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祈禱路上的成⻑ 
⾺可福⾳ 11:12-26



11:12 第⼆天他們從伯⼤尼出來，耶穌餓了。 
11:13 他遠遠看⾒⼀棵⻑滿了葉⼦的無花果
樹，就⾛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甚
麼。到了樹下，除了葉⼦甚麼也找不著，因為
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1:14 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吃你的果⼦
了！”他的⾨徒也聽⾒了。



11:15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了聖殿，就
把殿裡作買賣的⼈趕⾛，⼜推倒找換銀錢的⼈
的桌⼦，和賣鴿⼦的⼈的凳⼦；
11:16 不許⼈拿著器⽫穿過聖殿。 



11:17 他⼜教訓眾⼈說：“經上不是寫著‘我的殿
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
了。”
11:18 祭司⻑和經學家聽⾒了，就想辦法怎樣除
掉耶穌，卻⼜怕他，因為群眾都希奇他的教訓。 
11:19 到了晚上，他們就到城外去。



11:20 早晨，他們經過的時候，看⾒那棵無花
果樹連根都枯萎了。 
11:21 彼得想起來就對耶穌說：“拉⽐，請看，
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萎了。” 



11:22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對　神要有信⼼。 
1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甚麼⼈對這座⼭
說‘移開，投到海裡’，只要他⼼裡不懷疑，相信
他所說的⼀定能夠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禱告祈求
的，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得到。 



11:25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如果有誰得罪了
你們，就該饒恕他，好使你們的天⽗也饒恕你
們的過犯。”
11:26（有些抄本有第 節：“如果你們不饒恕
⼈，你們的天⽗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三⽂治式」的經⽂：
          A 無花果樹
               B 潔淨聖殿
          A’ 無花果樹（結果）



11:12 第⼆天他們從伯⼤尼出來，耶穌餓了。 
11:13 他遠遠看⾒⼀棵⻑滿了葉⼦的無花果
樹，就⾛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甚
麼。到了樹下，除了葉⼦甚麼也找不著，因為
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1:14 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吃你的果⼦
了！”他的⾨徒也聽⾒了。



11:12 第⼆天他們從伯⼤尼出來，耶穌餓了。 
11:13 他遠遠看⾒⼀棵⻑滿了葉⼦的無花果
樹，就⾛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甚
麼。到了樹下，除了葉⼦甚麼也找不著，因為
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1:14 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吃你的果⼦
了！”他的⾨徒也聽⾒了。



11:12 第⼆天他們從伯⼤尼出來，耶穌餓了。 
11:13 他遠遠看⾒⼀棵⻑滿了葉⼦的無花果
樹，就⾛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甚
麼。到了樹下，除了葉⼦甚麼也找不著，因為
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1:14 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吃你的果⼦
了！”他的⾨徒也聽⾒了。



11:12 第⼆天他們從伯⼤尼出來，耶穌餓了。 
11:13 他遠遠看⾒⼀棵⻑滿了葉⼦的無花果
樹，就⾛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甚
麼。到了樹下，除了葉⼦甚麼也找不著，因為
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1:14 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吃你的果⼦
了！”他的⾨徒也聽⾒了。



11:12 第⼆天他們從伯⼤尼出來，耶穌餓了。 
11:13 他遠遠看⾒⼀棵⻑滿了葉⼦的無花果
樹，就⾛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甚
麼。到了樹下，除了葉⼦甚麼也找不著，因為
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1:14 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吃你的果⼦
了！”他的⾨徒也聽⾒了。



          .. 巴勒斯坦地六⽉收無花果 
      



耶穌進⼊耶路撒冷
          

                      

          .. 上⼗架前最後⼀週
               .. 受苦節
                    .. 復活節
                    ..幾時是復活節？



耶穌進⼊耶路撒冷
          

                      

          .. 上⼗架前最後⼀週
               .. 受苦節
                    .. 復活節
                    ..幾時是復活節？

          .. 四⽉初
      
                
          



11:12 第⼆天他們從伯⼤尼出來，耶穌餓了。 
11:13 他遠遠看⾒⼀棵⻑滿了葉⼦的無花果
樹，就⾛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甚
麼。到了樹下，除了葉⼦甚麼也找不著，因為
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1:14 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吃你的果⼦
了！”他的⾨徒也聽⾒了。

