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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耶利哥城的遗址

吉姆利带着住在耶路撒冷城的表姐阿维拉，从新耶利哥城出发，
去古老的旧耶利哥城遗址。吉姆利十二岁了，阿维拉比他大两岁。逾
越节快到了，阿维拉的妈妈先回耶路撒冷去了。阿维拉会和舅舅亚
勒、表弟吉姆利一起去耶路撒冷过节。临行前，吉姆利特意带阿维拉
来看看旧耶利哥城的遗址。

两个孩子走得很快，马上就要到旧耶利哥旧城遗址了。吉姆利指
着前面的一口水泉，对阿维拉说：“阿维拉，这就是以利沙泉。”

阿维拉高兴地说：“哇，这就是以利沙泉啊！爸爸告诉我，在先
知以利沙的时候，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连种地都不行。城里的人就
去找以利沙，以利沙让他们用一个新的瓶子装上盐给他，他把盐倒在
水里，发苦的泉水变成甜的啦！耶利哥城的庄稼也不再会没成熟就枯
萎了，好奇妙啊！”

阿维拉一边说，一边坐下来，仔细观看着泉水。吉姆利捡起一块
小石头，轻轻地扔进了以利沙泉里，他有点沮丧地对阿维拉说：“生



活在那个时候啊，真好！可以看到先知，和先知行神迹。可现在，在
这里，再也看不到先知，也没有神迹了。”

阿维拉就问吉姆利：“最近这里不是出了个约翰吗？吉姆利，人
们都说他是先知呢！”

“啊，约翰啊！他可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呐！”一提到施洗约翰，
吉姆利就高兴起来。“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我还跟他一起抓过蝗虫，在岩石中找蜂巢。那个时候啊，我好开心
啊！他对我们真的很好！唉！但是，希律王竟然杀了他！” 

“嘿！”吉姆利把手中的石头，用力地朝东边，约旦河那个方向
扔出去。然后，回过头对阿维拉说：“别再提约翰了，阿维拉，说起
他我心里就难过得很！”



阿维拉站了起来，对吉姆利说：“那，我们还是快去旧耶利哥城
吧！”

吉姆利就指着西北方向，说：“看，旧耶利哥城就埋在那个大土
堆下面。我们差不多到了。”

阿维拉抬起头，看着覆盖着古老旧耶利哥城的大土丘，对吉姆利
说：“快，我们过去看看。”

两个孩子来到大土丘下，阿维拉感叹地说：“吉姆利，我真希望
我就是当时约书亚的士兵，每天绕城，等第七天，祭司吹角的时候，
亲眼看见耶利哥高大的城墙在呐喊声中倒塌。他们一定就像这样呐喊
的。嘿—！嘿—！”

吉姆利笑着说：“唉，你的声音不像！他们的声音一定是很雄壮
的。” 

“哦！”于是，阿维拉压低了嗓子，用力地叫着：“嘿—！嘿
—！”

“哈哈哈！这声音也不像！哎，阿维拉，我们一起喊吧！当我们
就是约书亚的军队，我们一起喊，然后就当城墙倒塌了，我们就冲上
去！”

阿维拉有点担心地问：“要是别人看见，会不会不让我们上去
呀？”

“哦，那我们可以悄悄地绕着土丘走，就好像呢，我们在找什么
东西一样。然后，到了没人的地方，我们就喊！”

于是，吉姆利带着阿维拉绕着覆盖着古老耶利哥城的大土丘走。



看看周围没什么人，吉姆利就朝阿维拉点点头，于是，两个人就大声
地呐喊起来：“哦—！哦—！”

然后，他们就一起往土坡上冲。冲上了土坡顶以后，阿维拉和吉
姆利喘着气倒在地上，大声地笑着。“哈哈哈哈！”

过了一会儿，阿维拉和吉姆利坐起来，从高高的土丘朝四周看。

吉姆利指着东南边远远的那座城，对阿维拉说：“你看那边，那
里就是我们住的新耶利哥城。”

阿维拉就说：“其实，我挺喜欢耶利哥城的，它很美丽！城里爬
藤的花有红的、粉的、紫的，还有白的！还有很多大桑树给城里的道
路遮荫，我还喜欢那些长着大枣的高大的椰枣树。”

“诶，椰枣树。这倒提醒我啦！”吉姆利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
了几个粘乎乎的枣子，“来，阿维拉，我口袋里有一些枣子。” 

吉姆利分了几颗给阿维拉，然后，把一颗枣子塞进自己的嘴
里，“嗯，这枣子真好吃！”吉姆利吃完了枣子就问阿维拉：“你能
看到希律王修建的冬宫吗？阿维拉。”

“能看到啊！我还看见城门呢！”

“对，我也看到城门了。每个城门都有税吏收税。我最讨厌那些
为罗马人收税的税吏了！他们是罗马人的走狗。”

阿维拉点点头，说：“对，他们都很可恶！明明是以色列人，还
为罗马人收税。听说，罗马人会把收税的工作交给那些能上交最多税
钱的人。所以，税吏们会想方设法地多收税，然后去讨好罗马人。”



吉姆利继续说：“你知道吗，阿维拉，在南边税关收税的矮子，
叫撒该。你不会想到这个矮子有多坏！他不但多收税交给罗马人，还
为自己多收税呢！他凭着自己的权力，想要收多少就要你缴多少。你
缴不出来，他又敲诈又勒索。城里没有人不恨他的。”

忽然，阿维拉站起来，仔细地听着什么，“嗯，吉姆利，你听到
什么声音了吗？好像有很多人在说话。” 

吉姆利也站起来，仔细地听，又在土丘上往四面八方看。很快，
就看见有一大群人朝新耶利哥城走去。

“哇，好多人哪！”吉姆利说，“他们都往耶利哥城走，他们应
该是上耶路撒冷过节的。嗯，好些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都会经
过耶利哥的。”

阿维拉远远地望着人群，说：“我也快回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了。
吉姆利，这次可以和你和舅舅一起回耶路撒冷，我真的很高兴！”



吉姆利就说：“我们也好久没见姑父……哎，你看！”吉姆利话
还没说完，就指着远处的人群，激动地叫了起来：“阿维拉，你看！
你看！那，那走在前面的不是耶稣吗？我认得祂，还有祂的门徒，你
看，安得烈、约翰。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的时候，我就常看到他们
哦！诶，你看还有彼得、雅各，我也见过他们。”

阿维拉也激动地说：“哦，那我们赶紧下去，跟他们一起回耶利
哥城啊！走！”

