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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8章第1到27节出賣與被捕

在第11和第12章中，我们看到了拉撒路的复

活，听到耶稣解释他自己的死。耶稣说，他是“

复活与生命”，他将要带来的生命是通过他的死

亡与复活而来的。然后耶稣在公开的生命与死

亡之间，插入了他给门徒们个人的指示（第13

到17节）。他解释了对他们来说，世上的生命

将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回到耶稣在公开的生

命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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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今天的学习分两部分：
 

•第1部分：一个在计划之
中的死亡（第1到11节）
 

•第2部分：替我们死（第
12到27节）
 

这讲的都是关于从神而来
的生命，这生命来自耶稣
的死亡与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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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裡有一個園子，耶穌和門徒進去了。

2			出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			穌和門徒常常在那裡聚集。

3		那時，猶大帶着一隊兵，還有祭司長			和法利賽人的差役，拿着燈籠、火把、					武器，來到園子裡。

4			耶穌知道快要臨到他身上的一切事，就				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
5			他們回答：“拿撒勒人耶穌！”耶穌				說：“我就是。”出賣耶穌的猶大和他				們站在那裡。

第18章
从这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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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耶穌一說“我就是”，他們就往後退，				倒在地上。

7			他再問他們：“你們找誰？”他們					說：“拿撒勒人耶穌！”

8			耶穌回答：“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				是了。如果你們來找我，就讓這些人走				吧。”

9			這應驗了耶穌說過的話：“你賜給我的				人，我一個也沒有失落。”
10			西門彼得帶着一把刀，就拔出來，向		大				祭司的僕人馬勒古砍去，削掉他的右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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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耶穌對彼得說：“把刀收入鞘裡去！

				父給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

第10节：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 
约翰告诉我们马勒古的名字，这一细节仿佛是他在说：“去核查我写的内容吧。”很可能马勒古或至少他的亲戚们当时还活着，能够证实约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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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一个在计划之中的死亡

他选择要去的地方。 第1和2節

他把自己交出去。 第4節

他用神的名字及其所有的权柄称呼
自己（“我就是”）。 第5節

即便面对拿着武器的士兵，他也是
拥有大能的。 第6節

他拒绝逃跑。 第7節

他决定士兵让哪些人离开。 第8節

他应验他的承诺。 第9節

所以……整个事件都是耶稣在掌控局
势。他被捕不是一个突发事故，而是
他计划的一部分。

   从第1到11节中，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
  耶稣完全掌控他的死亡之路？

整篇对话都是他在引领话题：整篇对话都是他在引领话题：

第4节：耶稣……“就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

第7节：他再问他们：“你们找谁” 

第11节：耶稣对彼得说：“把刀收入鞘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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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他们在找谁？

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用哪个特别的名字描述他自己？

“我就是。”

 “我是”是神给他自己的名字

 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他们倒在地上 - 没有夸张！第6节

想像你是这些长官中的一员：你和一队士兵一

起出现，满身胄甲，准备好逮捕一个毫无武装

的人，然而他只是说了一句话，你就四脚朝

天了。之后还得爬起来，假装自己还能掌控局

面！

 

但耶稣为什么想要走向他的死亡？

耶稣很清楚他必须死去，并且“喝下父给我的

杯。”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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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谈到“杯”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

 从神而来的“杯”最初是在旧约里：

在以赛亚书里，杯指神的忿怒 - 人们该得的审判 — 

神自己把它从人们身上拿走了。

 

以赛亚书第51章第22节：”看哪我已经把那使人摇

摇摆摆的杯，就是我烈怒的爵，从你的手里挪去了;

你必不再喝这杯“。

救恩（是拯救的意思） - 来自弥赛亚（耶稣） - 他

拿走并且喝下神审判的杯那杯是我们该得的他死在

十字架上的时候完成了这一切。

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解释了他的死是在计划之

内的。

•他完全掌控他的死亡

•还有他死亡的原因

 

