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棕枝主日 – 和平的王

2022.04.10

棕枝主日（Palm Sunday）亦称“圣枝主日”、“棕枝节”、是主复活日前的主日，

标志着圣周的开始。自初期教会以来，每年复活节前的这一主日，教会都要记念
耶稣荣耀地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又因为当年的百姓手摇着棕树枝欢迎耶稣，故此，
教会年历称此主日为棕枝主日。从棕枝主日到下周复活节主日的这段时间为受难
周。受难周是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周，受难周是上帝救恩史上的里程碑，神在创
世之初所定救恩，借着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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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周 - 受难周
亚笔月1月9-16日

周日：棕枝主日
周一：洁净圣殿
周二：主的教导
周三：犹大卖主
周四：最后晚餐
周五：受难日
周六：在坟墓中
周日：复活日

周日：棕枝主日：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

周一：斥责无花果树、洁净圣殿

周二：主在圣殿中与文士辩论严斥责文士和法利
赛人，宣告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向门徒预言末
后的灾难和审判

周三：马利亚膏主、犹大卖主

周四：最后的晚餐、设立圣餐日

周五：受难日

周六：主在坟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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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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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前的预备

 21:1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
山那里．

 21:2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
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
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

 21:3 若有人对你们说甚么、你们就说、主要用
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21：3 “主”，希腊原文是Kurios，至高权力，当时称呼
罗马皇帝。LORD。现在耶稣是毫不讳言地自称是“主”，
是他公开自己身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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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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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大尼

伯法其

客西马尼

橄榄山

伯法其的对面就是伯大尼，有1公里多的距离。

伯大尼是玛丽亚、马大、拉撒路的家乡，拉
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伯法其到耶路撒冷有1英里（1.6公里）的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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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山 Mount of O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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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橄榄山眺望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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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验先知的预言

 21:4 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21:5 『要对锡安的居民〔原文作女子〕说、看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
着驴驹子。』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驴驹：路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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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十九:2，未曾负轭的才配作宗教礼仪上的用途，为
主所用。

士10:3 基列人睚珥兴起、作以色列的士师二十二年。10:4 他有三十个儿子骑着三
十匹驴驹．12：14

王上1:33 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
下到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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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亚书 9章
 9:9 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

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
驹子。

 9:10 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
马．争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
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

 9:11 锡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
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

你的王：百姓所盼望的弥赛亚
弥赛亚预言：得到完全的应验，耶稣在棕枝主日以以色列君王的身分荣耀地進入
耶路撒冷。与世上的君王成强烈的对比，弥赛亚是“公义的”，他給人帶來“拯
救”，並且他是“谦谦和和”。“驴的驹子”。
以赛亚53章-弥赛亚篇、仆人之歌，无佳形美容、被藐视、被人厌弃、诚然担当我
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53：10耶和华以

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
通。
预言1800=》590 =>20, 预言的焦点-耶稣基督330旧约预言弥赛亚第一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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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12章

 12:14 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

 12:15 『锡安的民哪、〔民原文作女子〕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

 12:16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
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
这样行了。

路24:25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
了。
24:26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
24:27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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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的进城

 21:6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21:7 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
稣就骑上。

 21:8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
铺在路上。

 21:9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
子孙、〔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颂的话〕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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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反应：

 把衣服铺在路上

王下9:13 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
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作
王了。

 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约12:13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和
散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棕枝：住棚节，马加比在主前164年带领犹太人，

从希腊人手中夺回圣殿并洁净以后献给上帝的时
候，人们就摇摆棕树枝来表达欢乐。约十二：13
的记载，他们拿着棕树枝(branches of the Palm 
trees)夹道欢迎耶稣，高唱：“和散那！奉主名

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庆祝君王
胜利归来的仪式。(和散那的原文是求救，再此是
称颂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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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反应：
 众人喊着说、

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
思在此乃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和散那：求你立刻拯救

诗118:24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
兴欢喜。118:25 耶和华阿、求你拯救。118:26 奉耶
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诗篇118：和散那，奉耶和华名来

的、是应当称颂的．
民众：铺衣服、铺棕树枝、高喊大
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
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耶稣骑驴
进耶路撒冷，盼望中的弥赛亚来了，
神的国降临了，要复兴以色列国。
耶稣三年来所行的神迹奇事，瞎子
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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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量、水面行走、五饼二鱼，让他
们相信耶稣就是带领他们从罗马人
手中解放出来，重新建立大卫的国。
这是庆祝君王胜利归来的仪式。
路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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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锭银子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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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公开的宣告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父神得荣耀的日子
 21:15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

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
甚恼怒、21:16 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
么。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
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么。

 路19:39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
责备你的门徒吧。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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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宣告：他就是弥赛亚，蒙拣选的大卫子孙，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众先知所
晓谕的那一位。
8:1 耶和华我们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8:2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
无言。
神的国 Kingdom of God, Kingdom of Heaven：属天 vs 属地
弥赛亚：属天 vs 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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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节时聚集耶路撒冷

 门徒

 民众

 祭司长和文士

 希律

 罗马人

像一幕戏的高潮一样，在这个地点：耶路撒冷，这个时间段：圣周。各方人马都
出现了，并将他们的本性暴露无遗。无论怎样，耶稣永远是主角，神的旨意一定
成就。

门徒：王的迎接是从门徒开始的，主四次告诉，还是不明白，从知道=》明白，经
历大的事件，生命的改变。

以色列众百姓：从希望=》失望，没有根基，没有真理、不认识 神，追求眼前，

追求世界、随从世界。弗4:14 像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

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
端．

祭司长和文士：宗教领袖、抵挡神，只相信弥赛亚会来却不追求生命真理，法利
赛人的酵，撒都该人的酵。约5:44 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 神来的荣
耀、怎能信我呢。
约11:50 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

罗马：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法律。面临危机就放下公平、公义。疫情：政府的清
零作为。美国华人律师三个月的魔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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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 和平的王 – 十字架的路

 路19:41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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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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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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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2:27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甚么才好呢．父阿、救
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12:28 父阿、
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
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与群众的欢乐形成对比。人所看见的是神国即将显
现，主所看见的却是耶路撒冷因拒绝救主而将要被毁。

我现在心里忧愁，这是真实人性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必然的反应，主耶稣是神也是
人，祂也会哭，也会忧伤难过。「这时候」是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弗2:15 以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神人和好了．
赛9:6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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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和平的王 – 十字架的路

 诗118:22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
石头。

 118:23 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
奇。

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两种形象：大有尊容，驾云而来，审判世界。出身马棚，无
佳形美容、被藐视、被厌弃。
拯救的不同：从罗马人手中，从罪中， 根本的。
人看重外在的成功，神看重内在的生命。属灵的眼睛
太20:20 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
20:21 耶稣说、你要甚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
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20:22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甚么．

路当下耶稣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
他的衣服。
23:35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
人的眼光看 神的作为，稀奇，不知道、不晓得。大诫命、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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