“好的！”

吉姆利和阿维拉就飞快地冲下了古耶利哥城的大土丘。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加福音：19章2节



问题

1 在以利沙时代，耶利哥的水泉发生了什么？

2 在约书亚时代，耶利哥的城墙发生了什么？

3 耶利哥的每个城门都有什么人在那里？

4 为什么有一大群人来到了耶利哥城？

5 如果有人欺负你或亲自侵占你的利益，你会有什么反应？



2
税吏长的家

税吏长撒该坐在耶利哥城南城门的税关上，他的几个手下正忙着
盘查要进城的人。

撒该低着头，手里拿着笔，但是他并不是在写什么，而是低声痛
苦地对自己在说话：“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为什么人人都讨厌
我？我是这里的税吏长啊！所以我要很努力地工作，因为我是给了罗
马人一大笔钱，才当上税吏长的。当然了，我也要为自己收更多的
税，因为这些也是我作税吏长应该得到的啊！要不然，我怎么会有那
么漂亮的房子呢！”

撒该眼前闪过一副让他安慰的画面，那是他奢华的家。忽然，两
个孩子从撒该身边跑过，喊着说：

“强盗！叛徒！骗子！”
“强盗！叛徒！骗子！”



让撒该感到安慰的画面一下子在他眼前消失了，他又回到现实
中。撒该知道孩子们是在骂他。他也看见在路上对他指指点点，他知
道他们在远处指责他、嘲笑他。是的，撒该不受人们的欢迎，大家对
他都是不理不睬的。那些走路躲着他的人，已经算是对他最客气的人
了。

撒该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唉，我真羡慕我的邻居亚实别。孩
子们只要在路上看见他，都会飞快地跑到他那里去，向他问好。他们
会说：‘亚实别先生，你好！’亚实别就会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些好东
西给孩子们。那些孩子还会陪着亚实别走好长一段的路，他们一路说
个不停，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撒该低下了头，继续对自己说：“可是，这些孩子一看见我，就
跑了。不但跑，还骂我是‘强盗、叛徒、骗子’。罗马人不可能把我
当朋友，他们只是在利用我。而我身边的人也都骂我，连那些孩子也
瞧不起我。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作我的朋友吗？我的心
里头好苦啊！有谁能帮助我呢？唉……”撒该又叹起气来。

一个正要走进耶利哥城的男人，一边打开口袋接受检查，一边对
撒该手下的差役说：“我今天没带什么货物，不需要交税的。” 



那个男人很快地收起了自己的口袋，很得意地对差役说：“我就
知道从南门进城的人不多，我就特别从这里进城。你知道吗，有一大
群人，从加利利那边来的人正从北门进城呢！那里的税关可够忙的
了。要是我从那里进城，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差役问：“是那些做生意的人吧？”

那个男人回答：“不是，是拿撒勒人耶稣和一大群祂的追随者。
我猜呀，他们是要去耶路撒冷。哦，我还听说呢，耶稣是一路传道过
来的。” 

差役有点摸不着头脑地说：“现在离逾越节还有一段时间呢！现
在就去耶路撒冷过节，这是不是早了一点啊？”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啊，现在北城门会挤得水泻不通
呢！哪能那么快进城啊！”那个男人背上口袋，高高兴兴地进城去
了。



撒该听到了那个人和他手下差役的对话，马上从位子上站了起
来。他激动地一边踱步，一边对自己说：“诶，我听说拿撒勒人耶稣
在伯大尼曾经让死人复活呀！啊，听说祂很有能力！祂能治好瞎眼
的、瘫痪的，还赶出人身上的鬼。啊，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来耶利
哥！啊，我一定要见见祂！我一定要见见祂！祂一定能帮助到
我。”撒该嘴里嘟囔着从税关上下来，甚至没有对手下的差役交待什
么，就急急忙忙地往北边城门跑去。

他很快地穿过耶利哥城的街道，他发现很多人像潮水一样涌上了
街头。很快，街道上就充满了人群说话的嘈杂声和孩子们的叫嚷声。
撒该急忙往前跑，他要看看耶稣是不是已经进城了。他看到北城门的
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撒该灵机一动，转过身，
拼命地往人群的前面跑。他看见前面路旁有一棵高大的桑树，它那粗
大的枝干伸向街道，几乎可以到达街道的另一边了。于是，撒该急忙
爬上了桑树。这一下，没有人能够挡住他的视线了。



人群沿着耶利哥城的街道，快速地向撒该的方向移动过来。撒该
伸长脖子望着，尽量想从移动的人群中找到耶稣。

撒该自言自语地说：“嗯，我看哪，耶稣一定是孩子们跑在祂前
面的那一位。啊，祂看起来那么有能力，而且又那么亲切。祂应该不
会不理我。我要见祂，我一定要见祂。但是，耶稣身边有这么多的



人，我的个子又这么矮，我怎么可以去到祂身边呢？”

人群来到了撒该坐的桑树下。这时，耶稣抬起头，看着撒该，对
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

“啊？耶稣在跟我说话？祂认识我！祂也知道我的名字！啊，祂
说要住在我家！耶稣要住在我家！耶稣要住在我家！”



撒该急忙从桑树上下来。人群在撒该面前让开一条路。撒该就欢
欢喜喜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带着耶稣往家里走去。

在人群中，马上传来了很多的议论。
“耶稣难道不知道撒该是什么人吗？”
“耶稣不是先知吗？祂怎么连好人、罪人都分不清？”
“耶稣竟然要到撒该这个罪人家里去住！”
“是啊，我们城里难道没有敬虔人了吗？”

众人一直跟着耶稣，往撒该的家走去。耶稣和跟随祂的人进了撒
该的家。

撒该就吩咐仆人，拿水给耶稣和跟随祂的人洗脚。等耶稣坐下
来，撒该就来站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要把家产的一半分给
穷人。以前，我敲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



耶稣对众人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在场的每个人都看到了，从来没有在撒该脸上出现过的笑容。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加福音：19章1-10节



问题

1 撒该做了什么让他见到耶稣？

2 耶稣看见撒该对他说什么？

3 撒该答应耶稣他现在会做什么？

4 你觉得撒该为什么要见耶稣？

5 为什么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3
奇妙的神迹

吉姆利和阿维拉看着耶稣进了撒该的家。吉姆利就说：“阿维
拉，我们回家去吧！”

阿维拉点点头说：“好的，舅舅应该在等着我们回去吃晚饭
了。”

