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95課:  耶穌的眼淚 

路加福音 十九:28-44 

 

v.28 耶穌說完了這話，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

冷去。 

v.29 將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欖

山那裏，就打發兩個門徒，說： 

v.30 「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進去的時候，必

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那裏，是從來沒有人騎

過的，可以解開牽來。 

v.31 若有人問為甚麼解牠，你們就說：『主要

用牠。』」 

v.32 打發的人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

的。 

v.33 他們解驢駒的時候，主人問他們說：「解

驢駒做甚麼？」 



v.34 他們說：「主要用牠。」 

v.35 他們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

面，扶著耶穌騎上。 

v.36 走的時候，眾人把衣服鋪在路上。 

v.37 將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欖山的時候，眾門

徒因所見過的一切異能，都歡樂起來，大

聲讚美上帝， 

v.38 說：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

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 

v.39 眾人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說：「夫

子，責備你的門徒吧！」 

v.40 耶穌說：「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口不

說，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v.41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它哀

哭， 



v.42 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

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

看不出來。 

v.43 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

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 

v.44 並要掃滅你和你裏頭的兒女，連一塊石頭

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

候。」 

 

引 言 

 

1） 一提到眼淚， 我就想到過去一生中一幕幕淚景： 

 

●  1987年， 太太懷孕10個星期， 突然發覺

染了德國疹， 一想到孩子或會是盲，啞, 

智障，心裏就不寒而慄， 二口子常常相

顧無言， 唯有淚千行。 

 

10月7日是凱欣出生日子， 主診醫生替她



檢查， 發覺一切如常， 並沒有大碍， 她

抱著凱欣， 在產房與我們一起禱告， 太

太哭了， 我哭了， BB當然也是哭了， 這

是感恩之淚。 

 

●  1982年， 我和家姐一起到廣州與失散了3

0多年的妹妹相聚， 那天晚上， 我們一起

吃晚飯， 妹妹突然說： 假如爸爸， 媽媽

也在， 看到我們兄弟姊妹能重聚， 是多

快樂的！ 未講完， 我們都哭了！  

 

●  2003年， 太太患上淋巴癌入醫院， 一天

她要做一個手術， 入了手術室後， 我獨

自離開醫院， 預備2個小時後才返回， 遇

到一個基督徒朋友， 我既恐慌， 又擔

心， 不期然在他面前痛哭！ 

 

●  去年九月我因病入了深切治療病房， 很

嚴重， 我第一次想到我或許要丟下太

太， 子女，孫兒，一想到這裏， 不期然



流下淚來。 

 

想來， 這些淚景幾乎全部都是因生離死別有關

的。 

 

2) 眼淚並不代表軟弱， 雖然中國人說： 「大丈夫流

血不流淚」， 而且以為流眼淚是弱者的表現！ 非

也！翻開聖經，「流淚禱告」 幾乎是每一個聖經

偉人的習慣， 約伯在神面前眼淚汪汪， 以賽亞因

以色列民族之失落而流淚！ 耶利米更稱為流淚的

先知， 詩人更是晝夜以眼淚為飲食， 但詩篇30:

5， 也即是我在病中太太給我分享的一節聖經說： 

「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新約也不例外， 保羅為教會流淚， 禱告， 為他所

愛的弟兄姊妹禱告。但更奇怪的， 耶穌也流出眼

淚來， 真不可思議。 

 

3) 台灣有一個十三歲的神童， 他的名字叫江璟亮， 

他拿著一張小學畢業文憑， 報名申請NYU， 一間

美國有名的大學， 竟被錄取， 何解？ 



 

●  他SAT， 獲1,480分（1,600分是滿分）是全

美國Top 1% 

●  他 SAT的數學是滿分的。 

●  他自小自學英語， 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而

且是沒有口音的。 

●  他 IQ 160 

●  他五年級時， 數學只是5年級程度， 他因

為要報名考 SAT , 就用一年時間讀完所有中

學的數學課程， 並 SAT 獲滿分。 

●  他彈得一手好的小提琴及鋼琴。 

 

有人訪問他， 他直言是一個基督徒， 論及他至喜

歡的一節聖經， 是約翰福音十一章35節：「耶穌

哭了！」他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小朋友， 事實

上， 耶穌的眼淚真是不可思議，那個創造萬物的

主宰， 大有能力和智慧的神， 看到他所愛的朋友

拉撒路死了， 祂不是以一個大魔術師的姿態出

塲，拿著 V 字的手勢， 開始表演一個驚人的絕



技， 大聲說：「拉撒路！出來」，拉撒路果然出

來， 所有觀眾掌聲如雷， 只見那魔術師耶穌舉出 

V 字， 我戰勝死亡了！ 

 

