要不是件容易事。但是更難的
是，要把它們『活』出來。
壹〉文士〈馬太福音 22:35 稱他是律法師〉他問耶穌的動機是甚麼？問了一個
甚麼問題？〈路 22:35,36〉
貳〉耶穌的回答是？〈可 12:29〉
參〉耶穌回答後，文士對耶穌話，延伸了甚麼？加強了甚麼？〈可 12:32,33〉
肆〉文士的話內容可歸納出那兩大點？耶穌誇他什麼？〈可 12:34〉
伍〉『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力，愛主 - 你的神』，出現在舊約那裡？
(申 6:4-5)
陸〉請用自己的話講出『 盡心、盡性、盡意、盡力愛主』的意思？ H.W.
柒〉『要愛人如己』 ，出現在舊約那處經文？(利 19：18 )
捌〉『你離上帝的國不遠』等不等于進入神的國？Why?
玖〉 請問：人要怎樣才能進神的國？(約 3：5)

二、 論基督與大衛的關係
經文：太：22:41-46; 可 12:35-37; 路 20:41-44
當主耶穌問及他們對關乎基督（彌賽亞）的意見如何？
他們不假思索的指出祂是「大衛的子孫」，
但當主耶穌問及第二個問題時，基督既是大衛的後裔，又為何被大衛稱作
「主」呢？他們不能作答了，
主耶穌要顯明他們對彌賽亞本身都不明瞭，故他們是有很多的「問題」了！
壹〉 耶穌問法利賽人一個什麼樣的問題？(太：22:42; 可 12:35; 路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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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大衛被聖靈感動，怎麼對他的主說？(太：22:44; 可 12:36; 路 20:42)
參〉 大衛既自己稱基督為主，基督又怎麼是大衛的子孫呢？(羅 1:3-4)
除非他們承認『基督』是神的兒子，否則無法回答這問題
結果：他們非但得不著可以控告主耶穌的把柄，反而藉此顯出主耶穌是完美
無缺的，及沒有錯處的，祂是無瑕疵神的羔羊足夠資格來代贖！

三、

論假冒為善

經文：太 2３:1－39; 可 12:38-40; 路 20:45-47

因法利賽人將宗教的實質改變了，只注重外表和形式。這樣的宗教不
能使人得益，並且是多方面的反對真理，與他們的祖宗殺害先知沒有
兩樣。更嚴重的是法利賽人利用宗教去賺取個人的利益。
所以主耶穌在指斥他們的惡行後，卻稱讚那窮寡婦的真誠奉獻。
我們的主是那鑑察人心肺腑的主，人的行為祂都量度！
壹〉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論誰？(太 23:2) 文士和法利賽人坐在摩西的位
上指的是什麼？
貳〉 耶穌對眾人和門徒說不要效法法利賽人的行為是因為？(太 2３:3-5)
參〉 找出『佩戴的經文』的原先的用意？(出 13:16)(申 11:18)
你們要將我這話存在心內，留在意中，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
文；羊皮或牛皮製成的小匣子，內有一片羊皮上有四段經文
出 13:2-10;
出 13:11-16;
申 6:4-9;
申 11:13-21
肆〉 找出『衣裳的繸子』的原先的用意？(民 15:38,39)
法利賽人作這一切的事為了是要人看見
繸子的用意：提醒以色列人要遵行耶和華神的一切命令
伍〉 試以自己的經驗描述一下『凡自高的，必降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太 23:12)？ H.W.
陸〉 試簡述法利賽人七禍？(太 23:13-36) ？
XX 之子表示他繼承了 XX 的特性
不是金子大不是禮物大，而是叫金子成聖的，使禮物成聖的殿是大的
每年逾越節前一個月，猶太人粉飾墳墓怕朝聖者跌入沾染污穢成為不潔
柒〉 請用 Chiastic (平行交錯式結構)找出法利賽人七禍之首？H.W.
介紹 Chiastic (平行交錯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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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又看見一個新天新地（啟 21:1a）
B 先前的天地已過去（21:1b）
C 海也再沒有了（21:1c）
D
我又看見新耶路撒冷（21:2）
D
我聽見…神的帳幕在人間（21:3）
C 沒有眼淚、死亡…（21:4a, b）
B 以前的事都過去了（21:4c）
A 我將一切更新了（21:5a）
捌〉 耶穌對耶路撒冷的嘆息中，祂預言了那兩件事？(太 23:38,39)

四、 稱讚寡婦的奉獻
經文：可 12:41-44; 路:21:1-4
壹〉耶穌怎麼看『奉獻』的多、少？(可 12:44 路 21:4) 從耶穌的眼裡，寡婦
投入了多少錢？(可 12:44b; 路 21:4b)
貳〉奉獻的真意義是甚麼？(林後 9:7)
參〉在聖經中神對我們的什一奉獻有什麼樣的應許？(瑪 3:10)
肆〉保羅在供應聖徒的事上稱讚的那個教會，他們在窮苦的狀況下還怎樣？
(林後 8:1)
伍〉銀庫(可 12:41)是收奉獻的容器設在聖殿，起源自何時？(王下 12:9)