吉姆利一边走，一边生气地说：“哼，耶稣怎么会住在撒该家里
呢？怎么会住进他的家呢？真让人不明白。”

阿维拉回答：“我看见旁边有些人也很生气呢！”

吉姆利好像没有听到阿维拉的话，他继续说着：“哼，这个撒该
真是该杀！他经常敲诈我们。我爸爸上次运货进城，他那天突然增加
税钱。大家都知道，多收的钱都是进了他的口袋。但是，也只有给他
啦！哼，耶稣怎么会住进他的家呢？难道耶稣不知道撒该有多坏
吗？”

吉姆利越说越生气，和阿维拉加快脚步，回到家里。

晚饭以后，大家正准备休息了，突然有人敲门。



吉姆利就对父亲亚勒说：“爸爸，有人敲门。”

亚勒一边朝门口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么晚了，是谁
啊？”

亚勒打开门，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袋子，站在门外。

亚勒问他：“你是？”

那人很客气地说：“你是亚勒先生吧？这是我主人撒该让我来还
给你的税钱。”

亚勒疑惑地说：“还我税钱？这，这是……”

“哦，是这样的。” 撒该的仆人说，“今天，耶稣来到了我主
人家住。我主人对耶稣说：‘他要把家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如果他以



前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那，这些钱是他多收你税的四倍。你数数吧，应该不会错的
啦。我主人记账是非常准确的，而且每一笔都很清楚。”说着，就把
手中的袋子举起来。

亚勒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撒该的仆人把钱袋塞到亚勒手上，
说：“哦，亚勒先生啊，我得赶紧回去了，主人那里还有很多事情要
我做呢！好了，这钱你就拿去，晚安了！”然后，他就转身走了。

亚勒拿着钱袋，对站在身后边的吉姆利说：“天哪，耶稣到底对
撒该做了什么？他居然能够把多收的税钱还给人？而且还还了四
倍！”

亚勒提着钱袋回到屋里，对全家人说：“这真是个奇迹呀！撒该
居然愿意把多收的税钱还出来，而且还四倍！这真是个奇迹呀！我们
一直听说耶稣能行神迹，可以医病，可以赶出污鬼，甚至使死人复
活。今天我看到了另一个奇妙的神迹！耶稣把一个人人都讨厌的罪人
变成了好人呐！”

吉姆利小声地对阿维拉说：“真没想到啊，撒该这么快就能改变
了。”

阿维拉也说：“而且改变得这么彻底！”

然后，吉姆利说：“阿维拉，我们赶快去睡觉，明天一早再去找
耶稣！”

第二天一早，吉姆利手里拿着妈妈包好的午餐从屋里走出来，对
阿维拉说：“这是妈妈包好的午餐，到中午我们一起吃。”



阿维拉高兴地说：“嗯，太好了，我们走吧！”



吉姆利和阿维拉刚走上街，就听见远处人群的嘈杂声。他们急忙
往声音的方向跑去，很快就看见正朝城门口移动的人群。他们就赶紧
跟上人群

人群走出耶利哥城门的时候，坐在城门口讨饭的瞎子巴底买就问
人说：“怎么有这么多人呢？怎么有这么多人呢？快告诉我，是谁经
过城门。”

“哦，那是耶稣经过这里。”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吗？我听说祂能行神迹。”巴底买激
动地说。

“是啊，是能行神迹的拿撒勒人耶稣。”

巴底买一听，就喊了起来：“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可怜我
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可怜我吧！”

周围有很多人马上就制止他：
“别喊了，别喊了！”



“你这个臭要饭的，你有什么资格找耶稣！”
“耶稣怎么会有功夫理你啊？”
“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别耽误祂！”
“这人真讨厌！”

人们越不让瞎子巴底买喊叫，他就越是大声地喊着说：“可怜可
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耶稣在人群中站住，对身边的人说：“请把他领过来。”

站在巴底买身边的人对他说：“好啦好啦好啦，别叫啦！耶稣叫
你去哪！快站起来，快站起来，到耶稣身边去吧！”

巴底买就扔下身上披的外袍，跳了起来，跟着那个人来到了耶稣
跟前。人群都安静了下来，看耶稣要做什么。

耶稣问巴底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巴底买回答说：“我的主啊，我要能看见！”

耶稣把他的眼睛一摸，对他说：“你可以看见了。你的信救了
你！”

巴底买立刻就能看见了，他就跟随了耶稣，并且一路上大声地赞
美、感谢上帝。看见的人也都一起赞美上帝。

吉姆利又惊又喜地对阿维拉说：“我终于亲眼看到神迹啦！我终
于亲眼看到神迹啦！耶稣一下子，就把巴底买的眼睛给治好了。啊，
真是太神奇了！”

阿维拉说：“是啊！不过，我看见巴底买喊耶稣的时候，旁边的
人都在责备他，制止他呢！”

吉姆利有点气愤地说：“就是嘛！那些人是觉得巴底买是个讨饭
的，瞧不起他。我从小就看见巴底买在这里讨饭。他什么都看不见，



他好可怜的！”

阿维拉说：“虽然那些人瞧不起巴底买，但是，耶稣一点也没有
嫌弃他。还治好了他的眼睛。”

吉姆利继续兴奋地说：“对呀，我也真为巴底买高兴！啊，我终
于亲眼看到神迹啦！耶稣一下子就把巴底买的眼睛给治好了，真是太
棒了！”

这时，阿维拉就问吉姆利：“吉姆利，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对巴底
买说了句什么？”

吉姆利回答说：“耶稣说啊，‘你可以看见了。你的信救了
你。’我听得很清楚的。”

阿维拉继续问：“那为什么耶稣要对巴底买说‘你的信救了
你’？可明明是耶稣治好了他呀！”

吉姆利摸摸自己的头，说：“啊，这个啊，这，这我也不知道
啊！”

“那是因为巴底买相信耶稣一定能治好他！”

“爸爸！爸爸，你怎么也在这里？” 吉姆利叫了起来。

父亲亚勒说：“我是来叫你们赶快回家。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耶
路撒冷。”

“明天！为什么？”吉姆利和阿维拉就一起问。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20章29-34节，路加福音：18章35-43节



问题

1 巴底买听到耶稣来了，他做了什么？

2 巴底买要耶稣做什么？

3 耶稣怎么医治巴底买的？

4 巴底买得医治后做了什么？

5 你认为为什么耶稣对巴底买说，“你的信救了你”？



4
不顾一切

阿维拉和吉姆利见到耶稣在耶利哥城门口，治好了讨饭的瞎子巴
底买的眼睛以后，阿维拉问吉姆利：“那为什么耶稣要对巴底买
说‘你的信救了你’？可明明是耶稣治好了他呀！”