耶稣不该承受神的忿怒，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

让我们继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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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是那一隊兵和千夫長，以及猶太
					人的差役拿住耶穌，把他綁起來，
13			先帶到亞那面前。亞那是當年的大
					祭司該亞法的岳父。

14		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提議說“
				一個人代替人民死，這是有益的”
那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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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替我们死

为了让我们记起该亚法在拉撒路复
活之后说的话。

该亚法的预言说，“一个人”替人
民死，让整个民族得救！

约翰想要我们记起这一点，明白耶
稣死亡的原因。

约翰为什么提醒我们该亚法的话？

约翰福音第11章第49到53节约翰福音第11章第49到53节

他们当中有一位该亚法， 是那年作大祭司的， 

对他们说 ：“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去想想，   

一个人代替人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

们是有益的。 ”

他说这话不是由于自己，而是因为他是那年的大

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替犹太民族死;不但替犹太

民族死，也要把散居各地的神的儿女招聚成为一

体从那天起，他们就想杀害耶稣。

约翰福音第11章第49到53节

他们当中有一位该亚法， 是那年作大祭司的， 

对他们说 ：“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去想想，   

一个人代替人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

们是有益的。 ”

他说这话不是由于自己，而是因为他是那年的大

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替犹太民族死;不但替犹太

民族死，也要把散居各地的神的儿女招聚成为一

体从那天起，他们就想杀害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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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耶稣是不情愿，很勉强的走向他的死亡的
吗？

 不！这是他全部的任务。他的意愿就是父的意愿
（第11节）。

• 耶稣服从他清晰的计划。

 
• 他掌权，就像神一样 - 大能的“ 

   我是”。

•他想要行神的旨意。

 
•神对罪的审判是“杯” - 耶稣为

  我们拿走了这杯，自己“喝”下

  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显出他对我

们的大爱。
 
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说：人为

朋友舍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

更大的了。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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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只是显出耶稣的爱的一个例子而已
吗？

不 - 十字架从一开始就是耶稣任务的目
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什么？
他替代了我们。他拿走了神审判的惩罚
— 那本是我们该受的，他把惩罚拿到自
己身上，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神学家把这叫作“代替受罚”

耶稣

    •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承受神审判的惩罚                                                                                                                                                

   （刑罚/惩罚）

     • ……代替我们的位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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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西門彼得和另一個門徒跟着耶穌；那

					門徒是大祭司認識的。他跟耶穌一起

					進了大祭司的院子，

16			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識的那

					門徒出來，對看門的婢女說了一聲，

					就帶了彼得進去。

17			那看門的婢女對彼得說：“你不也是

					這個人的門徒嗎？”他說：“我不

					是。”

18				因為天氣寒冷，僕人和差役就生了炭

						火，站着取暖；彼得也和他們站在一

						起取暖。

19				那時，大祭司查問耶穌有關他的門

							徒和他的教訓的事。	

20				耶穌對大祭司說：“我向來對世人講

						話都是公開的，我常常在會堂和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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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就是在所有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

				導人，暗地裡我並沒有講什麼。

21		你為什麼查問我呢？問問那些聽過我

						講話的人吧，他們知道我講過什

					麼。”

22			耶穌說了這些話，站在旁邊的一個差
						役，就打他一巴掌，說：“你竟敢這

					樣回答大祭司嗎？”

23					耶穌對他說：“如果我講錯了，你可

						以指證錯在哪裡；如果我講對了，你

					為什么打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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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读到的这一部分好像一个三明治：

•两段是关于彼得 —（！面包片）

•耶稣在中间 —（馅料！） 

这告诉我们耶稣代替我们而死（作为替代）

24			亞那仍然綁着耶穌，把他押到大祭司
						該亞法那裡去。

25				西門．彼得仍然站在火旁取暖。有人
						對他說：“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
						彼得否認說：“我不是。”

