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凡」的受膏者
第⼗⼀課受難與復活（上）



第⼗⼀課綱要—最後⼀戰（1）
• 與宗教領袖的直接交鋒

Ø潔淨聖殿和咒詛無花果樹—新的聖殿、新的聖⼭

Ø解釋無花果樹的咒詛—舊的聖⼭將被新的取代

Ø兩個兒⼦的⽐喻—悔改的罪⼈⽐宗教領袖先進神的國

Ø兇惡園⼾的⽐喻—宗教領袖對神的使者乃⾄兒⼦的拒絕

Ø筵席的⽐喻—對天國邀集的回應決定了⼈的結局

Ø論納稅給凱撒—天國的⾨徒在世上仍然要作好公民

Ø有關復活的問題—神是活⼈的神

Ø最⼤的誡命—愛神愛⼈

Ø有關⼤衛⼦孫的問題—基督是「主」



第⼗⼀課綱要—最後⼀戰（2）
• 對⾨徒/眾⼈的最後勸勉

Ø⽂⼠和法利賽⼈有禍了—避免與他們同路

Ø迫害—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Ø要謹慎、警醒—要忠⼼，要警醒

Ø善僕與惡僕的⽐喻—要忠⼼

Ø⼗個童⼥的⽐喻—要時刻準備好

Ø綿⽺與⼭⽺—不同⽣命不同結局



受難與復活（1）爭議，預⾔審判和再來，受審，受死，復活
（太21：10∼28：20；可11：11∼16：8；路19：45∼24：53）

• 如果我們從頭三卷福⾳書看耶穌從加利利⾛向耶路撒冷的路途，很快就
會發現，在這條路上，留下了當時各個重要猶太宗派與耶穌⽇益嚴重的
衝突的痕跡。

• 儘管耶穌的⾨徒無條件地跟隨著祂，把他們⼀切的盼望都寄予祂⾝上；
雖然那些貧窮和受壓迫的⼈也⼀直圍繞著祂，可是對不少法利賽⼈、宗
教狂熱分⼦、和富有的猶太⼈來說，祂要⼈悔改的呼籲、祂傳講神國的
⽐喻、祂的講論、和祂作爲彌賽亞的象徵⾏為（與貧窮和受排斥的⼈同
桌吃飯，以及醫治的神蹟），都成爲越來越不可容忍的挑釁。

• 然⽽，耶穌最強⼤的敵⼈是耶路撒冷最有影響⼒的派別，也就是祭司⾧
和撒都該⼈的貴族。他們控制並管理聖殿的事務，耶穌在祂事⼯將要結
束的時候潔淨聖殿，激起了這些⼈極度的憤怒。



受難與復活（2）爭議，預⾔審判和再來，受審，受死，復活
（太21：10∼28：20；可11：11∼16：8；路19：45∼24：53）

• 要明⽩耶穌的事⼯意味著甚麼，就必須理解祂在世的最後⼀個星期。那
些爭議爲決定性的衝突作了很好的概述，就如潔淨聖殿也同樣涉及了有
關權柄的問題。

• 宗教領袖確信，他們必須停⽌耶穌的⼯作。當耶穌⾛進耶路撒冷的時候，
已經預⾒這個決定性的交鋒。雖然⾨徒似乎並不明⽩耶穌已經告訴他們
的話，可是祂已經幫助⾨徒作好準備，來⾯對將要發⽣的事。在爭論當
中，耶穌解釋這些事要帶來甚麼，從⽽也帶出了⼀些最重要的信息。



潔淨聖殿和咒詛無花果樹（1）
（可11：11∼17；太21：10∼22；路19：45∼46）
• 讓耶穌覺得反感的是在聖殿的院⼦裡設⽴的這些便利設施（販賣沒有瑕
疵的祭物和把銀⼦兌換成舍客勒）。儘管⼈們⼀般把這幕解釋為經濟上
的剝削，可是這並不是主要的問題。耶穌在聖殿採取的⾏動基本上是⼀
個預⾔，把這個民族引向新的⽅向，並且宣告神計劃中的關鍵⼈物已經
來到了。