吉姆利摸摸自己的头，说：“啊，这个啊，这，这我也不知道
啊！”

“那是因为巴底买相信耶稣一定能治好他！”

“爸爸！爸爸，你怎么也在这里？” 吉姆利叫了起来。

父亲亚勒说：“我是来叫你们赶快回家。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耶
路撒冷。”

“明天！为什么？”吉姆利和阿维拉就一起问。

亚勒回答说：“阿维拉的爸爸托人带口讯来，要我们早点儿去耶
路撒冷。所以我们明天就出发。”

吉姆利高兴地说：“嗯，太好了！我们要走快一点，赶上耶稣，
和他们一起进耶路撒冷。”

亚勒就说：“其实，我也有这个意思。昨天晚上，撒该的仆人把
多收的税款还了我四倍。我整晚都在想，耶稣居然能够改变撒该，耶
稣真不简单。如果我们能够和祂一起去耶路撒冷，一路上一定能看到



更多奇妙的事情。”

吉姆利很自豪地对父亲说：“爸爸，你知道吗，昨天我和阿维拉
看着撒该带着耶稣进他的家呢!”

亚勒说：“哦？我倒是想知道，这么大一个耶利哥城，耶稣是怎
么找到撒该的。”

阿维拉就说：“我们知道！昨天我们和耶稣他们一起进的城，看
见耶稣对树上的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
里。’撒该就急急忙从树上下来了。”

亚勒惊奇地问：“你说什么，阿维拉？撒该在树上？”

吉姆利说：“是的，爸爸，当时撒该就是在树上。”

亚勒自言自语地说：“撒该怎么会在树上？堂堂的税吏长在树
上？”

吉姆利就说：“爸爸，撒该不是长在树上，是爬到树上去的。”

亚勒说：“我知道。我是说，堂堂的税吏长在树上，不是长在树
上。是税吏长，在树上。我差点给你闹糊涂了。”

阿维拉说：“亚勒舅舅，那时，好多好多人围在耶稣身边，我和
吉姆利根本没办法靠近，只能远远地站着看。”

亚勒恍然大悟地说：“诶，这就对了。撒该的个子比你们高不了
多少，他当然也近不了耶稣的身边。所以他要爬到树上去看耶稣。这
也真难为他了。”

阿维拉说：“他是一定要见到耶稣，所以就不顾一切地爬上了



树。”

“诶，这就对了！”亚勒点着头说，“不顾一切地爬上了树。刚
才你们问，为什么耶稣要对巴底买说‘你的信救了你’吗？答案就在
那里。”

吉姆利问：“啊？你说答案在哪里？在树上？”

“你怎么老想着树呢？是‘不顾一切’！因为巴底买坚定地相
信，耶稣一定能帮助他，所以就不顾一切地呼喊耶稣。撒该也一样，
他相信耶稣一定能帮助他，所以就不顾一切地爬上树，都是因为他们
对耶稣有信心，并且把信心变成了实际的行动。”亚勒说。

“就是说，他们相信耶稣，并且不顾一切地去找耶稣，耶稣就让
他们所相信的实现了。对吧，亚勒舅舅？”阿维拉说。

亚勒高兴地说：“我相信就是这个道理了。好好好，吉姆利，阿
维拉，我们赶快回家收拾一下东西，明天一早就出发。”

第二天，一大早，亚勒和儿子吉姆利还有阿维拉一起出发去耶路
撒冷。到了傍晚，他们终于赶上了和耶稣一起的人群。



有一个人走出人群，问他们：“你们也是去耶路撒冷的吧？”

亚勒回答：“是的。我们今天一大早从耶利哥启程，一路赶来，
终于赶上你们了。”

那个男人高兴地说：“我也是从耶利哥来的，我叫亚实别。”

“我叫亚勒，很高兴认识你，亚实别！这是我的儿子吉姆利，我
的外甥女阿维拉。”亚勒说，“亚实别，你也是从耶利哥来的，那
么，前天晚上耶利哥城发生的事你都知道吧？” 

亚实别说：“你是说耶稣到撒该家住的事吗？我当然知道了，我
就住在撒该家的隔壁嘛。我看到啊，耶稣到撒该家以后，撒该就对耶
稣说：‘主啊，我要把家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我如果敲诈了谁，我就
还他四倍。’这真让人想不到啊！”

亚勒告诉亚实别：“你知道吗，撒该当晚就把多收我税钱的四倍
还给我了。”



亚实别也说：“撒该以前是个人人都讨厌的人，连小孩子都骂
他。耶稣完全改变了他呢！”

说着说着，他们来到人群中，就看到有些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讨
论着什么。

“要到远方去接受王位的，是指谁呀？”

“还有那个仆人是指谁呀？”

“这到底是不是说的真事呀？”

“还有还有，那个恶奴才，呃，到底是个什么人呀？”

“那个作王的还有仇呢？那仇敌是……”

“诶呀，哪个王没有仇敌呀？”

亚勒就问亚实别：“诶亚实别，他们在说什么？又是什么王啊、
仆人啊，还有什么恶奴才呀？”

“他们是在讨论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贵族要到远
方去接受王位，再回来。他呢，在临走以前，叫来了十个仆人，每人
给了一百银币，说，‘你们拿去做生意，等我回来。’这个贵族知道
有人恨他，不想他作王。结果，这个贵族还是得了王位回来了。回来
以后啊，他就把领银币的仆人都叫过来，问他们都赚了多少钱。第一
个仆人说：‘主啊，你的一百银币已经赚了十倍。’主人就
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你有权管十座
城。’那第二个仆人说：‘主啊，你的一百银币已经赚了五倍。’主
人就对他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仆人过来说：‘主
啊，你的一百银币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因为你是个严厉



的人，没有存，也要提取；没有种，也要收割。’于是，主人就对他
说：‘你这恶奴才，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人，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银
币放进钱庄，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取回来呢？’于是，主人就
对侍卫说：‘把他的一百银币拿来，给那赚了十倍的。’那旁边的人
就说：‘主啊，他已经有一千银币了！’主人就说：‘凡有的，还要
加给他；没有的，把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而那些我的仇敌，不想我
作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耶稣说了这话，就在前面
走，上耶路撒冷去了。”