26				有一個大祭司的僕人，就是彼得削掉
						耳朵的那個人的親戚，說：“我不是
						看見你跟他在園子裡嗎？”

27				彼得又否認，立刻雞就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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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软弱的！

•    他连在一个“婢女”面前都不敢                                                                                                                                                
    承认！ 第16到17節

• 他连在一群仆人面前都不敢承                                                                                                                                                
     认！ 第25到26節

他否认了他与耶稣的关系。 
第17節，第25到27節

彼得在这两段中是怎么样的？

彼得在这两段里做了什么？

记得彼得是谁……他是约翰福音第1章里门徒的“领

袖”，他被称为“矶法”，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的意

思是“磐石”。

所以我们期待“磐石”彼得是这一群人里最坚定的一

个！

他听起来无比坚定：第13章第37节“！主啊……为

了你，我舍命也愿意”

那我们在这里读到什么？

我们看到即便是彼得 — 最有希望，坚定，全

心全意，勇敢的门徒……无可救药的，充满羞

耻的失败了 - 在一个婢女和一群仆人面前！                                                                                                                                               

      

我们在哪些方面就像彼得一样？

•我们常常让耶稣失望。                                                           

•我们在属灵方面不够强壮，

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支持耶稣。                                                                                                                                 

•因为我们的罪，使耶稣不得不为我们而死去，而我

们憎恨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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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次第18节和第25节：

18				因為天氣寒冷，僕人和差役就生了炭

火，站着取暖；彼得也和他們站在一

起取暖。

25					西門．彼得仍然站在火旁取暖。

						有人對他說：“你不也是他的門徒

						嗎？”彼得否認說：“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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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到24节很容易就被从故事中忽略了。再读一

次第18节和第25节。

第19到24节为什么被加进来？

看看耶稣与彼得的不同之处：

•  耶稣反对大祭司和犹太领袖。

•  他一直是真正的“我是” - 完美                                                                                                                                                
   的，一致的行出神的旨意！

 相比之下，彼得不能也没有反对一
个婢女或是一群仆人！相反，他在
火边取暖，而他的王正为彼得走向
死亡。

 

这就是耶稣，我们的替代……他完
美的行出了你我无法做到的事！

 总结来说:
让我们把两部分的笔记放在一起：
第1部分：耶稣的死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 他的死是有                                                                                                                                                              意图的。
第2部分：耶稣代替我们而死 — 他是我们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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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索...

