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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第 19章 

路加福音第 19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

吏长，是个财主。(路加福音 19:1-2) 

耶利哥这座城位于沙漠中的绿洲，草木葱郁，是个旅游胜

地。耶路撒冷的冬天有时会非常冷，甚至于偶尔也会下雪。

但是耶利哥在冬天气候宜人。白天通常晴朗，一年的降雨量

不到两英吋。然而因为它低于海平面 1100英尺，各种泉水和

小溪流汇聚在此，所以水井和泉眼密布，淡水丰富。加上气

候温暖，即使在冬天白天也达华氏 80度以上，适合植物的生

长，全年都可以耕种。在耶利哥周围种植了优良的柑橘类水

果和各种其它水果。这个地方成为很多有钱人隐居的理想选

择。他们在这里修建过冬的别墅。所以这里税吏很多，因为

税吏都很有钱。法利赛人也不少。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

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路加福音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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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的那个瞎子，当人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

知道耶稣是谁。这个税吏却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很好奇，

因为看见大群的人在跟着走。“他们到底在跟从谁呢？祂是

什么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

一个矮小的家伙，在人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又不敢挤进去

看，因为人人都认得他，痛恨他。他是“人民的头号公

敌”，是税吏们的头儿。要是他敢走进人群，挤过去看耶

稣，一定会被打死。他要是真去了，那群人肯定会用胳膊肘

搡他，用指头挖他，掐他，够他受的。所以他知道好歹，不

到人群里去。 

当他看见耶稣沿着街道向前走，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

过。(路加福音 19:4) 

他就想看看这耶稣，也不知道祂是什么人，就趴在树上等。

出乎他意料的是，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祂说：“撒该，快下来！今天

我必住在你家里。”(路加福音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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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虽然撒该不认识耶稣，耶稣却认得他，并且叫他的

名字。约翰告诉我们 

“耶稣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祂知道万人，知道人心里

所存的。 

”祂知道这人心里所想的。耶稣本来可以不经过耶利哥去耶

路撒冷，因为有很多其它的路。我认为祂经过耶利哥，正是

因为知道这个人的心向往神。我认为祂绕这个路，就是为了

遇见撒该。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路加福音 19:5) 

大概撒该知道这会得罪法利赛人。所以到这里，他家的门就

关上了。我们没有被带到筵席上去，也没有加入他们的谈

话。但是毫无疑问，耶稣住在撒该家，开始给他讲神国的事

情。也肯定在给他讲生命和生命真正的价值，探索他的心和

灵魂。我们和人群站在门外，只听见法利赛人低声议论说，

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去。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祂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路加福音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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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众人成群，议论纷纷，等着耶稣出来。他们或许听得见

屋子里不时地发出阵阵大笑。有人会问，“噢？你认为耶稣

很爱笑吗？”这个我敢打赌！我认为祂极其幽默。我想象中

祂并不总是不苟言笑。可悲的是在教会历史上一个时期，把

严肃和信仰划了等号，笑成了不虔诚的象征。所以牧师们的

形像就成了，穿黑色的衣服，声音低沉，严肃，冷峻，像这

样，“早上好。”让人不由的肃然起敬，“啊，多么虔诚的

一个人！”，如此庄重，严肃。我认为耶稣是个普通人。我

能想象祂拍着门徒的肩膀，和他们谈笑风生。祂是个非常有

人缘的人。当然门外的人也有听不到里面的笑声，屋子里安

静的时候，那是耶稣在探索撒该的心灵，引导他，教导他。 

然后门开了，撒该站在主面前。他身材矮小，所以应该是仰

视着祂。 

“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

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

的子孙。”(路加福音 19:8-9) 

这里有两种理解方式。在我们英皇钦定本圣经的翻译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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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

儿子，就必认得我，因为亚伯拉罕见证了我，他亲眼见我

了。”他们说，“你还不到 50岁。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亲眼

见你了？”耶稣说，“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了。”然后耶

稣又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而不是亚伯拉罕的子

孙。”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不要那样说。你们难道不明白只要祂愿意，‘神

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吗？”有信的人是信

仰的种子。亚伯拉罕是父，所以我们通过信仰成为亚伯拉罕

的子孙，并且成为神对亚伯拉罕承诺的继承者。那些承诺属

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信仰神的人的精神子孙。我

们是他的长子。你们不可走极端，像某些人所说的，“教会

就是指以色列人。”不对，教会不是以色列人。神将要按照

祂所承诺的来对待以色列民族。 

然后耶稣对窃窃私语的人群说，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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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找碴！你们因为我作罪人的客人就说三道四。但他不

就是我要来寻找，来拯救的人吗么。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

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路加福音

19:11) 

