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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此事件只在瑪竇和馬爾谷這兩部對觀福音中記載。

• 按兩部福音的記述，此事發生於耶穌進入耶路撒冷
之後。

• 兩部福音對這事件的佈局略有不同，各有不同的訊
息表達重心；然而兩者都以「信德」作結，可見兩
位作者都視此為最重要傳達的訊息。



無花果樹
在以色列，無花果樹的生長週期如下：
• 秋末冬初期間落葉。
• 初春樹葉開始發芽長大，並開始長出柔軟外皮包著

的小花，稱為初果 初果。(參歌2:10-13)(paggah)ַפג
在未長成無花果前可能會萎謝，所以不一定都能成
熟 (參依34:4)。

• 5-7月間逐漸成熟，稱為初熟的無花果 ּכּור) בִּ bikkurim)。

這是第一造，此時的味道最佳 (參依28:4，耶24:2)。
• 8-9月第二造果熟，收成。
• 夏季後才收成的無花果不好吃(耶29:16)。





• 瑪竇的敘述，行文一氣呵成。

• 他省略了很多的細節，只寫耶穌的行動和效果。

• 耶穌榮進耶路撒冷後，根據瑪竇的敘述，祂做了三件
事：

➢ 驅逐聖殿內的商人
➢ 治好聖殿內的瞎子和瘸子
➢ 詛咒無花果樹

佈局 (瑪及谷)



• 馬爾谷則在耶穌對果樹說話後和門徒們見到果樹的
情況前，插入一段耶穌驅逐聖殿商人的敘述，成了
一個夾心的結構。

• 馬爾谷的敘述沒有在聖殿治病的情節。他把詛咒無
花果樹、驅逐聖殿商人，和無花果樹乾枯的情節，
以一種夾心的方式來表達：

A 詛咒無花果樹 (谷11:12-14)
B 驅逐聖殿商人 (11:15-19)

A’ 無花果樹枯乾 (11:20-26)

佈局 (瑪及谷)



18. 早晨，衪回城時，餓了，
19. 見路旁有棵無花樹，就走到跟前，但在樹上除了葉子

外，什麼也沒找著，就對它說：「你永遠不再結果子
了! 」那無花果樹立即枯乾了。

20. 門徒一見就驚異說：「怎麼這無花果樹立即枯乾了?
21.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如果有信

德，不疑惑，不但能對無花果樹做這件事，即便你們
對這座山說：起來，投到海中! 也必要實現。

22. 不論你們在祈禱時懇求什麼，只要信，就必獲得。」

經文 (瑪21:18-22)



福音中記載耶穌所施行奇蹟，都是治癒和釋
放等，是為人的益處，帶出正面的思想，從
未有毀滅性的行動；祂對一棵毫無反抗能力
的無花果樹，行了唯一的看似破壞性的奇蹟，
究竟訊息是什麼？



• 瑪竇在此章記述了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後的生活規律：日
間在聖殿施教，夜宿伯達尼。經文沒有寫他和門徒們所
留宿的地方，原文用αὐλίζομαι (aulizomai)這個字，
有「露宿」的意思，這也解釋了耶穌在第二天早上就餓
了，因為沒有人招待他們吃早飯。耶穌曾對一位想跟隨
祂的經師說：「……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瑪
8:20)，足見生活清貧。

• 「路旁」的花果樹，顯示它是無主之樹，不屬於任何人
的財產；正如以色列民族，是一個獨立而與眾不同的民
族，一個屬於天主的民族，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
(出19:6)

解釋



• 「除了葉子之外，什麼也沒有找著。」說明這是一
棵已經長滿枝葉的樹。按以色列無花果樹的生長特
性，在接近逾越節期間，樹葉茂盛讓人有一個起碼
找到初果的期望，然而耶穌在此樹上除了葉子，什
麼都沒找著。