• 潔淨聖殿的背景的第⼆個主要因素就是要與彌賽亞在聖殿共享「更新的
敬拜」。激發這個看法的，可能是撒迦利亞書14：21，「當那⽇，在萬
軍之耶和華的殿中必不再有商⼈」。對末世的盼望就是⼈們需要彌賽亞，
因爲祂要帶來公義和拯救（賽9∼11）。這個設想的前提就是以⾊列需
要改⾰。就像耶利⽶書19章描述的那種態度：先知打碎⽡瓶，預⾔審判。
這裡⽤類似的態度，以⾏動表達了預⾔。



潔淨聖殿和咒詛無花果樹（2）
（可11：11∼17；太21：10∼22；路19：45∼46）
• 隨後耶穌咒詛無花果樹是令⼈驚訝的，因爲那不是結果的時候。這個⾏
動指出，在這個星期裡發⽣了⼀些具有象徵性的事情，因爲這⼀幕就代
表了耶穌話語的能⼒和信⼼的重要性（⾒：可11：20∼26；太21：20∼
22）。耶穌的話不利於象徵這個民族的無花果樹，描繪出在即將發⽣的
衝突中將要來臨的審判（⾒：彌7：1∼6；耶8：13）。



解釋無花果樹的咒詛（太21：20∼22；可11：20∼26）
• ⾺太福⾳說，耶穌指出，不疑惑的信⼼會導致⽐無花果樹枯萎更令⼈驚
奇的事情。⼈可以對「這」座⼭說：「投在海裡」，這事就會成就。考
慮到上⽂下理，這話可能與耶路撒冷有關。無花果樹代表的城市也可以
被視為將要遭受審判的錫安⼭。

• ⾺可福⾳也使⽤了「這」座⼭的⽤詞，同時，他也呼籲⾨徒在禱告時不
要疑惑，只要相信他們所說的必然成就。



兩個兒⼦的⽐喻（太21：28∼32）
• 耶穌⽤⼀個⽐喻說，稅吏和娼妓要⽐那些宗教領袖更先進神的國。祂
接著解釋：「因為約翰遵著義路到你們這裡來，你們卻不信他，稅吏
和娼妓倒信他；你們看⾒了，後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耶穌回到施
洗約翰的問題上，指責那些領袖沒有對神任命的使者作出回應。從幾
個層⾯去看，這些話都是令⼈震驚的。
Ø⾸先，耶穌公開接納這些「罪⼈」所作的回應。
Ø第⼆，這話顯⽰，耶穌認為⾃⼰的使命與約翰的使命有密切的關係。從這個意
義上來說，⾺太回答了之前有關耶穌的權柄來⾃何處的問題：就如施洗約翰⼀
樣，耶穌的權柄來⾃神。

Ø第三，耶穌向宗教領袖宣告了多個作出回應的機會。當罪⼈回轉的時候，他們
沒有隨著罪⼈回轉。因此，耶穌雖然沒有直接稱他們是假冒爲善的⼈，但祂實
際上已經認為他們是了。他們就像那個說⾃⼰會到葡萄園爲主⼯作的兒⼦，結
果卻沒有去。與他們成為對⽐的就是那些稅吏和娼妓，雖然他們起初拒絕，可
是最終卻改變了。



兇惡園⼾的⽐喻（1）（太21：33∼46；可12：1∼12；路20：9∼19）
• 在耶穌講的⽐喻裡，這是最重要的⽐喻中的⼀個，因爲它概述了領袖們
⼀向以來對耶穌的反應。宗教領袖就是在葡萄園裡⼯作的園⼾，以⾊列
是可能得福、但是需要照料的⼀塊⽥地。

• 園主在不同時期差派僕⼈往葡萄園收取果⼦。可是他們遭到很糟糕的待
遇。這表明了⼈們對先知的⼀再拒絕。重複的⾏動顯出神的忍耐和園⼾
對祂的意願持有敵意。

• 接著，園主決定差祂的兒⼦前往。按道理，⼈們應該要尊敬園主的家⼈，
可是罪惡是殘忍和盲⽬的。那些園⼾決定要殺死這個兒⼦，希望⾃⼰可
以承受這地。通常，沒有繼承⼈的⼟地就會留給在那裡⼯作的⼈。可是，
如果那些⼈抹殺了合法的繼承⼈，他們是不會得到這個好處的！