众人都听见撒该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那么耶稣是认可了撒该，不是么祂对那个年轻的官说，“变

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但是对撒该所说的，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

说，“救恩到了这家。”(路加福音 19:8-9) 

所以你们看，不是说非要我变卖一切跟随耶稣不可，而是说

我不能奉财产为神。 

一仆不可事奉二主，你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财神。(马太

福音 6:24) 

耶稣因为他们将近耶路撒冷，而且，注意，他们以为神的国

马上就要显现。祂已经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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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要受凌辱，受鄙弃；我将要被杀害，被人吐唾沫在脸

上，” 

所有要发生的事；可是他们仍然以为神国马上就要到来了。

所以，耶稣给他们设了个比喻，想要他们明白在神的国建立

起来之前还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贵冑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路加福音 19:12) 

有意思的是耶利哥是阿奇利斯盖造他的王宫的地方。阿奇利

斯是这一地区的罗马行政长官。在此之前，他曾去罗马，想

要得到王的称号；因为他觉得行政长官这个头衔不够大，所

以想要索要王号。那是只有罗马议会才能授予的。所以阿奇

利斯就去罗马接受王号，回来好住他的王宫，统治耶利哥地

区。当他去罗马时，就把职责留给几个属下料理。他交给他

们资金，好让他们处理国家大事。但是却有其它密使到罗马

去，在议会说他的坏话。结果他不但没有得到王号，议会连

他行政长官的职位也给免除了。所以阿奇利斯很倒霉，后来

的希律也是一样，抱着同样的希望到罗马去，结果却被放逐

到西班牙。不是希律王，而是他的一个儿子，安提帕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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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能耶稣是在借用一件不太久远的历史事件，设了个

比喻。众人都知道阿奇利斯离开耶利哥到罗马去受王号这回

事。 

有一个贵冑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

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原文作弥拿一弥拿约银十两〕

说，“你们去作生意，直等我回来。”(路加福音 19:12-

13) 

这也是耶稣对教会的指示，“你们去经营，直等我回来。”

我们不应当什么都不作，说，“好吧，主就要来了；学业完

不完成都无所谓；作不作这个生意都无所谓；我们等着就行

了，因为主就要来了。”我们不应当这样计划我们的生活，

“我们出去把信用卡上的钱全花掉，反正主要来了，我们也

不用付账单。”我们不应该基于对主在某个特定时间降临的

预测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继续经营，直到祂降临。

但是同时，我们知道他会在任何时刻到来，所以也不要过份

沉迷于生意，而不能在短时间内拋下世间的事，因为我或许

不得不这样做。我应该把我拥有的时间明智地用在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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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应该继续经营直到祂来临，而不是坐下来，说，“好

吧，主，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到来，啊，赞美主。”然后就

开个“光荣的哈利路亚”的聚会，等着主来带走我们。不可

能！我们要经营，要努力工作，直到祂来临。 

“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原文作弥拿一弥拿约银十两〕

说：“你们去作生意，直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

(路加福音 19:13) 

这正是耶利哥人派人到罗马议会去说的，“我们不愿意阿奇

利斯作我们的王。” 

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作

生意赚了多少。(路加福音 19:15) 

阿奇利斯却并没有得国。 

他既得国回来，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作生意

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

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

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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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

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阿！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

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

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

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

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

去收。为甚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

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

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阿，他已经有十锭

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

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

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罢。”(路加福音

19:15-27) 

那些说过“我们不要耶稣作我们的王”的人，他们将被审判

并被毁灭。但是，那些他托付给财物的仆人，将要根据他们

所作所为，把财物管理的如何，受到裁决。有意思的是他们

得到的报酬是在王国里作统治者。当主来到地上建立王国，

圣经上说我们要和祂一起统治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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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推雅推喇教会的信里写到，“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

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

(启示禄 2:26-27) 

实际上在启示禄第 1章， 

祂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

民，作他父神的际司。(启示禄 1:5) 

启示禄第 5章，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

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

他们成为国民，作际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示禄 5:9-10) 

所以说教会要“和主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至于管五座

城，十座城，两座城，全看我们作为主的管家，对主交给我

们管理的财物是否忠心。我不知道怎么样才配去管理夏威

夷，可是我正朝这个目标努力。 

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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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祂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作这个比喻时，他们正

在爬坡。因为他们以为神国立刻就要到了。“不，就像那个

到远方去得国的王，当他后来回到家，问他的仆人他们把他

的财物管理的如何。那些送信去说，“嗨，我们不愿意他作

我们的王”的人，就要被杀掉。现在他们已经接近耶路撒

冷。 

“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路加

福音 19:28) 

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你得从海平面以下 1200英尺升到海平

面以上 2700英尺，是很费力的一段坡路。 

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

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

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

若有人问为甚么解牠，你们就说：‘主要用他。’”打发的

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

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作甚么？”他们说：“主要用

他。”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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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

