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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如何在一连串似乎是阴谋，

也是在他自己的预备当中 耶稣走上了十字架；也是在他自己的预备当中 ─ 耶稣走上了十字架；

十字架不是一个悲剧的结尾，却是一个得胜的开始。

二二1-3 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
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

这时，撒但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他们阴谋就是不要在众百姓面前捉拿耶稣，

因为百姓都很支持耶稣因为百姓都很支持耶稣。

二二7 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耶稣也在预备自己要成为被杀的逾越节的羊羔…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耶稣叮嘱门徒安排了逾越节的筵席耶稣叮嘱门徒安排了逾越节的筵席，
就是 后的晚餐、设立圣餐的开始 ─

耶稣基督自己似乎是 个立约的筵席耶稣基督自己似乎是一个立约的筵席，

祝谢了、拿着饼跟杯，说：

「以后每逢吃的时候 就是记念主 直到主来 」「以后每逢吃的时候，就是记念主，直到主来。」

罪如何入了世界？是因吃而来！

创世记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以后要耕种自己所锄的地，才能从地里得吃糊口，

是因为吃 ─ 人的本能、人的需求，而吃了罪恶
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也让人在吃喝的当中，

在吃 人的本能 每一天要进行的事情当中

在记念主当中，不再是吃喝自己的罪

在吃，人的本能、每 天要进行的事情当中，

因为记念耶稣，产生了不同的意义…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耶稣提醒 ─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人子要去世了…要

二二24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那一个可算为大。

门徒们所注意的、跟耶稣所注意的，完全是两个焦点。

耶稣提醒、教导他们 ─耶稣提醒、教导他们

在人的国度当中，是要为首为大
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却是不一样的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却是不 样的，

就像耶稣自己的榜样 ─

成为 个服事人的成为一个服事人的、

成为一个卑微的；

同样的，门徒也是如此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耶稣预言了彼得要不认主 ─ 提到耶稣如何为彼得祷告…

二二31-32 撒但想要得着你们 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二二31-32 撒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 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麦子被筛，才能把核跟糠皮分开来、研磨成面粉，

撒但挑战我们 把我们从神的国中剪除撒但挑战我们 ─ 把我们从神的国中剪除
上帝的意思却是好的 ─使用撒但试炼挑战，

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被除净了让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被除净了

所以就算在试炼当中，我们也不必怕，

上帝使我 生命被撒但筛的过程 将生命的杂质扬净上帝使我们生命被撒但筛的过程、将生命的杂质扬净
耶稣替我们这群正在受试炼的人祷告

二二33 彼得说：「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耶稣继续对门徒有教导，

跟第九章差派门徒的教导有点不一样…

九3-4 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
不要带食物和银子 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
无论进那一家，

就住在那里 也从那里起行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

二二36 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二二36 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
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

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提醒门徒 ─
试炼逼迫 做好预备

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所要面对的试炼逼迫，要做好预备。

‧最后晚餐‧客西马尼园祷告 ‧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耶稣带了门徒去，跟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然后耶稣自己去祷告…

二二42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他是人子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人子，

他会体会到十字架的痛苦、艰辛、羞辱…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的意思
祷告需要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天父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的意思。。

祷告中也需要有一个聆听的耳 ─听天父的意思，

让我们可以在天父的意思面前放下自己的意思

「祷告是一种转变生命的友谊」，

是跟听祷告的天父之间的友谊，足以改变、转变生命；是跟听祷告的天父之间的友谊，足以改变、转变生命；

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么祷告的…

‧最后晚餐‧客西马尼园祷告 ‧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二二43-44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
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需要从天父那边领受能力，耶稣需要从天父那边领受能力，

才能够去面对十字架的酷刑

二二45-56 祷告完了，就起来，
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

门徒没有办法体会耶稣的心肠门徒没有办法体会耶稣的心肠
主耶稣能够体会天父的意思，

他放下自己的意思他放下自己的意思、
愿意按照天父的旨意来成就



‧最后晚餐‧客西马尼园祷告 ‧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四卷福音书对主耶稣 ─ 进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

如何受审、受死、埋葬、复活的经文，

比较起耶稣生平的事迹，只不过是八天，

每一卷福音书记载都非常的详尽、非常的长。

林前二2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主耶稣的降生、一生的服事，就是为着这一刻 ─
走上十字架，完成为人类的救赎
完成上帝在创世以来，计画好的救赎的恩典典

耶稣借着祷告能够胜过 ─
内在的惧怕 苦难在前面的压制内在的惧怕、苦难在前面的压制，

真正迎接前面十字架的挑战！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 ‧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紧接着，许多人到了客西马尼园来捉拿耶稣，
犹大用亲嘴的暗号把耶稣给出卖了；

紧接着记录彼得三次不认主…
彼得到底所在乎的是什么？

犹大卖主真的是为着三十块吗？

主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的时候主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的时候，
是非常有权柄、有能力，人想拥戴他作王

当在客西马尼园 黑夜当中被捉拿当在客西马尼园、黑夜当中被捉拿，

再现身人群的时候，变成罪犯、被鞭打……

祭司长、文士的阴谋 ─
当耶稣不再是荣美、有智慧、有权柄的教师的时刻，

群众弃绝耶稣，他们说 ─ 钉他十字架！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 ‧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这个时候彼得不认主这个时候彼得不认主，
彼得要跟随的是一个带给他希望…犹太人的王，