亚勒听了以后就说；“诶呦，这个比喻真深奥啊！耶稣的意思是
什么啊？”

亚实别摇摇头说：“大家也不太明白，所以就在讨论啰。”

亚勒继续问：“你能告诉我，耶稣为什么会说这个比喻吗？”



亚实别回答说：“嗯，是耶稣在撒该家里说过这样一句话，耶稣
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
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于是，很多跟随耶稣的人都觉得，耶稣这
次上耶路撒冷，就是要作王的，是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的。耶稣知道
了大家的心思，就说了这个比喻。”

亚勒就说：“比喻中里面说，那贵族不会马上作王，祂要仆人在
等祂回来的时候去做生意。”

亚实别问：“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祂不会马上作王，祂要我们
努力为祂工作呢？”

吉姆利说：“嗯，祂还分给每个仆人钱呢！”

阿维拉说：“每个仆人拿到的银币都是一样多的。”

亚勒就说：“是不是说，作王的贵族对每个仆人都是一视同仁
的。”

亚实别说：“嗯，耶稣可能是想用比喻说，祂不会马上作王，我
们大家都要努力地为祂工作。那，还有，做得好的，祂要重用；做得



不好的，就要受惩罚。”

亚勒说：“耶稣的比喻还真的不容易明白呀，希望我们没有理解
错！”

亚实别说：“我们多跟随耶稣走，多听听祂说的，我们或许能够
多明白一点。”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25章14-30节，路加福音：19章11-27节



问题

1 在耶稣的故事中，主人不在时仆人应该做什么？

2 王如何奖赏忠心的仆人？

3 恶仆在主人不在的时候做了什么？

4 你认为信心是什么？

5 你觉得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5
欢迎荣耀君王

在春天的园野上，鸟儿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唱着歌。
路旁的野花开着白色、粉红色和红色的花朵，花香弥漫在早晨温润的
空气中，令人神清气爽。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以及跟随耶稣的人向耶
路撒冷走去。亚勒、吉姆利和阿维拉也在其中。

吉姆利问父亲亚勒说：“爸爸，我们今天就能到耶路撒冷了
吧？” 

亚勒回答：“是的，儿子。用不了多久，只要上了橄榄山，就能
看见耶路撒冷了。”

阿维拉很高兴地说：“我终于要到家了。”

阿维拉和吉姆利一心想着快点到耶路撒冷，他们两个的脚步越来



越快。很快，他们就离开了亚勒，走到了前面。然后，他们又要不断
地停下来，等着人群中的亚勒。

吉姆利有点不耐烦地说：“爸爸，你们走快点嘛！” 

“吉姆利，别急，跟着大家一起走嘛！” 亚勒说。

“舅舅，我和吉姆利想快点到我家。” 阿维拉说。

“不要着急！你们不是都想跟耶稣一起进城吗？耶稣现在还没进
城呢！” 亚勒说。

两个孩子就放慢了脚步，走在亚勒身边。渐渐地，人们到了橄榄
山的山顶。路的两旁是墨绿色的橄榄林，还有嫩绿的柳树。从山上往
下，可以看见美丽的汲沦溪。在山谷的另一边的山上，矗立着金色的
耶路撒冷城，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时，亚实别急急忙忙地从远处走过来。

阿维拉看见了，就说：“舅舅，亚实别叔叔来了，在那儿。”

亚勒迎上前去，说：“亚实别，看你急急忙忙的，发生什么事了
吗？”

亚实别对亚勒说：“亚勒，快跟我来，有事情需要你们帮助，两
个孩子也来。”

吉姆利和阿维拉困惑地问：“我们？要我们帮你什么呀？”

亚实别说：“是这样的，刚才耶稣吩咐祂的两个门徒到村子里
去。说：‘进了村子会看见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拴在那
里。要把它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解开它，你们要这么说：



主需要它。那人就会立刻让你们牵走。’于是，那两个门徒就进村子
去了。”

亚勒就问：“耶稣是要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吧？”

亚实别回答说：“是的，我觉得耶稣会骑小驴驹进耶路撒
冷。” 

这时，吉姆利就说：“我觉得耶稣应该骑着马进耶路撒冷，才够
威风！”

阿维拉说：“等等，我记得爸爸说，撒迦利亚先知曾说：‘耶路
撒冷的王来到，就是骑着小驴的驹子。’”

亚勒点着头说：“对！先知还说：‘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你
的王来到你这里！祂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

亚实别就说：“是的，耶稣就是王啊！我们应该隆重地欢迎我们
的君王。所以，我们要去砍些树枝，铺在耶稣进城的路上。你们也一
起来帮忙吧！”

吉姆利转过身，问父亲亚勒说：“爸爸，我们可以去吗？”

阿维拉也问：“我们可以去吗？”

亚勒回答说：“当然可以，我们一起去！”

阿维拉和吉姆利马上就跟着亚实别离开了大路，朝树丛跑去。父
亲亚勒跟在后面。树丛中已经有不少准备去欢迎耶稣的人在砍树枝
了。

这时，耶稣的门徒已经把小驴驹牵到了耶稣的面前。有门徒把自



己的衣服搭在驴背上，耶稣就骑上了小驴驹。

耶稣下橄榄山的时候，前行后随的众人就喊着说：“和撒拿，归
大卫的子孙！”

那些看见和听说耶稣行神迹的人们，也都欢呼起来，大声地赞美
上帝说：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天之上，当唱‘和散那’！”

亚实别、亚勒、阿维拉、吉姆利都赶紧上前把手里的树枝铺在路
上。其他的人也都纷纷地冲上前，把砍下来的树枝铺在路上，还有很
多人把自己的衣服也铺在了路上。



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看到人们大声地欢呼迎接耶稣，心里就愤
愤不平。他们就对耶稣说：“责备祢的门徒吧！让他们闭嘴！”

耶稣平静地说：“我告诉你们：‘要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
也必要呼叫起来！”

说完，耶稣就继续骑着小驴驹下橄榄山。很快，壮丽的耶路撒冷
城就在眼前了。

吉姆利兴奋地对阿维拉说：“诶，我看到耶路撒冷了！你就要到
家了，阿维拉！”

阿维拉很高兴地回答：“我终于要到家喽！”

吉姆利笑着说：“看你高兴的，笑得都要合不拢嘴了。”

“当然了，要见到爸爸妈妈啦！还有呢，我们是和耶稣一起进耶
路撒冷城！我们像迎接君王那样迎接耶稣进城！” 阿维拉说。



“对呀！”吉姆利边说，边伸着脖子，看着骑着驴驹，远远走过
来的耶稣。然后，他又皱起眉头，对阿维拉说：“诶，阿维拉，耶稣
好像有什么心事哦！”

