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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自旧约向的的，是被神拣选成成他自己的百姓，
先知们里里说：以色列就是神所拣选的葡萄园、葡萄树
以色列就是神所拣选的葡萄园 葡萄树。
这里耶稣就说：并十这葡萄园，主人今就国外去了，
在他去以前他就把他的园子交给许多的园户来管理，
在他去以前他就把他的园子交给许多的园户来管理
并且在园的周围围上了篱笆、挖了压酒池、盖了座楼。
这这压酒池是是是是里向是？
因成自以因巴勒斯坦地每十每葡萄收成向的的，
必须要先把葡萄丢到压酒池里面用脚去踩，
必须要先把葡萄丢到压酒池里面用脚去踩
有许多的葡萄汁流出来、把它做成葡萄酒。
每十这
每
这园户自自可以自自百分之七十五的收成，
百分之二十五向的成今的主人，所以主人到收成的时候，
人
他就会派仆人去收取这些葡萄酒。
向他盖了一座楼，那个楼就是守望用的，
是有保护这个园子的作用。
以以这这主人就就就就…

可可可1~十三2

耶稣自自自洁净圣殿以以，就就就法利赛人向向向权柄挑战，
耶稣并并并正面的回答向他，
耶稣说：你们先告诉我，施洗约翰的权利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才告诉你们我的权利是从哪里来的。
法利赛人因因就不敢回答他的话
敢 答他的话。
今今今他今今今 可十十 这这这这，来来来
耶稣在圣殿里面对众人所做的教导，特别的是对法利赛人。
自可可1~12 是并是是葡萄园的比喻，
耶耶自向向教导里里里里里里比喻，就是里
就是里生活上面
比比比比熟悉的事件，来来更深入的真理的解释。
 比喻是一种很好的教导的方式，对今天教主日学的老师们、
比喻是 种很好的教导的方式 对今天教主日学的老师们
或者是讲道的牧师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教材上也放一些关于各种的
图画、教材、比方，来增加我们内容的生动性

就就收成向的的，主人就派就仆人
一批批的来到他的葡萄园，
批批的来到他的葡萄园
向这些园户们收取他的收成。
马可福音形形这形园户他非常的凶恶，
想把园子占为己有…
 这形仆人第
仆人第一批
批就向的的，园户就拿住他、
园户就拿住他
而且打他、叫他空手回去、没有给他任何的收成
就，
 然以主人就再派
再派一个仆人
个仆人就
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就把他的头打伤了，
而且还羞辱他、也没有给他任何的收成
 主人今今继再派仆人去，结果他们就把他杀了
自这里今他可以在就主人好像非常有耐性，
就就知知并不好的结果向他是他就他，
只是继续的等候，看园户们，
会再怎么样继续对待他的仆人。

最以，果然这这主人就派就向向自己的儿子就就，
就说就这他并 就是向向爱子…
马可福音就说就这他并十就是向向
爱子
马可福音不是第一次用爱子，
在耶稣受洗 登山变像的时候
在耶稣受洗、登山变像的时候，
就已经用到爱子，爱子就表示是园主他唯一的儿子，
自这比喻当当
当当，代表的就是耶稣。
换换换说，上帝自旧约的，曾曾十曾继派遣他的仆人、先知
就以色列那里就，以色列是向向葡萄园，
 就差派这些仆人、先知，警告他们要归向神
 可是以色列
可是以色列一直是硬颈项的百姓、他们心里刚硬，
直是硬颈项的百姓、他们心里刚硬，
十一都不听那形先知祭司的话，就就就这里来向：
一个去了就被打、另外一个又受伤、
然后被羞辱、最后还有被杀的。
今他知知自旧约里里，
并有有向先知都就都就这都向羞辱

这里就说：把他杀了、然后丢在园外，
自各各他受害。
耶稣是自耶路撒冷受审、自
 自这里是说拿住他、就丢在园外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把他推到园外去杀了
 希伯来书– 是在园外受苦…
不同的描写都是说耶稣是被他们所杀害。
将来这这葡萄园的主人回来向的的，
事就是说 – 上帝将来要来审判的时候，
上帝将来要来审判的时候
要怎么样来除灭那些园户呢？
就是巴勒斯坦向那形的的
向那形的的，
 把葡萄园一定是要转给「别人」
 不会给这些园户的，
，
因为他们是杀人犯、不听神的话
「别人」自这这比喻里里是里是？
自上下文里里今他知知– 就是的「外邦人」 。