不是， 耶穌不是如此， 聖經怎樣形容祂？ 祂心裏

甚是憂傷， 難過， 尤其看到馬利亞，馬大也哭

了，祂悲痛，「耶穌哭了」！ 真不可思議，這是

神的人情。 

 

如果我們翻閱聖經， 發覺有3處聖經是提到耶穌的

眼淚， 兩處是明顯， 一處是暗示： 

 

●  約翰福音十一：35， 拉撒路死了， 耶穌哭

了。 

●  路加十九：41，耶穌快到耶路撒冷， 看見

城就為它哀哭。 

●  耶穌臨被捕時在客西馬尼園禱告， 聖經只

是形容祂心裏極其難過與哀傷， 汗流如

血， 但並沒有提到祂流淚。 

 



奇怪的， 三次哭泣都是與死有關的： 

 

❖  拉撒路之死⸻其後引至耶穌被釘死。 

❖  入耶路撒冷是受死。 

 

今天我們要詳細看看路加福音這一段， 耶穌受死

這一段非常精采的經文。 

 

 

 

（一）往耶路撒冷去 （v.28-34) 

 

v.28 耶穌說完了這話，就在前面走，上耶路

撒冷去。 

v.29 將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

欖山那裏，就打發兩個門徒，說： 



v.30 「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進去的時候，

必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那裏，是從來沒有

人騎過的，可以解開牽來。 

v.31 若有人問為甚麼解牠，你們就說：『主

要用牠。』」 

v.32 打發的人去了，所遇見的, 正如耶穌所說

的。 

v.33 他們解驢駒的時候，主人問他們說：

「解驢駒做甚麼？」 

v.34 他們說：「主要用牠。」 

 

1) 很明顯的， 這一大段的主題是「耶穌進

入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什麼意思

呢？ 

 



●  v.11耶穌因為將進耶路撒冷， 又

因他們以為神的國快要顯現， 就

另設一個比喻說： 

「有一個貴胄往遠方去， 要得國回

來。」 

 

跟著v.28「耶穌說完了這話， 就在

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 

 

很明顯的， 這一大段聖經是緊緊

的跟隨著耶穌所講的一個比喻， 

從這個比喻中， 我們知道三件

事： 

❖  耶穌就是王。 

❖  耶路撒冷是代表王的國， 

王要回自己的國。 

❖  國中有人憎恨他，v.14不願

意祂作王， 甚至想殺祂。 

 

在舊約聖經中， 耶路撒冷是神所在

之地， 其中詩篇之鍚安歌， 是指耶

路撒冷， 因有聖殿在其中， 所以耶



2) 現在耶穌快要入耶路撒冷， 就好像王要回自

己的國一樣， 但當你看看這個王是如何進入

耶路撒冷， 你會看到一幅完全不一樣的圖

畫。 

 

耶穌是騎著一匹驢駒進入耶路撒冷城， 他不

是騎著馬（像日本人入南京城），而是驢

駒， 

 

馬 = 戰爭 

驢駒 = 和平 

馬是代表勢力， 強權 

驢是代表温柔， 和平 

  

耶穌不是用戰爭， 強權在征服， 而是用和平

手段去征服。 

 

此外， 還有一個原因， 撒迦利亞九章9-10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

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



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

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我必除滅以法蓮的戰

車 

和耶路撒冷的戰馬；爭戰的弓也必除滅。他必

向列國講和平；他的權柄必從這海管到那海， 

從大河管到地極。」 

 

耶穌用驢駒入城， 是應驗舊約的預言。 

 

3） 還有一點我們要注意的， 這驢駒的出現並非

偶然， 耶穌一早已安排。 他吩咐2個門徒去

取這驢， 並且給他們一個 password 「主要用

它」很明顯這是耶穌一早安排了這隻驢駒， 

並且給了一個記號， 這記號是「主要用

它」， 雖是卑微， 神却要用它， 成為入城的

主要工具。 

 

 

（二）榮耀進城  (v.35-40) 

 



v.35 他們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在

上面，扶著耶穌騎上。 

v.36 走的時候，眾人把衣服鋪在路上。 

v.37 將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欖山的時候，眾

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異能，都歡樂起

來，大聲讚美上帝， 

v.38 說：「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

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 

v.39 眾人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說：「夫

子，責備你的門徒吧！」 

v.40 耶穌說：「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口

不說，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如果我們說前一段的主題是耶路撒冷， 那麼這一段主題

是「耶穌為王」， 王者進入聖城。 

 