四⽉
六⽉



賽28:4 它在肥美⾕⼭頂上如將殘的花朵⼀般的
榮美，必像夏天以前初熟的無花果。那些看⾒
它的⼈，都必注意；⼀到⼿裡，就把它吞吃
了。



賽28:4 它在肥美⾕⼭頂上如將殘的花朵⼀般的
榮美，必像夏天以前初熟的無花果。那些看
⾒它的⼈，都必注意；⼀到⼿裡，就把它吞吃
了。



賽28:4 它在肥美⾕⼭頂上如將殘的花朵⼀般的
榮美，必像夏天以前初熟的無花果。那些看
⾒它的⼈，都必注意；⼀到⼿裡，就把它吞吃
了。



何9:10 我遇⾒以⾊列，好像在曠野裡遇⾒葡
萄。我看⾒你們的列祖，像看⾒無花果樹春季
初熟的果⼦。他們卻來到巴⼒毘珥，專作羞恥
的事，成為可憎惡的，像他們所愛的偶像⼀
樣。



何9:10 我遇⾒以⾊列，好像在曠野裡遇⾒葡
萄。我看⾒你們的列祖，像看⾒無花果樹春
季初熟的果⼦。他們卻來到巴⼒毘珥，專作羞
恥的事，成為可憎惡的，像他們所愛的偶像⼀
樣。



何9:10 我遇⾒以⾊列，好像在曠野裡遇⾒葡
萄。我看⾒你們的列祖，像看⾒無花果樹春
季初熟的果⼦。他們卻來到巴⼒毘珥，專作羞
恥的事，成為可憎惡的，像他們所愛的偶像⼀
樣。



11:12 第⼆天他們從伯⼤尼出來，耶穌餓了。 
11:13 他遠遠看⾒⼀棵⻑滿了葉⼦的無花果
樹，就⾛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甚
麼。到了樹下，除了葉⼦甚麼也找不著，因為
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1:14 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吃你的果⼦
了！”他的⾨徒也聽⾒了。

初熟的無花果
四⽉

六⽉



11:12 第⼆天他們從伯⼤尼出來，耶穌餓了。 
11:13 他遠遠看⾒⼀棵⻑滿了葉⼦的無花果
樹，就⾛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甚
麼。到了樹下，除了葉⼦甚麼也找不著，因為
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1:14 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吃你的果⼦
了！”他的⾨徒也聽⾒了。

初熟的無花果
四⽉

六⽉



11:15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了聖殿，就
把殿裡作買賣的⼈趕⾛，⼜推倒找換銀錢的⼈
的桌⼦，和賣鴿⼦的⼈的凳⼦；
11:16 不許⼈拿著器⽫穿過聖殿。 



11:15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了聖殿，就
把殿裡作買賣的⼈趕⾛，⼜推倒找換銀錢的
⼈的桌⼦，和賣鴿⼦的⼈的凳⼦；
11:16 不許⼈拿著器⽫穿過聖殿。 



11:17 他⼜教訓眾⼈說：“經上不是寫著‘我的殿
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
了。”
11:18 祭司⻑和經學家聽⾒了，就想辦法怎樣除
掉耶穌，卻⼜怕他，因為群眾都希奇他的教訓。 
11:19 到了晚上，他們就到城外去。



11:17 他⼜教訓眾⼈說：“經上不是寫著‘我的殿
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
了。”
11:18 祭司⻑和經學家聽⾒了，就想辦法怎樣除
掉耶穌，卻⼜怕他，因為群眾都希奇他的教訓。 
11:19 到了晚上，他們就到城外去。



11:17 他⼜教訓眾⼈說：“經上不是寫著‘我的殿
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
了。”
11:18 祭司⻑和經學家聽⾒了，就想辦法怎樣除
掉耶穌，卻⼜怕他，因為群眾都希奇他的教訓。 
11:19 到了晚上，他們就到城外去。

你們 … 弄成



11:17 他⼜教訓眾⼈說：“經上不是寫著‘我的殿
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
了。”
11:18 祭司⻑和經學家聽⾒了，就想辦法怎樣除
掉耶穌，卻⼜怕他，因為群眾都希奇他的教訓。 
11:19 到了晚上，他們就到城外去。

你們 … 弄成

我們有將上帝的殿變成賊窩？



11:17 他⼜教訓眾⼈說：“經上不是寫著‘我的殿
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
了。”
11:18 祭司⻑和經學家聽⾒了，就想辦法怎樣除
掉耶穌，卻⼜怕他，因為群眾都希奇他的教訓。 
11:19 到了晚上，他們就到城外去。