阿维拉也抬头看着耶稣，说：“是啊，这是为什么呢？”

的确，当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祂并没有因为众多欢迎祂的人而
高兴。耶稣反而为耶路撒冷哀哭。

耶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但现在这
事在你眼前是隐藏的。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垒攻击你，周围环绕
你，四面困住你，要摧毁你和你里面的儿女，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
块石头上面，因为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时候。”

当耶稣骑着小驴驹，在百姓赞美的欢呼喊声中，走向耶路撒冷的
时候。百姓们都相信耶稣就是那位把他们从罗马人手中解救出来的先
知，他们以为以色列人自己的国家很快就要建立了。

但是，耶稣所看见的却是，以色列人只是表面上遵守律法，遵循
宗教的仪式，他们却没有真正地跟随上帝。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在
上帝的眼里都是空的。

耶稣看着耶路撒冷，祂知道这座城将来的结局。祂知道，眼前这
座城市将会被敌人攻陷，成为荒场；而那华丽的圣殿，将会被拆毁；
百姓们将会被分散而流离失所。

因此，耶稣的心里哀叹、着急，祂只能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因为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时候。”



耶稣不能禁止自己不为耶路撒冷哀哭。而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们，
他们都不知道耶稣正在为耶路撒冷哀哭。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可福音：11章11节



问题

1 耶稣让他的两个门徒到村子里去做什么？

2 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做了什么？

3 人群向耶稣喊什么？

4 法利赛人为什么对耶稣不满？

5 耶稣说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 



6
圣殿中的买卖人

耶稣骑着小驴驹从橄榄山下来，在百姓赞美的欢呼喊声中，走向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了。很多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听见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挥舞着棕树枝出城迎接祂，他们喊着说：

“和散那，归大卫的子孙！”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天之上，当唱‘和散那’！”

其中有人问：“这个人是谁呀？”

大家就回答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

人们簇拥着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耶稣进了城，就朝圣殿走去。
亚实别、亚勒、吉姆利和阿维拉也跟着人群来到圣殿跟前。

第一次见到圣殿的吉姆利兴奋地抬着头，看着雄伟的圣殿，他感
叹地说：“哇，圣殿真宏伟啊！都是用这么大的石头修建的！爸爸，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

亚勒回答说：“当然可以啦！”

他们就一起进了圣殿。吉姆利一进去就看见高高的圣所，他就
问：“那里，应该就是圣所吧？”

亚勒回答说：“是的，那里只有祭司和利未人可以进去。圣所里
面的至圣所，大祭司每年才可以进去一次。圣所的外边是内院，以色
列人在那里献祭。内院的外面是女院。女人不可以进内院，只可以在
女院观看献祭。”

亚实别也告诉吉姆利说：“吉姆利，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外邦人院。外邦人可以在这里敬拜祷告，但是不可以越过那道石
栏杆。要不然呐，会被处死的。”

吉姆利一边听，一边看。他转头看见圣殿前的一段走廊，就
问：“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呐？”

阿维拉就回答：“这是所罗门廊，经常有人在这里聚集讨论和讲



演的。”

亚实别这个时候插进来，就对亚勒说：“亚勒，几个月前，修殿
节的时候我来过圣殿。我看到在所罗门廊，就有一群人围着耶稣，问
祂说：‘如果祢是基督，就清楚告诉我们呐？’耶稣回答：‘我已经
告诉你们了，你们却不信。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神迹，也可以为我做
证。 父比万物都大，我和父本为一。’于是，那些人就要拿石头打
祂。”

阿维拉着急地问：“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亚实别说：“后来耶稣就问他们呐，耶稣说：‘我把很多从父而
来的美善事显给你们看，你们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那些人就
回答说：‘我们不是为祢做的善事打祢，是因为祢说了亵渎的话。祢
是人，却把自己当作上帝。’耶稣就说：‘我是父分别出来又差到世
上的，我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难道这也是亵渎？我做我父的事，就
算你们不相信我，也应该相信我所做的事啊？这样你们就会知道，父
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那些人听到耶稣这么说，就又来抓耶
稣。耶稣就从他们手里头逃脱了。”



阿维拉松了一口气，说：“幸好他们没抓到耶稣。”

这时，吉姆利忽然指着一群人，问：“怎么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做
买卖呢？你们看，有买卖牛、羊，还有鸽子的。诶，还有兑换银币
的。”

亚勒告诉他说：“因为献祭用的牛、羊和鸽子必须是经过祭司检
查，没有残疾瑕疵的。远道来圣殿献祭的人，赶着牛羊来很不方便。
他们就在这里买牛、羊和鸽子献祭，这样就比较方便，也保险。”

吉姆利就继续问：“那么，为什么有人要换钱币呢？”

亚勒回答：“有人在这里换银币，是因为在圣殿缴交的税金和奉
献金，必须是没有人头像的银币，不可以用罗马人的有皇帝头像的钱
币，所以这里就有兑换银币的人了。”

吉姆利说：“为什么不在圣殿外面做这些事呢？”



亚实别摸摸吉姆利的头，说：“吉姆利，你说得对，这些人不应
该在这里做买卖！圣殿是祷告敬拜上帝的地方，这些人把圣殿变得好
像是个市场一样啦！”

吉姆利继续问：“难道，就没有人管管吗？”

亚勒回答：“谁管呐？他们是得到祭司准许的。不是人人都可以
在这里做买卖的。”

阿维拉也说：“我听有人也说，祭司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好处
呢！”

亚勒点点头，说：“唉，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耶稣进了圣殿以后，也看到了这些在外邦人院做买卖的人。耶稣
闭着嘴，没有说话，然后祂又转身四周围去仔细观看圣殿里的东西。
因为天色已经晚了，耶稣就和祂的十二个门徒出了城，往伯大尼去
了。

吉姆利看见耶稣一行人离开了圣殿，就对父亲亚勒说：“爸爸，
你看，耶稣他们走出圣殿了。”

亚勒抬起头，观看了一下，就低下头对两个孩子说：“孩子们，
今天大家都累了。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

然后，亚勒对亚实别说：“哦，亚实别，你有地方住吗？要不要
和我们一起去阿维拉家住？”

亚实别回答：“哦，不用了。谢谢你，亚勒！我有地方住。”



