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经材料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1] 

 

路加福音 第 19 章 

背景 

撒该得救的记述紧随着“富有的少年官”和“瞎子看见”之后，耶稣在此再次讨论“承受神国”的

事。首先上文的少年官因他丰富的财富不肯跟随耶稣，但撒该却回应耶稣的呼召，他也因此得救。

如此，这段经文也回答了上文群众的问题：“这样，谁能得救呢？”少年官熟读摩西律法却不认识

主；而撒该被称为“罪人”但接待耶稣。且蒙耶稣的接纳。另外，瞎子因眼瞎不能看见，撒该则因

身量矮小而“不得看见”。他们都被厌弃。瞎子被治好后“跟随耶稣”， 撒该接待耶稣后也被耶稣

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有没有在迫切需要中，被人帮助过？是物质钱财方面的需要吗？ 

分段 

一、税吏撒该得救 （十九 1～10 节） 

二、交银给仆人的比喻 （十九 11～27 节） 

三、主荣耀进圣城 （十九 28～40 节） 

四、为耶路撒冷哀哭、洁净圣殿 （十九 41～48 节） 

读经（默读「整章」以取得整体概念，3 分钟） 

一、税吏撒该得救（十九 1～10 节） 

读 经（默读 1 分钟） 

1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2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财主。 3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 4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5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

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6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7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

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8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9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10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10 分钟） 

1. 这个税吏撒该，人怎么形容他？他对神的儿子及神国的事的态度是什么？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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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该是税吏、是财主，身体矮小看不见一般人看得到的，人称他为罪人。 

 对神的儿子耶稣及神国的事的态度 

o 他渴望见到耶稣，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o 愿意把拥有的一半分给穷人。 

o 「我若讹诈了谁」，是不小心的使人因他在财务上受损，与当今蓄意的诈骗不同。

他一旦发现，就加倍的赔偿。 

 

2. 撒该渴望的态度，与他接待神的儿子耶稣，立即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耶稣说的拯救「失丧的人」，与众人所称呼撒该的，有什么相关？ 

为什么要提到亚伯拉罕的子孙？ (19:9~10)  

 立即的结果： 

o 二个平行的句子：「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救恩不再是

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眼前的事实。 

 失丧的人： 

o 耶稣说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把救恩带给一个众人称为的「罪

人」。 

o 「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到了众人说称罪人的家，把救恩带给撒该，是延续着前

面一连贯的主题：失羊、失钱、失子的比喻的中心主题。 

o 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 

使他们得以躺卧。 

失丧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缠裹； 

有病的，我必医治； 

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 

也要秉公牧养他们。(结 34:15~16) 

 亚伯拉罕的子孙： 

o 众人以为可以考他们的民族背景，得到神的喜悦。 

o 但是，「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

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3:8)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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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银给仆人的比喻（十九 11～27 节） 

读 经（默读 1 分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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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12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 13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锭：原文是弥拿，一弥拿约银十两）银

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直等我回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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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16 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

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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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第二个

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 19 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20 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

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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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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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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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

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 25 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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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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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0 分钟） 

1. 当耶稣快到耶路撒冷时，众人以为「神的国」是怎么就快要显出来？ (19:1~2)  

 众人以为耶稣是到耶路撒冷是要作犹太人的王，实现弥赛亚国，率领犹太人脱离罗马帝国

的奴役。 

 

2. 耶稣用这个比喻提醒门徒忠心与警醒，那么：(19:12~13) 

a) 贵胄（新译本：贵族）是指谁？ 

b) 仆人是指谁？ 

c) 交给他们十锭银子（一千银币）做生意，是什么意思？  

 贵胄(贵族) ：是指弥赛亚来到世上，「他本有神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腓 2:6~7) 

 仆人：是事奉祂的人。 

 做生意：以一般人都应该明白做生意的道理，比喻福音的使命。藉着神的仆人传扬，扩展

神的国。 

 

3. 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提到的事： (19:14~23) 

a) 恨他的本国人是指谁？本国的人「恨他」,与所比喻的弥赛亚什么关系？ 

b) 主人回来时，为什么斥责第三个仆人为「恶仆」？ 

 神的子民对弥赛亚的抗拒，耶稣曾经在家乡拿撒勒的会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

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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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尽责的仆人，即传扬神福音的人。没有尽到责任，还讲了一大堆的借口。 

 

4. 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提到的事：(19:15~22) 

a) 回来后，问仆人「做生意赚了多少」。这跟将来主耶稣再来，有什么相关？ 

请大家讨论相关的地方？ 《重要讨论题》 

 忠于神的托付的仆人，传扬福音，把人带到神前，神国得以扩展。 

 众人都应该懂的做生意赚钱原则，应用在神托付给人福音的使命，使神国得到扩展。 

 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帐」。 

 