现自是耶稣就里这这比喻、就说以色列人是刚硬向，
特特是特宗教领袖，就就
就就法利赛人、文士，
他们是刚硬的，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
甚至上帝亲自差遣来的爱子耶稣的话
也不相信、最后会把他杀了。
所以这这比喻耶稣自来向的的，事事事事自
自来向的的 事事事事自预言 –
他将来会受到宗教领袖的逼迫、杀害，就是跟他的受害有关。
最以，这比这是说：园主认成园户他可们们尊敬他的儿子，
 不料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我们就把他杀了，产业就可以归给我们
 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园子来收葡萄的人、园主也不在了，
有人
，
个
我
，
没有人来认这块地，最先出来说这个地是我的、属于我的，
那个园户就可以拿这块地了
所以向他就想 今他就今我唯
所以向他就想：今他就今我
唯一们能今能能能向爱子，
先我向做掉，这都这向换，我们就可以来承受这块地。

自从这新约、譬譬说自罗马书，保罗事来也：

福音本来是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心刚硬，
福音本来是传给以色列人
但是以色列人心刚硬
于是这个福音就要先传给外邦人。
罗可 25~27
罗可十
25 27 因为犹太人心刚硬，所以就要传给外邦人，
因为犹太人心刚硬 所以就要传给外邦人
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后，神仍旧要回转，
来拯救以色列人剩余的，
对愿意回转向神的百姓，所以他仍旧会有留下余数。
但是自这里葡萄园是今先转给别人 – 就是外邦人。
可可10~11 经上写着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
这是 诗十十诗22~23 向换，犹太人自是是的的里？
并形朝圣的圣徒，向他
向他一年有三次要上圣殿去
年有 次要上圣殿去，
今进入圣殿以前向的的，向他就们唱一些诗篇向诗，
其当就是并 其 就是 诗其十十诗其
其当就是并十其，就是
诗其
诗其

匠人就是指建造房子的人，这里就是指的园户
 园户所丢弃的石头，石头比喻就是耶稣基督，
园户所丢弃的石头 石头比喻就是耶稣基督
因成这个石头、已曾来就房角的头块石头
换换换说 匠人看为不好的那块石头，
换换换说，
匠人看为不好的那块石头
却被神认为宝贵、是房角的头块石头。


是是什房角石？
整个建筑物以它作基准、是最重要的那块石头，
彼因可7、徒四11~12
11 12，都曾曾被新约的作者引用过，
事就是说耶稣就是匠人所弃的那个房角石，
现自被教会所最宝贵的那块房角石。
这都向经文，耶稣说：你他没有念过吗？
这个经文就是房角石 就是指的爱子
这个经文就是房角石、就是指的爱子，
耶耶里这换曾耶引用在自己的身上说：
我虽然就好像那块被你们弃的石头，
但是会成为教会最重要的、最宝贵的石头。

因成因因都知知：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
诗
诗十十
○1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主对我，第一个主是上帝
主对我
第一个主是上帝
 第二个主，我主，就是指弥赛亚
 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但是大卫怎么对耶稣却说我主，
把他尊称跟上帝一样的位格
把他尊称跟上帝
样的位格？


耶稣今要要向就是：弥赛亚他不是大卫的子孙、
而而他是神的儿子，
 他的地位、他的权能，就跟神一样的高
 弥赛亚的仇敌，作他的脚凳，
赛
仇敌，作
脚凳，
就是说都会被他打败、被他踩在他的脚下
耶耶自教导他们这句话以以
以以，
就责备法利赛人，可可可38~40…

可可12 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

只是惧怕百姓 于是离开他走了
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
法利赛人竟然听得懂耶稣的比喻，
自 太四 比喻真向真并真真耶耶向门徒、愿意寻求比喻真意的人，
耶稣私下教导他们、他们才会明白，其他人都听不懂。
可是这里法利赛人竟然听懂了！
就就马可福音自这里，比喻向就的、奥秘向就的，
渐渐就好像要被公开了、弥赛亚的秘密要来到转捩点，
赛
秘
，
从现在开始，弥赛亚的秘密可能要开始公开的一个伏笔。
以来自后后里里并后后不同的宗教领袖来来耶耶来这，
耶耶耶是就不同的教导，最以耶稣却自自来说，就问他们说：
可可35~37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