这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在你开始读约翰福音之前，你对耶稣的死有什么

看法？

•你的看法改变了吗？如果改变了，有哪些不

同？

在你开始读约翰福音之前，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是

什么？

•你的看法改变了吗？如果改变了，有哪些不

同？

 在今天约翰福音的章节中，耶稣给我们什么？

 “父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第11节

“……一个人代替人民死，这是有益的。”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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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8章第1到27節
1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裡有一個園子，耶穌和門徒進去了。	2	出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常常在那裡聚集。	3	那時，猶大帶着一隊兵，還有祭司長和法利賽人的差役，拿着燈籠、火把、武器，來到園子裡。	4	耶穌知道快要臨到他身上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	5	他們回答：“拿撒勒人耶穌！”耶穌說：“我就是。”出賣耶穌的猶大和他們站在那裡。	6	耶穌一說“我就是”，他們就往後退，倒在地上。	7	他再問他們：“你們找誰？”他們說：“拿撒勒人耶穌！”	8	耶穌回答：“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了。如果你們來找我，就讓這些人走吧。	”	9	這應驗了耶穌說過的話：“你賜給我的人，我一個也沒有失落。”	10	西門．彼得帶着一把刀，就拔出來，向		大祭司的僕人馬勒古砍去，削掉他的右耳。	11	耶穌對彼得說：“把刀收入鞘裡去！父給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12	於是那一隊兵和千夫長，以及猶太人的差役拿住耶穌，把他綁起來，	13	先帶到亞那面前。亞那是當年的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	14	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提議說“一個人代替人民死，這是有益的”那個人。	15	西門．彼得和另一個門徒跟着耶穌；那門徒是大祭司認識的。他跟耶穌一起進了大祭司的院子，	16	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識的那門徒出來，對看門的婢女說了一聲，就帶了彼得進去。	17	那看門的婢女對彼得說：“你不也是這個人的門徒嗎？”他說：“我不是。”	18	因為天氣寒冷，僕人和差役就生了炭火，站着取暖；彼得也和他們站在一起取暖。	19	那時，大祭司查問耶穌有關他的門徒和他的教訓的事。	20	耶穌對大祭司說：“我向來對世人講話都是公開的，我常常在會堂和聖殿裡，就是在所有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導人，暗地裡我並沒有講什么。	21	你為什么查問我呢？問問那些聽過我講話的人吧，他們知道我講過什么。”	22	耶穌說了這些話，站在旁邊的一個差役，就打他一巴掌，說：“你竟敢這樣回答大祭司嗎？”				23	耶穌對他說：“如果我講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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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指證錯在哪裡；如果我講對了，你為什么打我呢？”	24	亞那仍然綁着耶穌，把他押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裡去。	25	西門．彼得仍然站在火旁取暖。有人對他說：“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彼得否認說：“我不是。”	26	有一個大祭司的僕人，就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個人的親戚，說：“我不是看
見你跟他在園子裡嗎？”	27		彼得又否認，立刻雞就叫了。																																																																																																																																															

																					

下一次⋯⋯
人们会对耶稣的死做出怎

么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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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8章第28节 
- 第19章第16节

審訊

今天我们先把耶稣整个审讯的过程通读一遍。注意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约翰如何强调彼拉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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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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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8	清早的時候，猶太人把耶穌從該亞法那裡押往總督的官
邸。他們自己沒有進到官邸裡去，恐怕沾染了污穢，不能吃
逾越節的晚餐。	29	於是彼拉多走到外面見他們，說：“你
們控告這個人什么呢？”	30	他們回		答：“如果這個人沒有作
惡，我們就不會把他交給你。”	31	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
自己把他帶去，按着你們的律法審問他吧。”猶太人說：“
我們沒有權去判人死罪。”	32	這就應驗了耶穌預先說到自己
將要怎樣死的那句話。	33	彼拉多又進了官邸，把耶穌叫來，
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34		耶穌回答：“這話是你
自己說的，還是別人對你說到我的呢？	”	35	彼拉多說：“
難道我是猶太人嗎？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究
竟作了什么事？”	36	耶穌回答：“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
如果我的國屬於這世界，我的臣僕就要作戰，使我不至被交
給猶太人。不過，我的國不是這世上的。”	37	於是彼拉多問
他：“那麼，你是王嗎？	”耶穌說：“我是王，你已經說了
（“你已經說了”或譯：“這是你說的”）。我要為真理作
見證，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上。凡是屬於真理的人，
都聽我的聲音。”	38		彼拉多問他：“真理是什么？”彼拉
多說了這話，又出來見猶太人，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
甚麼罪。	39	你們有個慣例，每逢逾越節，要我給你們釋放一
個囚犯。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這個猶太人的王嗎？”	40	他
們又喊叫說：“不要他！要巴拉巴！”這巴拉巴是個強盜。																																																																																																																																			

		