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

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罢！”耶稣说：“我告诉

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路

加福音 19:29-41)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它哀哭，说：“巴不得你

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

你的眼看不出来。”(路加福音 19:41-42) 

耶稣骑驴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使我们想起撒迦利亚书里面的

预言， 

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

来到你这里。但是祂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

子。(迦利亚书 9:9) 

于是骑驴而来的就是王。注意，祂骑的是从没有人骑过的

驴，又一次表明了祂是万物主宰的身份。从没有人骑过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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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驴驹，祂骑着。 

当他们正往城里去，门徒们就开始大声诵读诗篇有关弥赛亚

的第一百一十八篇。如果你们仔细研读这篇，就会在第二十

二节发现有关耶稣的预言，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作

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 

(诗篇 118:22-23) 

当所罗门建造神殿时，有故事说所有石料都是从神殿所在的

山上开采来的。实际上，在神殿以上的摩利亚山顶上，今天

仍可以看见那个采石场。如果你进到他们称作所罗门采石场

的地方，可以看到大量的石料就是从这里开采，用来修建神

殿，由此在耶路撒冷的下面形成了这个巨大的洞窟。这个洞

窟最终变成了处于耶路撒冷城墙和摩利亚山之间的谷地，后

来被称为骷髅地，正是因为开采石料而被挖空的缘故，这个

地方看起来像是山中的一付骨架。据说，每采一块石料，上

面都标上记号，然后被放置在固定的位置上，连灰泥都不需

要。因为在殿址上不能够有泥铲或其它工具的声音，所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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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石料都是成品，不允许在此加工。每一块石头都是根据

图纸测量，编号，标示好，才运到殿址上。工人只需把他们

垒起来。据说有一块石头他们不认得，不知道它的位置在哪

里，以为采石场出了差错，于是把它放在一边。工程进行了

许多年，最后终于要完工，落成典礼的时候，他们发现还少

一块石头，就是神殿的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工人就送信给

采石场说，“我们准备落成了，可是还少房角的头块石头，

你们赶快送来。”采石场那边却说，“我们已经送去了。”

这边工人说，“不可能。我们没有这块石头。”那边说，

“看，这是我们的记录。我们已经送过去了。”最后，有人

找到了这块石头，周围杂草丛生。他们把它搬出来，就是那

块工人丢在一边的石头。毫无疑问，这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

了。于是他们就把它放到它的位置上，举行了落成典礼。故

事就是如此，我不知道是否属实。但是它的喻意在于，“被

工人丢在一边的石头，原来却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耶

稣当然就是这石头。犹太宗教制度的建造者把祂丢在一边。 

但是，如耶稣所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阴

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神的国就要建于其上的盘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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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犹太宗教制度的领袖置于一旁。所以，这确实是关于耶

稣的预言。彼得提到了这个预言。而且你们都知道，旧约最

好的注释就是新约。 

我们看下一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

兴欢喜。”什么日子呢？就是神确立王的日子。接着，“和

散那！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

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

福。”这就是门徒们大声诵读的诗篇，“和散那！和散那！

祝福那奉耶和华名来的！”因为法利赛人知道那是有关弥赛

亚的诗篇，他们开始指责门徒，或者告诉耶稣，“你最好禁

止他们。”耶稣回答，“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当时耶稣正下橄榄山，俯视汲沦溪，在溪谷的正对面，远远

望得见耶路撒冷城另一面，神殿所在的摩利亚山。耶稣看见

城，禁不住掉眼泪。祂说，“要是你知道多好，尽管你，至

少在你的日子里，在耶和华所指定的日子，在他们应当高兴

欢喜的日子里，至少在这天，巴不得你知道关系你平安的

事，巴不得你知道神和人达成了和平，巴不得你知道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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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交给神，祂会为你作的事情…但是这些事现在你还看

不到。”那么祂首先哭的是他们的蒙昧无知，其次哭的是无

知的结果，那将要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悲剧。 

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

住你，(路加福音 19:43) 

耶稣描述的是提多率领的罗马军团，在这之后不到四十年，

围困耶路撒冷，毁城，杀人逾百万。耶稣预见了废墟的惨

景，祂说， 

“并要扫灭你…”(路加福音 19:44) 

希律王所建的壮丽的神殿将被夷为平地，没有一块石头不被

推倒。所有耶路撒冷宏伟的建筑物都会被毁坏。耶稣望着这

座美丽的城市，为它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哭泣， 

“…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

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路加福音 19:44) 