坐你左边 坐你右边 能够与你 起得可以坐你左边、坐你右边，能够与你一起得国

耶稣成为一个囚犯、被捉拿、被鞭打、受审讯，

彼得 认主 包含 多么复杂的情节彼得不认主，包含了多么复杂的情节 ─
耶稣并不是他平常所跟随的那一位耶稣

彼得的胆怯不见得是贪生怕死…
可是当他所认为的理想的王、

当他的期望破灭的时候，

他不认耶稣是不认在这里。

在这个当下耶稣的形像，
跟平常在众百姓面前被爱戴 被拥护的形像跟平常在众百姓面前被爱戴、被拥护的形像，

是完全不同的。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 ‧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耶稣分别在三个场景受审 ─
犹太人的公会 由祭司长 文士 犹太人的长老组成犹太人的公会，由祭司长、文士、犹太人的长老组成，

只是一个犹太人的民间组织，没有权柄杀人，

所以他们从开始就想要把耶稣交到罗马巡抚手下所以他们从开始就想要把耶稣交到罗马巡抚手下，

他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后来耶稣被送到罗马人面前…
彼拉多 罗马人的巡抚彼拉多 ─ 罗马人的巡抚

分封王希律 ─ 耶稣是加利利人利人，，

不约而同的

希律是分封在北方加利利

不约而同的，
犹太人的公会控告耶稣
彼拉多跟希律都说彼拉多跟希律都说 ─

耶稣是没有罪的，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 ‧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路加在写作当中要帮助我们看见 ─
主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却代替我们。

后来的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们受审，

也是分别被犹太公会、罗马巡抚、分封王希律，

在受审中是无罪开释、是无辜的。

主后第一世纪只有政治犯 江洋大盗 才会被钉十字架主后第 世纪只有政治犯、江洋大盗…才会被钉十字架，

如果耶稣钉十字架的罪名成立…
主后第 世纪基督徒就不可能存立主后第一世纪基督徒就不可能存立

教会就不可能在罗马政府下继续传福音

路加福音在写作对外邦信徒而言 ─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是政治犯、叛乱犯

乃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设立的救主、带来救恩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 ‧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路加 耶稣 督受审路加写作用了很多的篇幅，铺排耶稣基督受审的场景，
每一个场景都突显是犹太人的公会想要杀耶稣！

彼拉多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才把责任推给希律
希律也是说 ─查不出有什么罪来，又送回到彼拉多彼拉多
彼拉多是非常想只要责打耶稣、把他释放了…

二三18 众人却一齐喊着说：
「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他们不要耶稣、弃绝耶稣，
要在城里面作乱杀人 下在监里的巴拉巴

二三20-21 彼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

要在城里面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巴拉巴。

，
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 ‧耶稣复活

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其实经过民主投票 ─
他们的声音多、声音大、就得胜了！声音多 声音 得

民主绝对不是许多社会困境的出路，

只有上帝作主才是困境的出路。只有上帝作主才是困境的出路。

彼拉多多少次讲 ─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是因为当时想要追随耶稣的众人门徒是因为当时想要追随耶稣的众人门徒，

他们高声说 ─钉他十字架，他们不要这种弥赛亚！

今天犹太人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今天犹太人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

二三27-28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
妇女们为他号咷痛哭。

耶稣转身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我哭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 ‧耶稣复活

围绕着钉十架的耶稣都是嘲笑他的人，有三个人例外 ─
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有一个强盗，

跟耶稣说：「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

耶稣回应：「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看守耶稣的百夫长，看见耶稣死的景象，

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就归荣耀与神说 这真是个义人。」

还有一个叫作约瑟，是个议士，
善良、公义、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

他求了耶稣的身体，

把耶稣埋放在自己的新坟里面

等候复活。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二四1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

现在教会守主日，七日的第一日，记念耶稣的复活复活。。在教会守 ， 第 ， 念耶稣 复复 。。

妇女姐妹们首先进入墓园去寻找耶稣，
她们是第一批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然后回去告诉告诉门徒门徒

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耶稣的门徒，
路走 路谈论耶稣过世的事情

她们是第 批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然后回去告诉告诉门徒门徒。。

一路走、一路谈论耶稣过世的事情，

耶稣显现与他们同行，竟然他们没有认出来…

二四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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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这样受害 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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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谢了 擘开 递给他们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

‧最后晚餐 ‧客西马尼园祷告‧捉拿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

在其他的门徒当中，耶稣又向他们显现 ─ 与他们擘饼，
把摩西律法、先知的书、诗篇当中所记，

凡指着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解释给这群门徒听。

二四49 耶稣说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二四49 耶稣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路加福音的结尾，就是使徒行传的开始…
门徒充满了欢喜快乐，

在耶路撒冷、在殿里称颂上帝。

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

经历过十字架死亡的阴霾、成全了救赎，

救赎的盼望成为你我生命当中救赎的盼望。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救赎，

真的是我们耳朵没有听见过、

眼睛没有看见过、连人心都没有想到过的。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救赎的宏恩当中，

满有能力 满有权柄 满有属天的喜乐和爱满有能力、满有权柄、满有属天的喜乐和爱，

我们继续向这个世代来见证你的荣美；

让你复活的生命使我们成为 ─让你复活的生命使我们成为 ─
这世代的盐、成为这世代的光，

继续见证那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阿们

继续见证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要成为这个世代的盼望。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