那時，彼拉多吩咐人把耶穌拉去鞭打。	2	士兵用荊棘
編成冠冕，戴在他的頭上，又給他披上紫色的外袍，	
3	然後來到他面前，說：“猶太人的王萬歲！”並且用

手掌打他。	4		彼拉多再次出到外面，對猶太人說：“看！我把
他帶出來給你們，讓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5	於是
耶穌出來，戴着荊棘的冠冕，披着紫色的外袍。彼拉多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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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看，這個人！”	6	祭司長和差役看見耶穌，就喊叫說：“
把他釘十字架！把他釘十字架！”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自
己把他帶去釘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7	猶太人回
答：“我們有律法，根據那律法，他是該死的，因為他自命為
神的兒子。”8	彼拉多聽見這話，就更加害怕，	9	又進了官邸，
問耶穌：“你究竟是從哪裡來的？”耶穌卻不回答他。	10		彼
拉多對他說：“你不對我說話嗎？你不知道我有權釋放你，也
有權把你釘十字架嗎？”	11	耶穌說：“如果不是從天上給你權
柄，你就無權辦我；因此，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12	從那時起，彼拉多想釋放耶穌；可是猶太人卻喊叫說：“如
果你釋放這個人，就不是凱撒的忠臣了。凡是自命為王的，就
是與凱撒為敵。”13	彼拉多聽了這些話，就把耶穌帶到外面，
到了一個名叫“鋪石地”（希伯來話叫加巴大）的地方，就
在那裡開庭審問。	14	那天是逾越節的預備日，約在正午的時
候。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你們的王！”	15	他們就喊叫起
來：“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釘十字架！”彼拉多問他們：“
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祭司長回答：“除了凱撒，
我們沒有王！”	16	於是彼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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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出彼拉多的行动了吗？
 

因为犹太人不愿进到彼拉多的官邸里（这会使他们不洁净，第28节），彼拉多不得不一直出出进进！

•  第29節 : 彼拉多走到官邸外面来跟犹太人说话
•  第33節 : 彼拉多进到官邸里和耶稣说话
•  第38節下 : 彼拉多又出来见犹太人 
•  第19章第1節 : 彼拉多回到官邸里，吩咐人鞭打耶稣

•  第19章第4節 : 彼拉多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  第19章第9節 : 彼拉多又进入官邸对耶稣说话！
•  第19章第13節 : 彼拉多再一次出官邸跟犹太人说话

这好像就在你眼前发生的似的！约翰给我们的这些细节是一个目击者才能记录下来的细节。我们看到七个审讯耶稣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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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场景的主题是什么？

vs 28-32 : 犹太人的罪和虚伪 
vs 33-38a : 耶稣是王
vs 38b-40 : 我们的替代—无罪的耶稣
ch 19 vs 1-3 : 我们的罪VS王耶稣的无罪 
ch 19 vs 4-8 : 我们的替代—无罪的耶稣 
ch 19 vs 9-11 : 耶稣是王
ch 19 vs 12-16 : 犹太人的罪和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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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清早的時候，猶太人把耶穌從該亞

					法那裡押往總督的官邸。他們自己沒

					有進到官邸裡去，恐怕沾染了污穢，

					不能吃逾越節的晚餐。

29			於是彼拉多走到外面見他們，說：“

						你們控告這個人什麼呢？”

30				他們回		答：“如果這個人沒有作

						惡，我們就不會把他交給你。”

31				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自己把他

						帶去，按着你們的律法審問他

						吧。”猶太人說：“我們沒有權去

						判人死罪。”

32				這就應驗了耶穌預先說到自己將要

						怎樣死的那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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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罪和虛偽

让我们一个场景一个场景来看：

耶稣被判死刑。 第31節下

 “我们没有权去判人死罪。”

 

他们想要彼拉多做这令人厌恶的工
作。 

……“恐怕沾染了污秽” 第28節

也就是说，就在他们谋划杀害耶稣
的时候，他们还想保持自己纯洁
的宗教形象。他们是有罪的虚伪之
徒。

这些宗教领袖想要什么？

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判他死刑？

 他们为什么不进到
彼拉多的官邸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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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彼拉多又進了官邸，把耶穌叫來，問他	
					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34		耶穌回答：“這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別人				對你說到我的呢？”

35		彼拉多說：“難道我是猶太人嗎？你本國
				的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究竟作了什么				事？”