你們 … 弄成

我們有將上帝的殿變成賊窩？
【林前3:16 … 林前6:19】



11:17 他⼜教訓眾⼈說：“經上不是寫著‘我的殿
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
了。”
11:18 祭司⻑和經學家聽⾒了，就想辦法怎樣除
掉耶穌，卻⼜怕他，因為群眾都希奇他的教訓。 
11:19 到了晚上，他們就到城外去。

【Alpha: 「耶穌是⼀個⾰命性的⼈物」，他來是要顛
覆既定。但他們 … 因利益 … 處理提出問題的⼈！】



11:17 他⼜教訓眾⼈說：“經上不是寫著‘我的殿
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
了。”
11:18 祭司⻑和經學家聽⾒了，就想辦法怎樣除
掉耶穌，卻⼜怕他，因為群眾都希奇他的教訓。 
11:19 到了晚上，他們就到城外去。

【耶穌要顛覆我們的⽣命，處理我們的問題 …，我們
會⾯對耶穌提出的問題？還是「處理耶穌」（逃避）？



11:20 早晨，他們經過的時候，看⾒那棵無花
果樹連根都枯萎了。 
11:21 彼得想起來就對耶穌說：“拉⽐，請看，
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萎了。” 



11:20 早晨，他們經過的時候，看⾒那棵無花
果樹連根都枯萎了。 
11:21 彼得想起來就對耶穌說：“拉⽐，請看，
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萎了。” 



11:22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對　神要有信⼼。 
1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甚麼⼈對這座⼭
說‘移開，投到海裡’，只要他⼼裡不懷疑，相信
他所說的⼀定能夠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禱告祈求
的，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得到。 



11:22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對　神要有信⼼。 

1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甚麼⼈對這座⼭
說‘移開，投到海裡’，只要他⼼裡不懷疑，相信
他所說的⼀定能夠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禱告祈求
的，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得到。 

【猶太⼈⽤⼭來⽐喻很⼤很難解決的問題】



11:22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對　神要有信⼼。 
1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甚麼⼈對這座⼭
說‘移開，投到海裡’，只要他⼼裡不懷疑，相信
他所說的⼀定能夠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禱告祈求
的，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得到。 
【當下「無花果樹」成就了，「聖殿」還未成就！】



11:22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對　神要有信⼼。 
1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甚麼⼈對這座⼭
說‘移開，投到海裡’，只要他⼼裡不懷疑，相信
他所說的⼀定能夠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禱告祈求
的，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得到。 



11:22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對　神要有信⼼。 
1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甚麼⼈對這座⼭
說‘移開，投到海裡’，只要他⼼裡不懷疑，相信
他所說的⼀定能夠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禱告祈求，
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得到。 



11:22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對　神要有信⼼。 
1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甚麼⼈對這座⼭
說‘移開，投到海裡’，只要他⼼裡不懷疑，相信
他所說的⼀定能夠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禱告祈求，
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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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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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對　神要有信⼼。 
1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甚麼⼈對這座⼭
說‘移開，投到海裡’，只要他⼼裡不懷疑，相信
他所說的⼀定能夠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FiG) 禱告
祈求 (everything)，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
得到 (God’s everything)。 

Fa
ith

 in
  

G
od



11:22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對　神要有信⼼。 
1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甚麼⼈對這座⼭
說‘移開，投到海裡’，只要他⼼裡不懷疑，相信
他所說的⼀定能夠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FiG) 禱告
祈求 (everything)，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
得到 (God’s everything)。 

Fa
ith

 in
  

G
od

God-life



11:22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對　神要有信⼼。 
1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甚麼⼈對這座⼭
說‘移開，投到海裡’，只要他⼼裡不懷疑，相信
他所說的⼀定能夠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禱告祈求
的，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得到。 

Fa
ith

 in
  

G
od

God-life 
.. 無花果樹結果⼦ 
.. 讓聖殿成為聖殿



11:25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如果有誰得罪了
你們，就該饒恕他，好使你們的天⽗也饒恕你
們的過犯。”
11:26（有些抄本有第 節：“如果你們不饒恕
⼈，你們的天⽗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God-life … 
（結果⼦的表現） 

.. 饒恕 

.. 復和



禱告路上的成⻑ …
    God-life 的⽣命
          A 結果⼦ （約15：離了祂就結不出果⼦）
          B 聖殿為聖殿 （路2：以⽗的事為念）
          C 與「他/她」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