• 耶穌問，園主會作甚麼呢？在每⼀卷福⾳書，耶穌都⾃⼰回答了這個問
題：「他要來除滅那些（⾺可）/這些（路加）園⼾，將葡萄園轉給別
⼈。」神要審判現在的領袖，並且⽤別的領袖替代他們。



兇惡園⼾的⽐喻（2）（太21：33∼46；可12：1∼12；路20：9∼19）
• 耶穌引⽤詩118：22∼23，斥責宗教領袖。對第⼀世紀的猶太⼈來說，這是
⼀⾸代表盼望的末世詩篇。這詩篇原來的背景是描述外邦⼈在戰⾾中拒絕了
以⾊列的王，也就是現在凱旋歸回、受到民族歡迎的君王。但現在，以⾊列
的領袖可悲地成爲拒絕者。儘管他們摒棄了祂，但是這位君王仍要被⾼舉，
成爲房⾓的頭塊⽯頭。

• 接著，⾺太福⾳和路加福⾳使⽤⽶⼤⽰與「⽯頭」有關的想法，包括了概念
上的引喻。它涉及打碎罐⼦的意象：它們也許掉在⽯頭上，或者有⽯頭掉在
它們上⾯。這是⼀句諺語，表⽰無論⽯頭和罐⼦如何碰在⼀起，對罐⼦都是
⼀件壞事！

• 祭司⾧（⾺太福⾳和路加福⾳），法利賽⼈（⾺太福⾳），和⽂⼠（路加福
⾳）知道耶穌這個⽐喻是針對他們講的，就想要捉拿祂。但他們懼怕群眾就
沒有這樣做。⾺太福⾳說眾⼈以耶穌為先知，⽤充滿譴責性的⽐喻作出這樣
的推論，並不奇怪。耶穌與領袖之間的交鋒，現在越來越強硬和激烈了。



筵席的⽐喻（太22：1∼14）
• 這個⽐喻裡的主要⾓⾊是⼀位君王。被邀請參加婚宴的⼈在筵席已經預
備妥當時卻不肯來，這是與預期的回應相反的侮辱。主⼈第⼆次殷勤地
提出邀請，那些⼈卻嘲笑，以別的事情作爲推搪，並且殺了使者。這最
後的⾏動被視為對王的嚴重侮辱。王憤怒地發兵去除滅那些兇⼿，並且
燒毀了他們的城。這裡提出了耶路撒冷即將要⾯對的審判。

• 王差派剩下的僕⼈去邀請別的⼈。那些原來得到邀請的⼈不配赴宴，因
此王差派僕⼈去把「凡遇⾒的」都召來赴席。不論善惡都召聚了來，儘
管原來被邀請的⼈沒有出席，婚宴還是繼續進⾏。

• 可是，在婚宴上⼀個沒有穿上爲他預備的禮服的⼈被趕出去了。他被丟
在外邊的⿊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了。⾺太福⾳⼀直使⽤這個形象
來描繪那些斷然被摒棄的⼈。它代表了⾃稱與基督有關係、與祂接近，
可是從來沒有真正認識祂的⼈。耶穌在這裡向領袖和任何在祂⾝邊可能
要背叛祂的⼈提出警告。這是⼀個許多⼈沒有重視的警告。



論納稅給凱撒（太22：15∼22；可12：13∼17；路20：20∼26）
• 法利賽⼈和希律黨的⼈試圖要使耶穌上當，⽤耶穌的話做把柄，把祂交在巡
撫的政權之下。討論的問題是繳納給羅⾺政府的⼈頭稅。猶太⼈厭惡這稅，
因為它提醒他們需要服從羅⾺政府。希律黨的⼈和平接受這稅，因爲他們⽀
持羅⾺政府指派給這個民族的統治者。當時的想法是，無論耶穌如何回答這
個問題，都會導致有些⼈的不滿。假若耶穌主張百姓納稅，猶太⼈認為祂是
民族主義彌撒亞的盼望就會幻滅；如果祂拒絕繳這稅，他們就會到彼拉多那
裡，指控耶穌是造反的⼈。

