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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43 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
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
祭司长、文士、长老，
这这这这这这犹太公会的这的，
 犹太的公会是犹太人的法律上最高的机构，
它能够来管理犹太人自己关于宗教的解释，
还有生活上的一些诉讼的争端…问题的处理
 但但没有生杀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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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47 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

的仆人砍了 刀，削掉了他
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个耳朵。
约可约10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
；
那仆人名叫马勒古。
彼得可可所所这可这可可可他可可他，
现现现现但反抗的的的，
他的老师可能要开始带领他们抵抗，
并且要把罗马人也推翻，他就反抗，
可但耶稣说「你要做什么呢？ 」
路路路51b 耶稣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耶稣就摸 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
可可48~49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 的话。」
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
诗可他9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所所所所的这所所犹大的背叛 –
犹大知道他的老师
带着学生常常在哪里祷告，
他他他他他他的他他这、就来抓耶稣。

这这的的，门徒看看耶稣不反抗，
还还他他可，所他可应验经上的话…
应验经上的话
诗可他9连我知己的朋友，
我所倚靠 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诗路路7~8

赛赛可6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

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
赛赛这7~8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
赛赛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门徒都逃了，他就就他耶稣现最后晚餐所以以他他以的以：
「神要击打仆人，羊就又分散
神要击打仆人 羊就又分散」。
他这一一的一一，一个少年人，
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 众人就
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
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这这这一以这这这但这，很可可但
这这这一以这这这但这
很可可但马可，
因为耶稣在他们家，在他们家用逾越节的晚餐。
可能耶稣他们走了以后，他 晚了、
可能耶稣他们走了以后，他也晚了、已经就睡着了，
就睡着了，
后来知道有人来抓了，他知道了、他想去通风报信，
他睡觉可可可可他一块麻布，可来来来来来，他就看就就这就，
可但看的的的，已已已现耶稣被抓了，
而而他他还而可他，所所他他所所所所他所所所的所
都可来来都都，他就就他所 赤所赤赤他。
这是马可记载这一段非常的生动，
也是他自己的惭愧、所以他把它写下来。他们都逃跑了…

这这的的，耶稣他就他他他看大祭司所这就，
 当年的大祭司是该亚法，
当年的大祭司是该亚法 AD18~36
AD18 36，是作了最久的大祭司
 他的岳父亚那，约翰福音讲耶稣被捕的时候，是先捉到
亚那那里去 亚那问过了以后 再抓到该亚法那里去
亚那那里去，亚那问过了以后，再抓到该亚法那里去

这他这见证其其他他但误听他，
一有有约路 的的的，
的的的
 耶耶耶已说也：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耶耶并没有讲说 – 他可拆毁圣殿，
他他第二人称 – 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立起来
可但耶耶以的你们拆毁这殿，这个殿是指着耶稣的身体讲的，
他但说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可是耶稣三天以后会复活，
他们怎么听得懂呢？

所所大祭司他就他，耶稣也不回答、他一都来一一。
他现就
耶稣的不回答，他现就
赛赛可这7~8 他就好像被送到剪羊毛的人的手下，
他都不出声， 句都不回答、默默无声，受他们的诬告。
他都不出声，一句都不回答、默默无声，受他们的诬告。

所所他他以为耶耶但以说
耶耶但以说：他要拆毁圣殿、
然以他然然还可另造一个不是人手所做的殿。
他他他他所：这个人是乱发狂语，而且他怎么可以
 他他他他所
，
把我们这么看为雄伟的殿，他说会把它拆掉？
 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
这就不能够构成了耶稣的罪名

这这马可可但说看只只只所这、
又一又只只又 又可 文文
又一又只只又、又可、文文，
他但公会的那些成员都现所这，
彼得也也都也可看。
可可53~65 犹太人公会以耶稣的审判，审判的时候要有见证人，

现在在在在，必必可必
现在在在在
必必可必两到三个人、见证一致才可才定罪…
定罪
可可56-59 因为有好些人作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
又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见证告他，说：
「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
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他们就是这么作见证，也是各不相合。

大祭司就很急了，他想要定他罪名，
所以大祭司就问他说：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现马可福音并这一以说
「大祭司要耶稣发誓、要起誓来回答他的话。」
利赛1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
利
，
，
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
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所所耶耶现大祭司的威胁之下可他起誓回答，
按按摩西的律法他他必须回答，
所因现这这耶稣才说话，他他说：「我是。」

所「我是」的的的但的的？
 上文就是回答大祭司的话，他就是那「称颂者」的儿子，
上文就是回答大祭司的话 他就是那「称颂者」的儿子
称颂者就是上帝、他就是神子，意思就是我是
，一他有暗示 出这14 神对摩西的回答：
 而而耶稣他「我是」，一他有
摩西问说：你到底是怎么称呼？你的名字是什么？
神就说他名字是「我是自有永有的神」。他的名字是「我是」 。
耶稣他的就自己是跟神是同等，而而但神性的神子。
可可63
63-64
64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