1) 正如耶穌的比喻說， 不是所有人都歡迎祂， 有

不少人， 尤其是法利賽人是反對祂的。 



 

首先看看歡迎祂的： 

 

●  門徒的反應 - v.35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

上面」是指那驢駒。 這是應驗了舊約

所說的， 正如撒迦利亞， 王是騎位驢

駒入城。 

 

這末世的拯救者來臨也是一樣， 騎著

驢駒入城。 

 

●  v.36「走的時候，眾人把衣服鋪在路

上。」 

 

這也是一幅引自舊約的經文， 列王紀

下九:13「當耶戶作王， 眾人也是把

衣服鋪在路上」。即表示降服在他王

權之下。 中國人是黃袍加身， 猶太

人則把衣服放在地上，都是為王之意

思。 

 

那些門徒不但把衣服蓋在驢駒； 他們

更因看過耶穌行的神蹟， 就歡歡喜喜

讚美神， 說：「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
稱頌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

榮光。」 



 

舊約預言彌賽亞來，他會施展神蹟， 

瞎子能看， 瘸子能行， 長大痳瘋的

得潔淨， 死人復活， 他們肯定耶穌

是從神來的， 是帶給我們和平與救

贖， 是值得稱頌的， 祂就是王。  
 

2） 但法利賽人却非如是， 他們就好像比喻中所說

的國人， 恨王之來臨； 於是對耶穌說：「夫

子， 責備你的門徒吧！」 

 

耶穌對他們說：「我告訴你們， 若是他們閉口不

說， 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這是什麼意思呢？ 「石頭」是這一段聖經的中

心. 

 

v.44「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 

20:17 則引用詩篇：「匠人所 棄 的 石 頭 、 已 

成 了 房 角 的 頭 塊 石 頭 。」 

 

如果你有機會去以色列旅行， 你會發覺以色列

有三多： 洞多， 牆多， 石頭多。 石頭有何意



思： 

 

● 指耶穌自己 = 匠人所棄 的 石 頭 = 房 角 石

的 頭 塊 石 頭 。 

 

● 石頭 = 耶路撒冷 ⸻ 歌頌神 

 

但同時也遭咒詛， 預言耶路撒冷已淪陷， 連一

塊石頭都不能留在一塊石頭上， 完全咒詛與毀

滅， 這是神的審判。 

 

 

 

（三） 耶穌哭了  (v.41-44) 

 

v.41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它哀

哭 



v.42 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

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

的眼看不出來。 

v.43 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

周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 

v.44 並要掃滅你和你裏頭的兒女，連一塊石

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

的時候。」 

 

1) 究竟耶穌是為誰哭泣？為什麼祂要哭呢？ 

 

「為它哭泣」：它 = 耶路撒冷。  

 

當然不是為這個城哭， 而是為耶路撒冷的人

（猶太人）哭泣，何解！ 

 

2）  v.42是關鍵的一句「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

係你平安的事」。 中文摸不著頭腦， 原文意

思是很簡單：「如果你現在今時今日知道什



麼可以帶給你平安」。 耶穌是希望這些猶太

人今時今日知道如何得著平安， 但可惜這些

事對你好像隱藏起來， 你們的眼睛是看不

到。  

 

「平安」一字， 代表末世的救贖， 如果你參

加以色列歷史一課程， 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的

安全完全視當時的統治者， 友善的得平安， 

不友善的不得平安， 他們以為平安是靠那一

個碼頭站， 靠攏那一個， 而不是靠耶和華， 

他們看不到， 也不懂得去倚靠神， 只依靠羅

馬政府。 

 

3） 既得不著真正的平安， 自然就沒有平安了， 

那日子到， 耶路撒冷必被困住， 殺戮， 而

且完全崩潰， 「並要掃滅你和你裏頭的兒女， 

連一塊石頭也不能留在石頭上， 因你不知道眷

顧你的時候」2個看法： 

 

●  是指 69A.D. 耶路撒冷被提多將軍攻

陷，死了60多萬猶太人， 大屠殺 ⸻



連一塊石頭也不能留住， 是因為猶太

人要溶金， 完全崩潰。 

●  是指主再來， 他們遭受審判， 因為

他們不知道神的救恩， 就因此而被消

滅。 

 

耶穌是看到這幅圖畫， 為到這些猶太人哀

哭， 完完全全的被消滅， 是神的詛咒， 因

此耶穌哭了 = 永遠的隔絕與分離。 

 

而且也是指到主再來的情形。 

 

你是屬那一類人呢？ 

你是否仍懷疑， 不明白聖經給你們的啟示與

詛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