• 耶穌知道他們的動機。祂吩咐他們給祂⼀個銀錢，並且以不需回答的反問句
指出銀錢上有凱撒的肖像。耶穌回答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
歸給神」，把他們⼆選⼀的問題變成兩個都需要，從⽽避開了這個陷阱。他
們應該繳稅，也應該榮耀神。他們應該尊重屬於羅⾺政府的部分，但也應該
榮耀神。⾔下之意是，就如銀幣上有凱撒的肖像，我們的⽣命也刻有神的印
記，就必須完全效忠於祂。畢竟，⼈類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有關復活的問題（太22：23∼33；可12：18∼27；路20：27∼40）
• 現在輪到撒都該⼈嘗試在神學爭議中逮住耶穌。他們要討論⼀項他們不相信
的教義：復活。撒都該⼈嘗試⽤娶寡嫂制的例⼦來證明這項教義的荒謬可笑。

• 耶穌以不同的⽅式回答這個問題。在復活裡，他們「也不娶，也不嫁」，⽽
且他們要和天使⼀樣。⼤多數猶太⼈都相信天使是不吃不喝，也不繁殖後代
的。所以，耶穌在這裡討論的不是新的事物。因為撒都該⼈不相信有天使，
耶穌的回答就成爲對他們的挑戰和諷刺。

• 有關復活，耶穌使⽤了妥拉的經⽂，因為這是撒都該⼈接受的聖經部分。祂
指出，出埃及記3：6談到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太福⾳和⾺可福
⾳使⽤現在式時態引述這節經⽂：「我是。。。的神。」猶太教經常這樣描
繪神，把重點集中於神是應許的神（⾒：使3：13）。作為應許的神，祂曾
經向以⾊列的族⾧作出承諾。為了向他們成就這個應許，他們必須活著，才
能得到神應許的東西。這⼀切都預先假定有復活的事，⽽且神有能⼒使這事
發⽣。所以，⾺太福⾳和⾺可福⾳在結束的時候說：「神不是死⼈的神，乃
是活⼈的神。」



最⼤的誡命（太22：34∼40；可12：28∼34 ）
• 因為⽂⼠曉得耶穌對前⾯的問題作了很好的回答，所以提出這個問題。
問題是：哪⼀條是⾸要的誡命？這也是猶太教經常討論的問題。

• 耶穌引⽤申6：4∼5及利19：18作答，指出當盡⼼、盡性、盡意愛主—
你的神，且要愛⼈如⼰。

• 在⾺可福⾳，⽂⼠贊同耶穌的回答，說神是⼀位，⽽且⼈應該徹底地
愛祂，也要愛⼈如⼰。⽂⼠繼續補充說，這樣做「⽐⼀切燔祭和各樣
祭祀好得多」。耶穌喜愛這個反應，對他說：「你離神的國不遠了。」
那⽂⼠已經看出耶穌教導的重點。與神有正確的關係，會轉化成與其
他⼈的正確關係，這⽐任何禮儀都更爲重要。



有關⼤衛⼦孫的問題（1）
（太22：41∼46；可12：35∼37；路20：41∼44）

• ⾺太福⾳明確指出當時在那裡的是法利賽⼈。⾺太福⾳詳細列舉了耶
穌⼀系列的問題：「論到基督，你們的意⾒如何？祂是誰的⼦孫呢？」
他們回答說基督是⼤衛的⼦孫。這個答案是顯⽽易⾒的（撒下7：12∼
14；詩89：29∼37；賽9：2∼7；11：1∼9；耶23：5∼6；結34：23∼
24；37：24）。早期的教會也特別重視這點（羅1：3；提後2：8）。

• 這話導致這⼀幕的關鍵交談。詩篇110：1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
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腳下。』」耶穌問，如果⼤衛稱祂為
主，祂怎麼⼜是⼤衛的⼦孫呢？只有⾺太福⾳指出，沒有⼀個⼈能回
答⼀⾔，也沒有⼈敢再問祂甚麼。耶穌再次勝過了祂的對⼿。



有關⼤衛⼦孫的問題（2）
（太22：41∼46；可12：35∼37；路20：41∼44）
• 耶穌的問題對彌賽亞的⾝份和位格造成⼀個進退兩難的窘境。如果⼤衛親
⾃稱彌賽亞為主，為甚麽⼜說祂是⼤衛的⼦孫呢？同樣重要的是，⼀位處
於⽗權社會的祖先，為甚麽要給他的⼦孫這樣的尊榮呢？在希臘經⽂的這
個問題尤其有效，因爲詩篇在開始處重複了「主」這個詞。希伯來經⽂的
詩篇110：1清楚地區分了「耶和華」與「主」。然⽽，第⼀世紀的⼈不會
說出神聖的名字「耶和華」，卻⽤表⽰「主」的⽤詞—上主—取代，因
此，無論是希伯來語或亞蘭語，⼝述這詩篇，使⽤「主」的概念時都包含
了這個雙關語的意思。