五、 耶穌論要來的事
壹〉 預言聖殿被燬 (普通預兆：在每個世代都可能出現)
經文：太 24:1-14; 可 13:1-13; 路 21:5-19
1) 耶穌預言聖殿將來的遭遇會怎樣？(太 24:2)
2) 門徒中那四位門徒(可 13:3)暗暗地來問主那兩個問題？(太 24:3)
3) 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主降臨前有九個普通預兆是那些？(太
24:5,6,7,9,10,14) ？(特殊預兆在太 24:15-28) 基督的教導我們甚麼？
(太 24:4; 可 13:5; 路 21:8)
4) 自災難的起頭 到 末期纔來到(太 24:8; 24:14)，聖經中稱這段時期是什
麼？(太 24:21; 可 21:23)
5) 人們把你們拉去交官的時候，不要憂慮說甚麼, Why？(可 13:11; 路
21:15)神的應許又是甚麼？(路 21:18)
6) 在這個處境的基督徒應該如何？〈太 24:13; 可 13:13;路 21:19〉
7) 主的降臨和世界的末了的關係？
主降臨在空中↓ 主駕雲降臨在橄欖山↓← 世界的末了
┼教會時代↑ 七

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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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再臨的預兆(特殊預兆)
經文：太 24:15-31; 可 13:14-27; 路 21:20-28
預言重點不是像算命一樣，要人預先明白一切的細節。而是要人得著激勵
與安慰，在熬煉中堅持聖潔，終究可以明白預言背後的意義！
我們在環境艱困時要常存忍耐！
不是與環境妥協變成在主裡跌倒的人？
1)『那行毀壞可憎的』，聖經出處？(但 12:11)
「一千二百九十日」：由安提阿哥四世污穢聖殿到潔淨聖殿後恢復敬拜儀
式，大約有 1290 日。
大部分的學者認為這是指「敵基督」，也有人認為是指羅馬軍團的旗幟。
西元七十年羅馬軍攻打耶路撒冷時，耶路撒冷教會正視這個警告，提
前逃到約但河外的彼拉去了。
2) 你們看見耶路撒冷被兵圍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場的日子近了(路
21:20)。
所以，耶路撒冷城的燬滅也關係著世界的末了。
所以我們當為耶路撒冷求平安？(詩:122:6)
耶路撒冷城好像是世界的心臟一樣！
3) 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不遇見冬天或是安息日。(太
24:20; 可 13:18;)
因為：『在冬天這個季節中，巴勒斯坦會有暴雨使河水高漲，無法越過，
會阻攔人們的避難』，還有在冬天或安息日，沒有人能伸出援手！
4)
5)
6)
7)
8)
9)

聖經怎麼形容這個『大災難』？(太 24:21; 可:13:19)
『災難』以後自然界的變化？(太 24:29;可 13:24,25;路 21:25,26)
上帝因為「選民」的緣故把災難的日子怎樣了？若不的話又會怎樣？
(太 24:22; 可 13:20)
若有人對你們說：『基督在這裡』，或說：『基督在那裡』，你們要
怎樣反應？(太 24:23;可 13:21,22)
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來，顯大神蹟、大奇事，連選民也被迷惑了。
試說說你對神蹟的看法？ H.W.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臘人是求智慧，(林前 1:22)你怎麼判定真、假
先知？怎麼檢驗神蹟是從神來的？ 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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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降臨，也要這樣。意思是耶穌再臨的
公開性與不容置疑。無須假手他人的報信！
災難一過去，地上的萬族要哀哭，他們要看見人子駕著天上的雲降臨，這
究竟指的是哪一段事？這就是解釋的困難所在。
雖然我們對末日的經過無法明確的有個統一的答案，但是面對末日所應該
採取的儆醒態度來過每一天的生活卻是可以肯定的。
10) 試用『那時』把馬太福音 24 章 15–31 重新分段？H.W.
參〉 儆醒的勸勉
經文：太 24:32-51; 可 13:28-37; 路 21:29-36
(勸勉一) 無花果樹的比喻(太 24:32-36;可 13:28-32;路 21:30-33)



樹生枝葉→就知道夏天近了(太 24:32)
看見這些兆頭的該知道什麼？(太 24:33) (指普通預兆和特殊預兆)