36		耶穌回答：“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如果
					我的國屬於這世界，我的臣僕就要作戰，使					我不至被交給猶太人。不過，我的國不是這				世上的。”

37		於是彼拉多問他：“那麼，你是王嗎？”
				耶穌說：“我是王，你已經說了（“你已經				說了”或譯：“這是你說的”）。我要為真				理作見證，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上。				凡是屬於真理的人，都聽我的聲音。”
38		彼拉多問他：“真理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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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耶穌

第33節 : 彼拉多直接问耶稣：“你是                                                                                                                                                
           犹太人的王吗”

第36節 :  耶稣解释他的国的属性：“
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也
就是说，不是政治的，地上
的国度。

第37節 :  彼拉多重复耶稣的话 - “
那么，你是王吗？”

第37節 :  耶稣确认彼拉多的话 - 他
是真理的王，真正的王，他
的国建立在真理之上！

我们怎么看出耶稣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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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b			彼拉多說了這話，又出來見猶太人，		

					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39			你們有個慣例，每逢逾越節，要我給

					你們釋放一個囚犯。你們願意我給你

					們釋放這個猶太人的王嗎？	”

40				他們又喊叫說：“不要他！要巴拉

					巴！”這巴拉巴是個強盜。

第19章

1	 		那時，彼拉多吩咐人把耶穌拉去鞭

					打。

2					士兵用荊棘編成冠冕，戴在他的頭

					上，又給他披上紫色的外袍，

3				然後來到他面前，說：“猶太人的王

					萬歲！”並且用手掌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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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罪，以及我們的											
替代耶穌，他的無罪

我们如何看出耶稣的无罪被

耶稣是王，以及耶稣替我们而死，
在这里是如何被强调的？

清清楚楚的展现出来？

第38節 :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
罪。”

第19章第4節 :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
罪。”

第19章第6節 :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
罪。”

第39節下 : 彼拉多问，“你们愿意我
给你们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吗？”

第19章第2節 : “用荆棘编成冠冕，
戴在他的头上，又给他披上紫色的
外袍。”

第19章第3節 ：“犹太人的王万
岁！”

第19章第5節 ：“于是耶稣出来，
戴着荆棘的冠冕，披着紫色的外
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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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彼拉多再次出到外面，對猶太人
				說：“看！我把他帶出來給你們，讓				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
5			於是耶穌出來，戴着荊棘的冠冕，
				披着紫色的外袍。彼拉多對他們
				說：“看，這個人！”

6			祭司長和差役看見耶穌，就喊叫
				說：“把他釘十字架！把他釘十字
				架！”
				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自己把他帶					去釘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
			罪。”

7			猶太人回答：“我們有律法，根據那				律法，他是該死的，因為他自命為神				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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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代替我们死，这是如何

犹太人的罪是如何被强调出来的？

清楚的表现出来的？

这些犹太领袖想要王像一个强盗一
样死去⋯⋯而要一个强盗被释放……

•  第19章第4到7節 ：这些犹太人要
一个有罪的人被释放，要一个无
辜的人死去。 

•  他们清楚知道他们要求耶稣被判
死刑意味着什么……尽管耶稣已
经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记得这一切发生的时间 —                                       

在逾越节（这一天，人们纪念从前替他们牺牲的献

祭羔羊）

这是多么大的讽刺！这些犹太人小心谨慎不要在逾

越节沾染污秽……同时拒绝逾越节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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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彼拉多聽見這話，就更加害怕，

9			又進了官邸，問耶穌：“你究竟是從

				哪裡來的？”耶穌卻不回答他。

10		彼拉多對他說：“你不對我說話嗎？

				你不知道我有權釋放你，也有權把你

				釘十字架嗎？”

11		耶穌說：“如果不是從天上給你權

				柄，你就無權辦我；因此，把我交給

				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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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耶穌