• ⼤衛的這個詩篇，在某種形式上向彌撒亞說話。耶穌和祂的聽眾都接受這
些要點。耶穌不是要否認基督是⼤衛的⼦孫，但祂認爲基督主要的名字是
「主」。如果祂是彌賽亞，祂所擁有的權柄就是⼤衛承認屬於彌賽亞主的
權柄。這位統治者就是神給祂權柄，坐在神右邊的那位，這幅圖畫描繪了
祂與神在寶座上同享統治，也象徵了祂享有神的權柄（太20：21；弗1：20；
來1：13）。



⽂⼠和法利賽⼈有禍了（1）
（太23：1∼36；可12：37∼40；路20：45∼47）

• ⾺太福⾳以最激烈的形式，描繪了耶穌與領袖之間的敵意。傳統多⽅⾯
證明耶穌曾經在各種事情上對領袖提出嚴重的質疑，我們在這裡看⾒了
其中最強烈的⼀些挑戰。事情到了⾮解決不可的地步，這是必然的結果。

• 聽這些⾔論的不是那些受指責的⼈，卻是眾⼈。因此，耶穌警告他們不
要學那些領袖的樣式，祂也主張以祂不同的⽅法去接近神。⾺太⽤這個
譴責向他的讀者提出牧者的呼籲：不要重複過去的屬靈錯誤。

• 耶穌在開始的時候指出法利賽⼈和⽂⼠的聲望：他們坐在「摩西的位
上」。耶穌繼續敦促要遵循這些領袖的教導，只是要避免學習他們在⽣
活中實踐這些事情的⽅法。這裡有兩個重點。⾸先，耶穌肯定，就著教
導的內容反映神的道路⽽⾔，⼈們應該遵循律法。耶穌沒有完全摒棄律
法的教導，甚⾄也沒有拒絕宗教領袖要⼈遵循律法的教導。第⼆，耶穌
厭惡虛偽、對他⼈漠不關⼼、⽬的只是贏得⾃我吹噓的宗教習慣。



⽂⼠和法利賽⼈有禍了（2）
（太23：1∼36；可12：37∼40；路20：45∼47）

• 耶穌說他們不當⽤“拉⽐”這個稱呼。只有神是他們的⽼師，其他⼈都是
平等的兄弟。⾨徒也不應彼此稱呼為⽗親或師尊，因為只有⼀位在天上
的⽗，只有⼀位師尊，那就是基督。這⼜是另外⼀句強調基督是主的話，
同時也強調了天⽗與祂差遣、膏⽴的中介有合⼀的⼯作。

• 在這個時候，耶穌提出了具體的災禍。這些都是嚴厲的斥責，指出這些
領袖實際上⾏了適得其反的事。
Ø⾸先，他們讓⼈無法進⼊天國。他們不能進⼊天國，⽽他們的教導也令其他⼈不
能進去。

Ø其次，他們竭盡全⼒，⾛遍洋海陸地，讓外邦⼈跟從神，歸信猶太教。但當他們
達到⽬的的時候，那⼈卻⽐他們更加倍地成爲地獄之⼦。

Ø第三，他們慣於製造重擔，可是卻⽤特別的條款不去遵守，作爲逃脫的⽅法。



⽂⼠和法利賽⼈有禍了（3）
（太23：1∼36；可12：37∼40；路20：45∼47）

Ø第四，他們在建⽴關係的事情上假冒為善。他們連最好的糧⾷或藥草都獻上⼗分
之⼀（⾒：利27：30），卻忽略了律法、公義、憐憫、和信實（⾒：彌6：6；何6：
6）。雖然這⼀切都很重要，可是公義和憐憫等事⽐獻上⼗分之⼀的藥草和糧⾷
更有價值。