門徒既然有能力看無花果樹的枝葉狀況，知道夏天近了，也應該可以
看出耶穌再來的日子近了。
這裡提到無花果樹發芽，當然在巴勒斯坦地帶無花果樹是蠻普遍的植
物。不過因為無花果樹是以色列的國花，舊約中也常已無花果樹來代
表以色列國，因此常常有人把這一段解釋成看到「以色列復國」時，
末日就快到了。
這樣的解釋法是不是很確定是耶穌本來的意思，還是後人附會的，我想一
時也難有答案。既然聖經從不鼓勵我們猜測末日的時間，我們還是姑且聽
之，存著儆醒的心面對每一天的生活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神必保守選民免
滅亡 (太 24:34)
「世代」：舊約裡大致上是以「四十年」為一世代。如果是這樣解釋的
話，那「這些事」指的可能是「耶路撒冷被毀」一事。
也有可能指的是選民不會過去，神必保守選民免滅亡。
神的應許是不會改變的(太 24:35; 可 13:30; 路 21:33)，人子復臨的主權
在神(太 24:36;可 13:32)因為那日子，那時辰，沒有人知道，連天上的使
者也不知道，子也不知道，惟獨父知道。(太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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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有人居然自認自己可以清楚耶穌降臨的時間（或者世界末日的時
間），顯然都不符合聖經的說法。
(勸勉二) 挪亞的日子(太 24:37-44)
人子的降臨是在不知不覺中，是在人的日常生活中臨到。祂的降臨是肯定
的；但是那日子那時辰沒有人知道，連人子也不知道，唯獨父知道。所以
要警慎儆醒禱告。
1) 人子的降臨的時候也是審判的時候。何以見得？
兩個人在田裡的，取去一個撇下一個。兩個女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
個。好像挪亞時代，不知不覺洪水來了，把他們全都沖去。
被去→(沖去)→受審判。被撇下→(餘民)→進天國
2) 挪亞的日子在路加福音把它比作什麼？(路 21:34b)
(勸勉三) 忠僕和惡僕提醒我們要儆醒(太 24:43-51; 可 13:34-37)
從這兩個例子中我們學到，對於一件不知道什麼時候但是一定會發生的大
事(如地震)正確的態度應該是作好自己的本份
3) 該如何作才能逃避這一切要來的事得以站立在人子面前？(路 21:36)
4) 主人處治惡僕人要定他和什麼樣的人同罪？(太 24:51)
5) 試用(太 24:45-49)比較忠僕和惡僕在心態，處事，待人和得獎懲上
差距？
忠心的僕人和惡僕讓我們看到同樣都是僕人，惡僕的表現是：





心態：我主人必來的遲
處事：和酒醉的一同吃喝
待人：動手打他的同伴
得獎懲：惡僕要被重重的處治

肆〉 十個童女的比喻 (兩種的等待：消極與積極的等待)
經文：太 25:1-13;
 聰明的：縱使新郎延遲，也作好了積極的準備；
 愚拙的：只能在新郎準時到達時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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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的和愚拙的都打盹。可是，一但新郎出現；
 那有預備的和沒有預備的就要顯明出來。
1) 此處比喻彌賽亞為新郎，這觀念來自於？(賽 62：5; 何 2:19)
2) 主對『沒有積極預備的』怎麼說？(太 25:12)
3) 結語告訴我們面對主的再來該有的態度是？(太 25:13)
伍〉 分銀子與算賬的比喻
經文：太 25:14-30;
在天國延遲好像新郎延遲的思路下，耶穌又用了一個『主人往外國去的比
喻』，臨行前把家業按著才幹交給了三個僕人。
1) 主人回來後誇獎那領受五千和兩千的僕人，因為他們各自又賺了五千
和兩千。卻責備那領受一千兩的，因為他怎樣？(太 25:24)
2) 主人如何誇獎那領受五千和兩千的僕人？(太 25:21, 23)
3) 主人如何責備那領受一千兩的？(太 25:26,27)
4) 主人如何重新分配家業呢？(太 25:28,29)
5) 主人如何處置這種無用的僕人？(太 25:30)
教會要復興當然需要有五千和兩千的僕人，但是更需要的是要把那一千兩
的僕人也復興起來！
陸〉 分別綿羊與山羊(此段應該是接在太 24:31 之後, 中間加入了幾個比喻)
經文：太 25:31-46;
『當人子在他榮耀裡、同著眾天使降臨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來，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
一般』這是審判萬民的時候。
1)
2)
3)
4)

審判萬民的時候：好像甚麼？(太 25:32b)
此時同著眾天使降臨的人子又被稱為甚麼？(太 25:34) 王
對綿羊稱許的重點有那些？(太 25:35-36)獎賞是？(太 25:34)
對山羊責備的重點有那些？(太 5:42-43)刑罰是？(太 25:41)

愚拙的童女，一千兩銀子的僕人以及被判定為山羊的萬民，他們並不是惡
貫滿贏，乃是他們對『神的再來不相信、不認真、不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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