我们怎么看出耶稣是王？

这对彼拉多有什么影响？

比较第10节和第11节。                     
第10节是世上的权柄。                 
第11节是天上的权柄。

耶稣的权柄由彼拉多的权柄对比而
显现出来。

耶稣在一切世上的权柄之上。

他比在第8节里更加害怕 - 他现在
充满恐惧，更加努力地试图释放耶
稣。 第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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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從那時起，彼拉多想釋放耶穌；可是猶					太人卻喊叫說：“如果你釋放這個人，					就不是凱撒的忠臣了。凡是自命為王					的，就是與凱撒為敵。”
13			彼拉多聽了這些話，就把耶穌帶到外					面，到了一個名叫“鋪石地”（希伯					來話叫加巴大）的地方，就在那裡開庭					審問。

14			那天是逾越節的預備日，約在正午的					時候。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你們					的王！”

15			他們就喊叫起來：“除掉他！除掉他！					把他釘十字架！”彼拉多問他們：“我					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祭司長					回答：“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
16			於是彼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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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人的罪和虛偽

犹太人本该是在期盼他们天上的救
主，并且敬拜大能的神。但此处
他们甘愿为了一个地上的国度（凯
撒）而放弃这一切，以此保持他们
在地上的权柄。 第15節

他想要自保。他明知耶稣是无辜
的，而且耶稣对凯撒地上的统治并
不产生威胁。犹太人在撒谎。

这些经文也显出彼拉多的罪和虚伪
— 从哪里能看出来？

这些经文如何显出犹太人的罪和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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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些角色： 

                                                               

1）一位天上的王－掌权并且无罪－在逾越节，

允许这些事件发生，保证自己走向死亡，作为

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作为我们的替代—为了我

们的罪！耶稣是终极的逾越节羔羊。

2）彼拉多 - 畏惧人而不是敬畏神！

3）犹太人/祭司长 - 为了保证他们的权柄而不

承认神。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弯曲”他们自

己的律法，还有神的律法！

当耶稣走向十字架，人类所有因罪恶而来的失

败和妥协都被暴露出来 - 在彼得身上，彼拉多

身上还有犹太人身上都能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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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

我们能在这个事件中看到我们自己吗？

 

•我们是否曾经做了和彼拉多一样的事，没能为

真理站出来 - 因为我们的软弱？

•我们是否曾经做了和犹太人一样的事，试图保

护自己的利益，而没有顺服真正的王耶稣？

•我们是否曾经“人云亦云”，和其他人一起否认

了耶稣？

•我们是否曾经做了和士兵一样的事，口头上或

是在心里嘲笑，蔑视耶稣 - 真理的王？

 

你看出来了吗，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为我们死

在十字架上？

只有耶稣能够完美，无罪的替代我们。

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耶稣为我们而死？

下一次...
钉死在十字架上 - 任务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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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9章第16到42节

任務完成了！
这一部分包含至少三大主题：
神的王的死亡（第16到22节）和“埋葬”（第38到42节）

作为“逾越节的羔羊”（第31到37节），神的王的献祭（第23到27节）
神计划的完成（第28到30节）

约翰把这一部分安排得像一个巨大的“三明治” - 王

的死和埋葬在外面（就好像面包）;然后是王作为逾

越节羔羊的献祭（就好像生菜）;神计划的成就在中

间（就好像肉）第28到30节是整件事的核心 - ！“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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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7					他們把耶穌帶
去了。耶穌自己

背着十字

						架出來，到了
一個名叫“髑髏

”的地

						方，希伯來話
叫各各他。

18				他們就在那裡
把耶穌釘在十字

架上；和

							他一同釘十
字架的，還有兩

個人，一邊

							一個，耶穌
在中間。

19				彼拉多寫了一
個牌子，放在十

字架上

							頭，寫的是
：“猶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

							穌。”