Ø第五，他們的外表看似虔誠和潔淨，但是內⼼卻充滿了勒索和放蕩的污穢。外⼈
看他們是公義的，其實裡⾯充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Ø最後，耶穌指責法利賽⼈，說他們是殺害先知者的⼦孫。前提是他們沒有聽從先
知的話，表明他們藐視了先知的信息。因此，他們不會逃脫地獄的刑罰。

• 所以，耶穌預⾔這些領袖將要⾯對完全的審判。祂的控訴就像潔淨聖殿
⼀樣，再次斷⾔⾃⼰的權柄。這個審判就像對宗教領袖宣告全國性的判
決，代表著耶穌有呼召以⾊列民族悔改的權利。毫無疑問，耶穌在強迫
百姓選擇讓誰來指⽰這個民族的⽅向。



迫害（太24：9∼14；可13：9∼13；路21：12∼19）
• 耶穌預⾒，在末⽇開始以前，⾨徒將要遭受激烈的逼迫。在⾺可福⾳，
耶穌警告⾨徒要謹慎。⾺太福⾳勉勵⾨徒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儘管有這些迫害，「天國的福⾳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證，然後末
期才來到。」因此，對⾺太福⾳來說，在末⽇臨到以前會有許多迫害
的事，也會有普世的宣教。

• ⾺可福⾳和路加福⾳講論⾨徒將要被交到公會和君王那裡的時候，勸
告他們不需要擔⼼如何作答。耶穌應許聖靈要與他們同在，給他們能
⼒，讓他們能夠在這些審問中作答。在耶穌回來以前，迫害會是這幅
圖畫的⼀部分。但是耶穌強調，那些破壞⾝體的不能影響⼈的靈魂，
要忍耐到底。



要謹慎，警醒（可13：33∼37，路21：34∼36）
• ⾺可福⾳勸勉⾨徒要謹慎，驚醒，因為⾨徒不知道那⽇期幾時來到。
⾨徒就好像管家，他們的主⼈要離開家，就吩咐他們要做好各⼈⾃⼰
的⼯作，直等到他回來。主⼈回來的時候，不應該看⾒他們睡着了

• 路加福⾳更具體地說明了警醒的意思。⾨徒要留意，不要被貪⾷、醉
酒、和今⽣的思慮纏累。如果他們不驚醒並謹慎地⽣活，審判會在尷
尬的情況中逮住他們。全地上的⼀切⼈民都會經歷那⽇⼦。主要的假
設是，這個來臨會是審判和交帳的⽇⼦。所需要的是作好準備並且好
好⽣活。



善僕與惡僕的⽐喻（太24：45∼51）
• 耶穌警告⾨徒，將來的審判會暴露那些不忠⼼的⼈。⼀些似乎與耶穌
有關的⼈將不會得福。所以，這個⽐喻基本的勸勉就是要保持忠⼼，
直到耶穌回來。



⼗個童⼥的⽐喻（太25：1∼13）
• 這個⽐喻也強調要作好準備，同時提出警告，說明這是每⼀個⼈的責
任。⽐喻的重點是，那些錯過了⼈⼦來臨的⼈，沒有爲祂的回來作好
準備，將要永遠失去機會。在祂來臨以後，就不可能悔改了。



綿⽺與⼭⽺（太25：31∼46）
• 耶穌宣告，「當⼈⼦在祂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祂要把萬
民分別出來。除了添加了⼈⼦的特⾊以外，這幕與撒迦利亞書14：5的
情景很相似。隨著⼈⼦來臨的是執⾏決定性審判的統治。那會涉及把
萬民分別出來，因此，其範圍就包括全⼈類。⼈要被分爲兩組：綿⽺
在受尊榮的右邊，⼭⽺在被摒棄的左邊。

• 在右邊的綿⽺得到福分，「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爲你們所預備的國。」
這描繪了應許中完全成就的國度。原因是，他們把「這些事」（吃、
喝、住、穿、探監）做在弟兄姐妹中最⼩⼀個的⾝上，就是做在耶穌
⾝上。這說明因爲他們願意⽀持基督、對代表祂的⼈表⽰憐憫，所以
福分就臨到他們。

• ⽽在左邊的⼭⽺，因爲沒有做「這些事」在弟兄中⼀個最⼩的⾝上，
就是不做在耶穌⾝上，結果就是永遠的刑罰。



歡迎⼀起來更多地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