阿维拉就对亚实别说：“亚实别叔叔，欢迎你到我家来玩。”

亚实别点点头，说：“一定一定！我有空，一定来。”

他们说着，就走出了圣殿。

亚实别对亚勒说：“好了，亚勒，我们再见吧！很高兴和你们一
起来到耶路撒冷。再见，阿维拉！再见，吉姆利！”

“再见啦，亚实别叔叔！”吉姆利说。

“亚实别叔叔，记着来我家来玩！”阿维拉说。

“再见，亚实别！”亚勒也说。

告别了亚实别，阿维拉很高兴地说：“回到家，我一定要告诉爸
爸，我们是和耶稣一起进城的！”

“我们还在耶稣来的的路上铺树枝，欢迎祂呢！”吉姆利说。



“快，走快点。我的肚子已经饿了！”阿维拉说。

“我也好久没见到姐夫了，我走快点吧！”亚勒也说。

他们边说，边加快步，朝阿维拉的家走去。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4章1节；创世记3章1-24节



问题

1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人们有什么反应？

2 耶稣常常在圣殿的什么地方教导人？?

3 为什么圣殿有卖牛羊的？

4 为什么有兑换银钱的？

5 你觉得进入圣殿应该是什么感受？



7
洁净圣殿

早上，耶稣和门徒从伯大尼出来，回耶路撒冷去。走在路上的时
候，耶稣饿了。祂远远地看见一棵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现在还不
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但是无花果树的果子是和叶子同时长出来的，每
一片叶子旁边都应该有果子。耶稣就走到树下，看看可不可以找到早
熟的果子。但是，这棵无花果树除了叶子，连一个果子也有。

耶稣就对无花果树说：“你永远不会再结果子，永远再没有人吃



你的果子。”

门徒惊奇地看到，那棵无花果树就立刻枯萎了。

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并不是因为吃不到无花果而发脾气。耶稣咒
诅这棵无花果树，是因为这棵长满了叶子，却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
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雄伟的圣殿，他们也有壮观的早晚祭礼。
他们还努力地献祭，并且以此自豪。但是，他们的这些行为在上帝眼
中，就都像这棵无花果树，有丰盛的叶子，没有果子。以色列人所有
的只是外表的虔诚。

上帝老早就告诉以色列人，听从上帝的话胜过献祭，因为上帝更
看重的是人听从祂的话，愿意从心里跟从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只
看重敬拜的仪式，却没有结出上帝要他们结出的果子，那就是真正的
跟随上帝。

以色列人用敬拜上帝的仪式，来代替跟从上帝的心。实际上，他
们就是远离了上帝。以色列的祭司表面上是在为上帝工作，实际上又
在为自己谋求利益。结果，雄伟辉煌的圣殿就变成了做生意的市场
了。

因此，在上帝眼中，他们是一群‘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
我’，这样的人。也就像那棵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因
此，耶稣用咒诅无花果树，来表达祂对以色列人的痛心。

耶稣和跟随祂的人离开了那棵枯萎的无花果树以后，就进了耶路



撒冷城。然后，耶稣又进入圣殿的外邦人院。

在外帮人院里，贩卖献祭的牛、羊、鸽子的人，还有兑换银币的
人，仍然在那里叫卖做生意。商人们的叫卖之声一个比一个卖力；人
们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落；牲畜、鸟禽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扛着货
物的人们匆匆地走过一个又一个的货摊。这里就像嘈杂的市场。

耶稣愤怒地走上去，把贩卖献祭的牛、羊、鸽子的人都赶了出
去，又推倒了兑换银币人的桌子、卖羊和鸽子人的凳子，也不准任何
人扛着杂物在圣殿的院子穿来穿去。

耶稣大声地对他们说：“圣经不是记着说，‘我的殿要作万民祷
告的殿’吗？你们倒把它变成贼窝了。”

这时，外邦人院子里头，顿时是一片混乱。做买卖的商人到处追
赶跑掉的牛、羊和鸽子。兑换银币的人慌忙收拾四撒落在地上的钱
币。他们都在愤怒地买埋怨着。

而来圣殿朝圣的人们也都惊呆了。其中有人对耶稣佩服无比。他
们觉得耶稣实在是太勇敢了，居然敢毫不畏惧地挑战这里最有权威的
人，就是那些祭司。

还有更加丑恶的事情每天在这里上演。商人把牲畜、鸟禽卖给朝
圣的人当祭品，然后赚取不少于二十倍的利润。而管理会堂的人也趁
机敛财，向朝圣者征税，名义上是为了圣殿事务的花费，实际上却是
进了他们自己私人的口袋。祭司们就充当着这些肮脏交易的最大后
台，并且从中获取见不得人的高额贿赂。 

因此，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但是他们又不
敢，因为百姓们都喜欢听耶稣的教导。 



圣殿本来是以色列人祷告、献祭、敬拜上帝的地方。这是以色列
人与上帝相会的地方。这里应该是神圣、庄严、肃穆、宁静的。就是
当年在建造圣殿的时候，这里也没有铁锤敲击的响声和任何嘈杂的声
音，所有的材料都是在圣殿工地以外完成，然后安静地运到圣殿工地
组装。

但是现在，外邦人院中各种做生意人的嘈杂声，早已经打破了圣
殿本来应该有的庄严与宁静。而面对圣殿中这样做买卖的风气，以色
列人的宗教领袖都置若罔闻。在耶稣之前，没有人存着敬畏上帝的良
心，去制止这样的行为。

耶稣洁净了圣殿以后，就出城到伯大尼去了，并且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一早，耶稣和门徒在去耶路撒冷城的路上，看见了昨天被
耶稣咒诅的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门徒彼得想起昨天耶稣就曾
经咒诅过这棵无花果树，他就惊讶地对耶稣说：“老师，你看，祢昨



天诅咒的无花果树全枯死啦！”

彼得对耶稣的咒诅这么有效，感到非常惊奇。耶稣就回答
说：“你们应该信服上帝，对上帝要有信心！如果你们相信而不疑
惑，我对这棵无花果树所做的，你们也做得到。不但这样，你们甚至
能够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里去！’也一定会实现。只要对上
帝有信心，你们在祷告中所求的一切都会得到。”

耶稣是通过这棵无花果树，教导祂的门徒们：一定要信服上帝，
要依靠上帝，对上帝有信心。因为，让无花果树枯干，或者是移山，
都是上帝的作为。只要依靠上帝，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就是门徒也
可以做到。