5. 这个比喻主耶稣再来的事：(19:24~27)  《重要讨论题》 

a) 9:26「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与 8:18「因

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字句相

同。是什么意思呢？ 

b) 9:27「至于我那些仇敌.....在我面前杀了吧」，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事？ 

a)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o 根据旧约和犹太人传统，家庭架构的信念渊源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血缘上的关

系，而神的子民就是亚伯拉罕肉身上的后人。 

o 耶稣要人回应祂所传的神国的福音，接受的就成为神的子民，不再是基于血缘关

系。 

o 不接受祂的福音，原来自以为是神的子民的身份被拿去。 

b)  至于我那些仇敌..... 

o 那些拒绝福音的，将来面临审判。 

o 最后的结论，是讲到神的主权，及将来的审判。是这段比喻最严肃、最严厉的信息

的重心。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三、主荣耀进圣城（十九 28～40 节） 

读 经（默读 1 分钟） 

28 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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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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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若有人

问为甚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32 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33 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

他们说：「解驴驹做甚么？」 34 他们说：「主要用它。」 35 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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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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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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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

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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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15 分钟） 

1. 在这里，用了不少的经文记载主耶稣进耶路撒冷时，特别安排骑着驴驹进城。

「驴驹」是什么？「骑驴驹」进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意义？是卑微的态度吗？ 

(19:28~36)  《重要讨论题》 

 带大家读撒迦利亚书 9:9： 

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了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亚 9:9） 

o 驴驹：幼小的公驴。 

o 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做神圣用途的动物必须没有人使用过。 

 耶稣骑着驴驹就代表祂是谦和的王，有至高的权柄。 

 是王的身份，而不是教会传统的解释：骑着驴子代表卑微的意思。 

 

2. 将近耶路撒冷时，跟随耶稣的人如何表现出他们的心态？ 

为什么他们如此做？ (19: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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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是引自诗篇中对君王登基的称颂： 

「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诗 118:26) (带领组员一起查看) 

 所引用的经文，加上了「王」，直接的表明耶稣是王。 

o 「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是呼应着耶稣出生时，天军的颂词：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2:14)  

 (带领组员一起查看) 

 耶稣进耶路撒冷是要成全末世和平的福音。 

 将来成全后，祂在天上享有君王的尊荣。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痲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

他们。(7:22)  (带领组员一起查看) 

 

3. 在这福音书里，法利赛人不断的拒绝福音，又一次的批评人对耶稣的拥戴。

(19:39,34,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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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找耶稣时，如何称呼耶稣？ 

与 19:34 和 19:38 跟随耶稣的门徒所称呼的，在心态上有什么不同？ 

耶稣为什么如此回应他们的抱怨？ 

 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而众人热烈的拥戴，用 不同的称呼： 

o 「主」要用它 (34)、「王」是应当称颂的 (38) 

 表现出法利赛人的冷漠敌对与拒绝福音的态度，甚至还要求耶稣责备跟随的门徒。 

 耶稣是说，即使神的子民闭口不言，神所创造的其他受造物「石头」也要称颂。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四、为耶路撒冷哀哭、洁净圣殿（十九 41～48 节） 

读 经（默读 1 分钟） 

41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它哀哭，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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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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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45 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46 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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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48 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10 分钟） 

1. 耶稣看见耶路撒冷时，就为它哀哭。在后面经文提到： 

「平安的事」(42)和 

「眷顾」你的时候(44)， 

这二件提到的事，与耶稣哀哭又什么关系？ (19:41~44)  

 耶路撒冷不知道神眷顾祂的子民。 

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1:68) 

 神要藉着祂的仆人将祂的子民引到平安的路上，但是祂的子民却不知道。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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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为耶路撒冷的硬心而不知道，并且因为耶路撒冷的无知，即将面临审判1，而哀哭。 

 

2. 耶稣为什么赶出圣殿里头做买卖的人，骂他们把圣殿弄得像贼窝？ (19:45~46) 

 《重要讨论题》  

 正如耶利米形容的，人把污秽带进敬拜的地方，是神所憎恨的： 

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

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

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7:9~11) 

 参考：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林前 6:19)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分享这星期的代祷事项 

結束禱告 

 

                                                                 

1到了公元 66 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三年后，罗马维斯帕先王派遣他儿子提多来扫平叛乱。罗马军队

攻打耶路撒冷，攻破外围城市，却不能攻下这城。最后他们采用围困战术，在公元 70 年攻陷这个再无抵抗之力

的城市，并放火焚城。在提多的大屠杀中，一共有六十万犹太人死于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