这是主所定的日子。这是主所安排的以色列的救赎日。这是

向人揭示弥赛亚的日子。在这天到来之前，耶稣不允许公开

宣称祂为弥赛亚。祂在私下的场合给别人透露过，但是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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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要告诉任何人。走你的路，不要说出去。”但是这

一天，祂鼓励人们的欢呼。祂是为实现撒迦利雅的预言作准

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历史上弥赛亚到来的日子。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一天距离公元前 445年 3月 14日亚达

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正好 17万 3千 8百 80天。根据先

知但以理的预言，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有受膏君的时

候）弥赛亚到来，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在巴比伦历法

里也就是 483年，或 17万 3千 8百 80天。一天都不差，刚

好公元 32年 4月 6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

中要高兴欢喜。”但是他们并没有欢喜，而是鄙弃祂。耶稣

知道自己要受蔑视鄙弃，并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祂远望耶

路撒冷，为众人的蒙昧无知，为因此而要降临的灾难哭泣。 

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作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

‘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路加

福音 19:45-46) 

我想要是耶稣今天到祂的教会里来，也得作不少清理。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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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些电视布道家们，治疗师们寄出的骗人的计算机写的信

件统统撕碎。在我收到的许多这类信件中，当然兔了来自

“信仰传教团”，信仰电台，信仰这个那个，总之名字当中

都有信仰两个字，这些信件通常都是要钱。这使我不禁要

问，他们的信仰在哪里？在人还是在神？如果这些人愿意用

他们了不起的信仰把神的权能和工作带给你们，为什么他们

没有足够的信仰来维持他们的豪华喷气客机，而要靠寄邮件

和其它花招呢？ 

“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耶稣说，“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

了。”(路加福音 19:46) 我感谢神我不和那些人一样。你们

看，作正直的事是不容易的…多么可悲，那些用耶酥基督的

名义所作过的事，那些正在以耶酥基督的名义作的事，教会

募捐的花招，引入的各种专业的策略，真可悲，真令人难

过。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远离为个人私

利而过份扩张的陷阱；如果我们想要维持那些不是你要我们

作的，而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野心或需要而作的事情，那

么就让我们受到经济压力。主，我们感谢你对我们各各他教

会需要的大量供给。感谢你，主，你给我们太多，已至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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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因为这盈余，我们能够把你的教导在全世界广播。但

是，我们只倚靠你，而不用张口讨要。 

天父，我们多么感激你！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在工作。这都

是你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主，你给我们大量的供应，使我

们不必低三下四地使用各种募捐花招。主，我为那些陷入误

区的人祷告。我请求你使他们知道他们的歪曲，欺诈和谎

言，让他们认识他们的不义。使他们真正信任你，而不要进

行那些野心勃勃，而不能带荣耀给你的计划。以耶稣的名

义，主，阿门。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

杀祂；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祂。(路加福音

19:47) 

耶稣受到百姓的欢迎，他们都专心聆听他讲道。可是那些当

官的却在密谋除掉祂。到这里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事件正在指

向密谋，出卖的借口，逮捕和十字架受难。但接下来的两

章，我们会读到很有意思的内容，在称作橄榄山谈话的第 21

章，耶稣讲到末日的征兆，和他光荣降临建立神的国。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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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我们讲第 20，21章。 

我们每次开理事会，头一件事，总是一段圣经和作祷告，之

后再回顾上次会议记录，然后是会计作报告。最后是赞美和

礼拜时间，我们赞美主供给我们各各他教会的需要。祂的供

应实际上比我们所需要的还多，使我们能够扩大我们的职

任，不断地扩充发展祂给我们的传播神的话的使命。这些祷

告的结果，就是建立“今日圣经”的广播；我们还正在和蒙

特卡罗的电台谈判购买时段，他们电台的功率可达一百万

伏，覆盖整个欧洲和北欧；我们也正在计划在远东广播公司

电台上广播，它所覆盖的区域包括整个菲律宾地区，中国的

大部分，直到印度；我们还计划使用一个涵盖整个南美洲的

南美电台。。 

我们正在不断的扩展传布神话语的职任，把神的话传播给世

界各地的人民，使神给我们的祝福也成为别的地方人民的祝

福。能够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去，认识成千上万通过学习神的

话，听每天半小时“今日灵粮”广播，而受到祝福，成长、

坚强起来的人们，真让人激动万分。正是因为神的恩赐使我

们能够进入涵盖全球的电台，所有这些就在此地发生，神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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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盈余用来扩展祂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月开理事会，都

有一个很好的赞美时间，我们赞美主给我们充足的供给。正

如祂所说，祂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要的。祂的确这样

作了。我们为此赞美祂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保佑你们，在这一周引导你们的生

活。愿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得以丰富。愿你们在处事和与神

的团契方面不断进步。愿你们进入完全在圣灵里面的生活。

奉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