• 無花果枝葉茂盛時應該開始有初果，喻示以色列民
既成了天主的選民，就應履行選民的責任，拓展天
主的事業。

解釋



解釋

• 猶太人常以無花果樹來代表以色列，尤以耶路撒冷和
聖殿為代表。無花果樹上找不到果子，讓人聯想以色
列民族雖然自詡為天主選民，耶路撒冷聖殿雖然號稱
為天主臨在的地方，是以民的祈禱之所，然而他們在
傳播天主真道上卻一事無成，沒有結出信仰的果實。

• 「果子」一字在瑪出現多次：3:8，10；7:16-20；
12:33；13:8。在21:33-43園戶的比喻中，喻示耶路撒
冷(猶太人)霸佔園地不結相稱的果實(傳天主的真道，
救恩將會給另一租戶(外邦人)。



解釋

• 舊約中的先知也有用無花果果實來比喻猶太人的不
作為，(耶8:13，24；24:1-10；歐9:10, 16-17)，米
該亞先知書也有類似的譴責(米7:1-4)。

• 耶穌譴責無花果樹，針對耶路撒冷未有履行它的職
責，天主藉舊約先知也有類似的預言：(依34:4，耶
8:13，歐2:12，岳1:7)。路加福音 (13:6-9)也有這類
似訊息的隱喻。



解釋

• 瑪竇此段敘述，結合上文榮進耶路撒冷(21:1-11)，驅
逐聖殿內商人(21:12-13)，顯示祂有權審判耶路撒冷(猶
太人)和聖殿(宗教團體)，也預言他們不結果實，最終做
成耶京和聖殿會被毀的後果。

• 耶穌對果樹說話：「你永遠不再結果子了。」果樹立即
枯乾，加強了奇蹟的效果。

• 耶穌驅逐聖殿內的商人，司祭長和經師的反應是「大發
忿怒」(21:15)，門徒見到果樹即枯的反應只是「驚
異」。



解釋

• 門徒問：「怎麼這無花果樹立即枯乾了？」問的是為何
要使這樹枯乾？這樣做有什麼教訓？象徵著什麼？與司
祭長其後質問耶穌：「你憑什麼權柄作這些事？誰給了
你這權柄？」成了鮮明的對比，門徒求知，司祭長問責。

• 門徒的驚異的反應，讓耶穌進一步說出「信德的力量」。

• 耶穌要門徒「不疑惑」(διακρίνω，diakrinó)。這是向
天主祈求時應有的心態，因為懷疑就是沒有信德的表現
(參14:28-32，28:17)。



(谷11:12-14，15-19，20-26)

12. 第二天，他們從伯達尼出來，耶穌餓了。
13. 他從遠處望見了一棵茂盛的無花果樹，就上前去，看

是否在樹上可以找到什麼；及至走到那裏，除了葉子
外，什麼也沒有找著，因為還不是無花果的時節。

14. 耶穌就開口對它說：「永遠再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了!」
他的門徒也都聽見了。驅逐商人。

經文



谷11:12-14，15-19，20-26

15.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一進殿院，就開始把在殿院裏
的買賣人趕出去，把錢莊的桌子和賣鴿子的凳子推翻，

16. 也不許人帶著器皿由殿院裏經過，
17. 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載：『我的殿宇將稱為萬民

的祈禱之所』麼﹖你們竟把它作成了賊窩!」
18. 司祭長和經師聽了，就設法要怎樣除掉他，卻又害怕他，

因為全群眾對他的教訓都驚奇不已。
19. 到了晚上，他們就出了城。

經文



(谷11:12-14，15-19，20-26)

20. 早晨，他們從那裏經過時，看見那棵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
21. 伯多祿想起來，就對耶穌說：「師傅! 看，你所咒罵的無花果樹

已枯乾了。」
22. 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對天主當有信德!
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誰對這座山說：起來，投到海裏去! 他心

裏若不懷疑，反相信他說的必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24. 因此，我告訴你們：你們祈禱，不論求什麼，祇要你們相信必