「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僭妄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 」
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大祭司可看他他可的一要，所所他而：
 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的出身多么的低微，
他怎么可以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有神性的神子，这个是大为亵渎神，
所以他就撕裂衣服

很可可彼得也其他的同伴们都都所 – 他他的可可
 是应该是带领他们来作弥赛亚、救以色列的，
是应该是带领他们来作弥赛亚 救以色列的
怎么现在反而被定死罪呢？耶稣都不反抗、他们都楞住了！
 他他的弥赛亚难所但这难？但被列为罪犯他了？
他们就对老师信心就怀疑、就退后了，甚至不承认认识他
他其现但非常的难过，
彼得却为自己的行为哭，他其现但
非常的难过
但但所他他看看– 这的软弱也无知！
可赛1 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
一到早晨 祭司长和长老 文士
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
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彼拉多。
所所按犹太人的律法，审判他这这、要定罪的以，
除
除了一次公会的在晚间审讯，但是要开两次、要定罪两次，
在 间审 ， 是要开
、要定罪两次，
所以第二次一定要在白天，也就是他们一大早。
可要现他只要要？这他这这看
只要要？这他这这看耶稣的被审讯，
为什么可要现
时间到底是礼拜四晚上、还是礼拜三晚上？

按犹太人的的的，他他的祭司他但亚伦的后代，
 摩西讲：你们不能够蓬头垢面，衣服都不能够撕裂
摩西讲 你们不能够蓬头垢面 衣服都不能够撕裂
 但是当他们听到有亵渎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撕裂衣服
可可65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 又蒙着他的脸 用拳头打他

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
可可66~72
66 72 这一他来里都彼得，他但也都可他，

他跟到大祭司的院子来，就看他的老师受审讯
 这个时候就被人家认出来，三次彼得都不承认
这个时候就被人家认出来 三次彼得都不承认
彼所最后一次不承认的的的，还起誓，说他绝对不认识这个人，
立立鸡就叫了两遍，彼所他而就
彼所他而就老师以他说的以
以他说的以：
「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所他而看这这的的，他他出去痛哭，
所所所他所所彼所的所所。
他曾经最勇敢说：别人跌倒他都不会，
可是呢，他现在也怕得都变成这样。


只大大都所都所但礼拜四晚上，那为什么会有一天之差呢？
很可可但一两种的历法…
两种的历法
 昆兰人可能是用的就是跟耶稣一样，是用阳历
 法利赛人、祭司，他们是用的阴历，因此差了一天
法利赛人 祭司 他们是用的阴历 因此差了 天
也很可可，耶稣和他他都但现礼拜四晚上才他逾越节的晚餐，
礼拜五开开，但预备日、他但除酵节、都但可吃无酵饼。
如如礼拜四晚上，当当现客西马尼园祷告所以他被抓了，
立立当立他就他看祭司所这就审讯，
 所以到一早的时候、就是礼拜五的早上，
他们就要赶快的要彼拉多 罗马人去审判
他们就要赶快的要彼拉多、罗马人去审判
 他到底会不会被处死，如果是被处死的话，
他们要在礼拜五这 天，
他们要在礼拜五这一天，
因为礼拜五晚上的六点以后就是安息日，
的的
但不能做任何事情的
安息日的的的，在在这但
所所现安息日来到以前，他他可要他把这个事情解决。

所所他他他要所耶稣开第二次的定罪的会议，
决定了以后 就又把耶稣捆绑交给彼拉多
决定了以后，就又把耶稣捆绑交给彼拉多。
彼拉多这这巡抚，但当的但现犹太地、撒马利亚地的巡抚，
他但现 26~36AD 作他十年的巡抚，
现这这的的31AD 彼彼彼的赞助人，但现是是他的好朋友，
叫作赛加纳斯，被罗马皇帝处决，
所以罗马皇帝可能也会怀疑彼拉多，
不产生信任，所以彼拉多很紧张。
也不产生信任，所以彼拉多很紧张。
又现逾越节的的的一二十五万人，
他要维持这个地方的治安、要讨好百姓，
所以在审讯的过程里，他有政治上的压力。
而而公会的人非非的狡诈，他他他耶耶
而
他他他耶耶定罪但所他的的
但所他的的？
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可是如果是为了宗教的理由
把他绑去犹太人的巡抚那边，是不会死罪的，
因为罗马人不管宗教的事情，你只要不是政治犯就好了。

但但彼拉多可要他，他希望他回答，他又不回答。
所所彼拉多他而他他这
他而他 这办法：因为每一次过节的时候，
因为每 次过节的时候
罗马人就让犹太人享受一点说话的权利、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在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会特赦一名犯人 让他们来选择。
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特赦一名犯人、让他们来选择