后来，耶稣和跟随祂的人又进入耶路撒冷，来到圣殿。耶稣就在
殿里教导人。而在圣殿里那些瞎眼的、瘸腿的，都来到耶稣的面前，
求祂医治。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听见小孩子们在殿里喊着
说：“和散那归大卫的子孙！”法利赛人和文士走过来，对耶稣
说：“这些人所说的祢都听见了吗？”

耶稣回答说：“是的。经上说：‘祢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
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过了没多久，祭司长和长老就过来质问耶稣说：“祢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谁给祢的权柄？”

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
呢？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



祭司长和长老没有立刻回答耶稣，他们彼此商量：
“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祂就会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

他呢？’”
“对呀，对呀，对呀，我们不能这么说。”
“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那这些百姓肯定又不服，因为他

们都认为约翰是先知。”
“对呀，对呀，对呀，我们也不能这么说呀。”

于是，其中的一位祭司长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
事。”

耶稣继续在圣殿里教导人，百姓们都来到祂那里，要听祂讲道。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21章12-27节；马可福音11章12-33节；路加福
音28章45-48节



问题

1 耶稣在无花果树上找到了什么？

2 耶稣对无花果树说了什么？

3 耶稣到了圣殿做了什么？

4 耶稣如何回应祭司长和长老的质问？

5 关于信心，耶稣透过无花果树教导了什么？



8
伯大尼的宴席

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城，又回到伯大尼。不少以色列人知道耶稣在
那里，就都来了。他们来到伯大尼，并不单是为了见耶稣。同时，他
们也想要看一个叫作拉撒路的人，因为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好多个星期以前。

那个时候，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的姐姐马利亚和马大就请人告诉
耶稣。

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使
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但是，耶稣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然后才对门徒说：“我
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

门徒就说：“主啊，如果他睡了，会好过来的。”

其实，耶稣是说，拉撒路已经死了。门徒却以为拉撒路真的是在
睡觉。



于是，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
吧。”

耶稣来到了伯大尼，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有很许多人来
到马大和马利亚那里，为拉撒路的死来安慰她们。马大听见耶稣来
了，就去迎接祂，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祢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
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祢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一定会赐给祢
的。”

耶稣对她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

马大说：“是，我知道，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一定会复
活的。”

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
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马大说：“主，我信！我已经信了，祢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是那要到世上来的。” 

然后马大就回去，暗暗地对她妹妹马利亚说：“老师来了，祂叫
你呢！”

马利亚一听见，就急忙跑到耶稣那里，俯伏在耶稣的脚前，
说：“主啊，如果祢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

耶稣看见马利亚在哭，和她一起来的人也在哭，就心里激动，难
过起来。



耶稣问马利亚：“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马利亚回答说：“主啊，请来看！”

耶稣哭了。于是，人们就说：“你看，祂多爱这个人！”

耶稣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一个洞穴，洞口有大块石头堵住。

耶稣就说：“把这块石头挪开！”

姐姐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已经四天了，他必定臭了。”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上地帝的
荣耀’吗？”

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向天，说：“父啊，我感谢
祢，因为祢垂听了我，我知道祢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
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是祢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地呼喊
说：“拉撒路，出来！”

那死了的拉撒路就从洞穴里走出来了。耶稣说：“解开他，让他
走！”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会用香膏和细麻布包裹尸体，所以拉
撒路走出来的时候，手脚都缠着细麻布，脸上还裹着头巾。

有许多人，看见了耶稣所徐哦x做的事，就相信了祂。从那天
起，法利赛人就想杀死耶稣，甚至想把拉撒路也杀掉。但是耶稣在伯
大尼，却备受百姓的欢迎。

耶稣这一次来到伯大尼，一个曾经患过痲疯的人，名叫西门，他
就为耶稣预备了宴席。马大在宴席中帮忙伺候，马大的弟弟拉撒路也



被邀请参加宴席。

宴席中，不但有伯大尼本城的人，还有许多四面八方来的犹太
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也在那里。马大就出出进进地忙着把各种丰美
的食物端给宾客们。



在旁边围观的人一边看一边议论着：
“诶诶诶，快告诉，我哪个是拉撒路？我可是专程来看他的。”
“就是耶稣右边那个。你没有见过他呀？”
“哦，没有。诶，他看上去不错嘛！”
“是啊，他从坟墓里出来以后，就跟他没病的时候一样。哦，那

个端着盘子走出来的就是他的姐姐马大。”
“耶稣这是要上耶路撒冷过节吧？”
“我听说是这样的。”
“祂这个时候去，可不明智啊！”
“为什么这么说？”
“你不知道吗？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要杀祂！他们早就吩咐了，如

果看见耶稣就要上报给他们，他们好去抓祂。”
“是的，我也听说他们想杀耶稣。”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盛了昂贵的纯哪
哒香膏的玉瓶走了进来。她打破玉瓶，顿时香气充满了整个屋子。接
着，这位女子就把整瓶的香膏都浇在了耶稣的头上。



香膏是当时以色列人信仰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在祭司和先知就
职的时候，会在就职人的头上倒香膏。在一般人的生活中也会抹膏油
在客人的头上，表示欢迎和尊敬。

而真哪哒香膏是给女子出嫁时用的。以色列的母亲都会为女儿预
备好真哪哒香膏。在结婚当天打破玉瓶，夫妇二人共用香膏，同享爱
情。

由于这种的香膏非常贵重，有门徒看见了就很不高兴，他就责备
这个女人说：“为什么这样浪费香膏呢？ 这香膏至少可以卖三十多
两银子，去救济穷人呢！”

但是耶稣却说：“让她这样做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
做了一件美好的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只要你们愿意，随
时都可以向他们行善，可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已经尽了所能，她预先
把香膏抹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的事做准备。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全
世界任何地方传这福音，人都要提起她所做的事来记念她。”

耶稣完全知道，法利赛人、文士和撒都该人、希律党人都想抓住
祂，杀死祂。祂知道，祂将会在耶路撒冷，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
稣仍然用轰动的方式进入了耶路撒冷城，并且在圣殿里做出令人震惊
的事，激怒了那些要杀祂的人。耶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祂要遵行
上帝差祂来的旨意，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因祂的死而
得拯救。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26章6-13节；ma马可福音14章3-9节；约翰福
音：11章45节-12章11节



问题

1 为什么人们想来看拉撒路？

2 谁在伯大尼为耶稣预备了宴席？?

3 宴席中有一个女人做了什么？

4 门徒们有什么反应？

5 耶稣说了什么？你觉得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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