得，必給你們成就。
25. 當你們立著祈禱時，若你們有什麼怨人的事，就寬恕罷!
26. 好叫你們在天之父，也寬恕你們的過犯。」

經文



• 馬爾谷的敘述比瑪竇的豐富，也更詳細，在事件的時序上也
作了部份的改動。

• 敘述中間夾了一段「驅逐聖殿商人」的經文，要把聖殿連繫
到無花果樹的意念十分明顯。

• 馬爾谷描述無花果樹的外貌十分細緻：「一棵十分茂盛的無
花果樹……」(谷11:13)；枝葉茂盛代表預期可找到初果。這
喻意猶太人宗教團體的信仰，在硬件配置已十分全面：有聖
殿，會堂，禮儀，經師，司祭班等，然而沒有實則的內涵，
虛有其表，也沒有活出真正的信仰精神。

• 除了葉子外，什麼也找不著…」加強了第13節的敘述的效果，
也加深了耶穌的失望之情。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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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民庭院 異民庭院



• 耶穌對無花果樹說話時，祂的門徒也都聽見了。這
是準備了伯多祿的觀察和其後的反應，讓耶穌帶出
其後的訓誨：祈禱要有信德。

• 耶穌驅逐商人的地方是在聖殿的異民庭院，這是給
歸化了猶太教的外邦人祈禱的地方。管理聖殿的人
把這裡也劃出來作販賣用作祭獻的牛羊雀鳥，把貨
幣兌換成聖殿獻金的地方。

解釋



• 因此這地方變得嘈雜骯髒，在買賣交易中常有不義。
外邦的信徒很難在此祈禱。正如耶穌所說：「你們
竟把它作了賊窩！」

• 聖殿不應只為猶太人而建，而是為萬民而建(參依
56:6-7)，信仰天主的外邦人應與猶太人同為天國的
子民。

• 耶穌的譴責不是針對猶太的百姓，而是針對管理聖
殿的權貴。祂的行動是要還異民庭院一個清靜，重
新成為祈禱之所，萬民的聖殿。

解釋



解釋

• 相比瑪竇的敘述，馬爾谷記載耶穌的講話多了兩點：

➢ 要相信的對象是天主：「對天主要有信德」，不
是聖殿，也不是宗教的管理團體，當時的司祭，
經師和公議會。沒有信德的就會懷疑(11:23)，因
此會引致「害怕」(參4:40，5:36，6:50)。

➢ 要寬恕。這是天主的特性，也是信徒的應持有的
態度。



• 這也是要實現依撒意亞先知所宣佈的，將來在天國，所有固
守天主盟約的人，都會上天主的聖山，在天主祈禱的殿裡歡
樂，因為祂的殿將成為萬民的祈禱之所(參依56:4-7)。

• 作為達味之子，祂也很清楚昔日撒羅滿建築聖殿的目的。祂
以默西亞的身份，驅趕商人要恢復聖殿真正功能的行動，正
呼應著撒羅滿在正式啟用聖殿時的其中部份祈禱文 (列上
8:41-43)。

• 無花果樹枯萎，也象徵耶穌所預言日後聖殿的毀滅(13:1-3)。

• 「連根都枯乾了」顯示出耶穌的話所做成的極端效果。類似
的譴責在舊約先知中也曾出現(參歐9:16)。

解釋



• 伯多祿說樹枯乾了，讓我們想起撒種的比喻，種子
因為撒在石頭地裡，土壤不多，即使發了芽，很快
便乾枯了；所以結不出果實，正如耶路撒冷宗教管
理團體的信仰，只流於表面，也沒有產出應有的收
獲，最後會很難通過天主的審判。

• 「信德」一字在新約中出現了243次，信/相信則用
了241次。

反思



反思

• 有「信德」是相信天主的大能和慈愛，會回應我們
的祈求。

• 信德是相信人力不能達成的，因著對天主的全心信
靠，便可完成。門徒要從為兒童驅魔的奇蹟中吸取
教訓(參瑪17:14-20，谷9:14-29)。

• 因全心相信，因而會明白應求什麼。按主的意願而
求，主必回應 (參路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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