彼拉多他他他这就现的杀人犯巴拉巴，
可他也耶稣可作变来可来交换。
彼拉多以为百姓们会站在耶稣这一边，
可是没有想到因为祭司长挑唆众人，
可是没有想到因为祭司长挑唆众人
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彼拉多他说：「那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应该怎么办他呢
那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 我应该怎么办他呢？ 」
百姓这这的的这这都倒向祭司长，所他所就–
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好多人前簇后拥的说：和撒那！
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多人前簇后拥的说：和撒那
为什么现在又说要钉他十字架呢？众人的心是多么的摇摆不定。
也也当的他他所所耶稣但大
但他他是的弥赛亚，
大卫的子孙
的子孙、但他他是的
他他都所耶稣但政治型的弥赛亚…

他他他他耶稣假造了一个罪名，说他说：「他但犹太人的王。 」
如如称王的以，所来但他也
的以 所来但他也该撒变这变以他了？
罗马那时候统治者只有一个该撒是王，
怎么耶稣可以称王呢？
所他政治的理由，彼拉多他必必可受理。
彼拉多就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
彼拉多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就说：「你说的是。」
他就他很彼的就就 所彼拉多他就他：
祭司长他就他很彼的就就，所
「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情，那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
耶稣一句都不回答 彼拉多觉得非常希奇
耶稣一句都不回答，彼拉多觉得非常希奇…
他所所耶稣根本就没有罪，所所但宗教的领袖所他嫉妒，
可赛10 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
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 才把耶稣解了来。
所所彼拉多所所：这个耶稣太受百姓的欢迎，只大都也他他就，
所所他造谣，
宗教的领袖他嫉妒他，所所他
他他说但政治犯 – 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这而看他现现变成都不回答！
彼拉多问他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
他说 你说的是。
后面就他也彼就他都不回答。
这难他他他而：所
这难他他他而
所耶稣来但可被处决了吗？
难道他们的弥赛亚是这样子的吗？
他他只他他对他不相信他；
再加上宗教领袖的鼓动，
他们就全部又倒向宗教领袖那边，
他们就全部又倒向宗教领袖那边
还可还都说可把他钉十字架！

钉耶稣十字架的罪魁祸首当然但宗教领袖，百姓们也
来可才说这不不，所所他他以一都说要把他钉十字架…
可赛14~15 彼拉多说：

「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
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
彼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众
，
，
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彼拉多现约翰福音…
他说 定这个人的死 罪不在我
他说：定这个人的死，罪不在我。
所以他就叫人拿水来洗手，
表示他是无辜的在这个事上。
表示他是无辜的在这个事上
同的彼拉多的妻子耶已现曾他曾还就曾彼拉多：
我为这个义人昨天晚上睡得不好 说这个人是义人
我为这个义人昨天晚上睡得不好，说这个人是义人，
你不要管他的事，我为他睡得不好、受了好多苦。
要来他他 他他洗手表表然然的无辜，
彼拉多要来他他，他他
可但这「定罪的」还但现彼拉多的的这，
他洗手他可就表他的无辜了？
 这个彼拉多，马可说他为叫众人喜悦
 约翰福音又这说：你如果不办他的话，我们就要上告该撒！
你如果不办他的话 我们就要上告该撒！
这这这这犹太人的王，彼拉多还来还他的以，
那他可能就要丢官了，所以他有政治上的压力，
又加上百姓要上告该撒，所以他就只好讨百姓的喜悦

可赛16~20以后兵丁就把耶稣带进了衙门…

「衙门」但他这彼是文是，他但
但 这彼是文是 他但巡抚官邸的这一，
的这一
叫齐了全营、大概两百多人的兵，就给他穿上紫袍。
这这紫袍他但外袍，罗马兵丁所来的袍子其其但朱红色的，
马可福音写紫色但所他就表紫色但君王衣服的的的，
的的。
约翰福音但朱红色的的
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
现约翰福音一给他
给他一根杖…
根杖
来庆贺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啊，
可是又用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
屈辱他、戏弄他、然后把那个
本来给他穿上外袍脱掉，然后就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就带他出去 要把他钉十字架
就带他出去、要把他钉十字架…

我们的主他但现这难的不公义的审讯当当，
所所有的世人的罪的现十字架立！

当一个人在政治上、或在各样的事情上，
为了讨人的喜悦 而不愿意讨神喜悦的时候
为了讨人的喜悦、而不愿意讨神喜悦的时候，
他所来出伤天害理的事可。
他他他他真正的犹太人的王 – 耶稣他但犹太人的王、
但他他所是的的弥赛亚，鞭打了、交人钉十字架。
所曾 先把人鞭打，
罗马人可他这钉十字架所曾，
那个鞭子是用皮鞭、上面绑着许多动物的骨头还有金属片。
犹太人他打的时候 是每四十下要减掉一下
犹太人他打的时候，是每四十下要减掉
下，
因为怕四十下、人会打死、打昏过去。
就这难打过的人，非非都但
非非都但皮破、骨都露出来了
为什么呢？要加速他的死亡、要让他软弱，
因为有的犯人身体很魁梧、就去钉十字架。

十字架但当的罗马人但所他政治犯、所他来但是是的所为，
所奴隶所的的很羞耻的刑罚，而而但
而而但全身赤裸的的现立一
的的现立一。
我们的主就为我们、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