「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这里耶稣就说：法利赛人他并文士 –
向他他他穿长衣，
文士就是就就就向律法师，向他他他
表示他们是有学问的、明白律法的老师；
并且喜欢被人注目 喜欢夸耀自己的荣耀
并且喜欢被人注目，喜欢夸耀自己的荣耀。
耶自街市上他他人问他的安。
自会堂事他他坐高位 – 高位就是在放约柜、放经书的
前面的位子，是面对会众的那个位子、就是高位。
或是筵席
筵席上坐在主人左右的那个位子，就是高位
坐在主 左右的那个位子，就是高位。
向他却他是都：侵吞寡妇的财产、假冒为善，
因为他们懂律法，许多的寡妇就因为她不懂得怎么理财，
就会来请教他们。他们就会怎么样 –
趁机就我就他向就能都们夺过来。
可可40假意作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但是耶耶就里但但十这事但，
来真这形宗教律法师来对比。

可可41~44 耶耶却称赞一个寡妇，这这这这就奉献，

耶稣说她在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说她在里面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 个大钱
 一个小钱是 lepton，就是犹太人钱币中最小的铜板
 大钱是罗马人的一个钱币的名称，
大钱是罗马人的一个钱币的名称
也是罗马最小的一个钱币的单位
耶稣对寡妇的称赞向是说：
 其他人的奉献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
 不像这个寡妇，她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不像这个寡妇，她是把 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耶耶就是对众人勉励：
警警向他，他今模仿宗教师跟律法师，
他们虽然很懂圣经的知识，
但是却在生命上却没有真正的敬虔
他就这这寡妇，就是真正的敬虔、就谦卑自己，
她自己没有什么，可是她投了两个小钱，
她是把自己一切的所有的、尽她所能的都摆上了

而马可福音自十在在向的的就在耶稣是神子，
旧旧以旧旧 预言有人会在旷野中、要预备他的道路的那一位
预言有人会在旷野中 要预备他的道路的那 位，
事就是 玛玛玛玛后、四十 所来向– 主的使者忽然
进入他的殿中 指的就是这一位神子耶稣基督
进入他的殿中，指的就是这一位神子耶稣基督。
可可可 第十后耶耶里 诗十十○1 来来向自自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却称他「耶和华对我主说
大卫却称他「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
所以这就大卫的子孙，他不是
，他不是十这
这
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
向他今因看向完全的服从、
完完向敬拜、完完向奉献，今我向在来
好像教会的、最宝贵的那一块石头房角石，
贵
房角 ，
一切以他为基准，
这都这今他就们能得到耶稣的称赞。
这个是指在圣殿里面的教导。

但是耶稣自这里、就是自提醒众人说：神所看重的敬拜，
是内心的敬拜 全所有的敬拜 全所有的奉献
是内心的敬拜、全所有的敬拜、全所有的奉献，
所以今他自所向里因、神所要的，
他是看重我们懂得多少，
在看今他向是今他看今他向
才干、知识、金钱、时间…
才干、知识、金钱、时间
我们是做如何的管理、运用，如何的摆在神的面前，
是不是尽上我们的全力，是不是有做 个全所有的奉献。
是不是尽上我们的全力，是不是有做一个全所有的奉献。
并向的的自这里向表现、是并十是过了头的一个摆上，
这这是受神所夸赞的。
所以今他在就圣殿里面，耶耶真正在夸奖的，
 并不是法利赛人他们懂得多少的圣经的知识，
少
，
而是他们特别的骄傲、喜欢人的问安…
 并且对耶稣的身分，
带着非常怀疑的不信任的态度

可后1-2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夫子
请看 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
将来在这里没有 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这这殿是自什么地方是？自锡安山上，
 这个殿并不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盖的殿，
586BC 就被巴比伦所毁掉了
 自比在在在主前第五、第六世纪，
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再重新建这个殿
 就大希律向的的，差他有 20BC 比大就为了讨好犹太人，
重新装潢以斯拉的这个第二圣殿，
这个重新装潢的时间非常的久，20BC~AD64 才完成
因因就并门徒就看耶稣说：你看，这个殿是多么的伟大！
可是耶稣却看这个殿发就审判的讯息：
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这这圣殿最以是 AD64 完成、
进来 就就拆毁、烧毁。
AD70 罗马进来、就就
 这个殿它的殿基是用很巨大的石头
所摆下去造成的，
所摆下去造成的
这个殿基很多犹太人都相信，
今天都还留在那里
 虽然殿基上面的圣殿、都已经被罗马人所摧毁，
但是就应验了主耶稣这个预言
但是今他自这里今他就在就 –
耶稣向向预言，
后来就在第一世纪、
70AD 就已经实现。
实 。
耶稣自看门徒自来这这教导以因，
他就已经对这个圣殿发出了
审判的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