20				有許多猶太人
念了這牌子上所

寫的，因

							為耶穌釘十
字架的地方離城

不遠，而且

							那牌子是用
希伯來文、拉丁

文和希臘文

							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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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猶太人的祭司長對彼拉多說：“不要							寫’猶太人的王’，要寫’這個人自							稱：我是猶太人的王’。”

22				彼拉多說：“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了！”
23				士兵把耶穌釘了十字架之後，就把他的衣							服拿來，分成四份，每個兵一份。他們又						拿他的內衣；這內衣是沒有縫的，是從上						到下整件織成的。

24				因此，他們彼此說：“我們不要把它撕						開，我們來抽籤吧，看看是誰的。”這就						應驗了經上所說的：“他們分了我的外						衣，又為我的內衣抽籤。”士兵果然這樣						作了。

25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和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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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的姊妹，還有高羅巴的妻子馬利亞，和						抹大拉的馬利亞。	

26					耶穌看見母親，又看見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母親（“母親”原文作“婦人”），看！你的兒子。”
27				然後他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									從那時起，那門徒就把她接到自己的家裡						去了。

28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一切都已經成就						了，為了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						渴了。”

29				在那裡有一個壇子，盛滿了酸酒，他們就						拿海綿浸了酸酒，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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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口裡。

30				耶穌嚐了那酸酒，說：“成了！”就低下	

						頭，斷了氣。

31					因為那天是預備日，為了要避免屍體在安息

日留在十字架上（因為那安息日是個重要的

日子），猶太人就請求彼拉多打斷那些被釘

十字架的人的腿，把他們拿下來。

32				於是士兵來了，把和耶穌一同釘十字架的

							那兩個人的腿都先後打斷了。

33				他們來到耶穌那裡，看見他已經死了，就沒

						有打斷他的腿。

34				但是有一個士兵用槍刺他的肋旁，立刻有血

						和水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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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那看見這事的人已經作證了，他的見證是

						真實的，他也知道自己所說的是實在的，

						使你們也相信。

36					這些事的發生，是要應驗經上所說的：“

							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37				另有一處經文說：“他們要仰望自己所刺

						的人。”

38				這些事以後，有一個亞利馬太人約瑟來

						求彼拉多，要領耶穌的身體；他因為怕猶

						太人，就暗暗地作耶穌的門徒。彼拉多批

						准了，他便把耶穌的身體領去。

39				從前夜間來見耶穌的尼哥德慕也來了，帶

						着沒藥和沈香混合的香料，約有三十二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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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他們領取了耶穌的身體，照着猶太人的葬
						禮的規例，用細麻布和香料把他裹好。

41				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子，園
							裡有一個新的墓穴，是從來沒有葬過人
							的。

42				因為那天是猶太人的預備日，又因為那墓
							穴就在附近，他們就把耶穌葬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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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王之死

第19節 : 因为彼拉多的话：

 “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第20節 : 因为全球性的语言：

 “……而且那牌子是用希伯来文，
拉丁文和希腊文写的。”

在第16到22节中，
我们如何看出耶稣是王？

为什么用这三种语言写？

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明白它的意思 - 
不止是犹太人！

 

•  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语言

•  希腊文是全世界学者的语言

•  希伯来文是普遍使用的语言！

王被钉在十字架上！
经文以耶稣的身份起始。

人们通常用拉丁语说话，但却书写希腊语。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 比如就连在英国，在没

多久之前的历史上，英国人还说英语写拉丁

文！



54

21					猶太人的祭司長對彼拉多說：“不

						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這個

						人自稱：我是猶太人的王’。”

22				彼拉多說：“我所寫的，我已經寫

						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



55

这个牌子惹怒了谁？

为什么让每个人都知道，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
— 犹太人的王，是十分重要的？

犹太人的祭司长。 v 21

但彼拉多不愿改变他的决定 - 他坚
持要写“犹太人的王”……使每一
个人看到牌子的人都知道彼拉多对
耶稣的看法。

在钉十字架发生的1000年年前，大
卫王预言：

这个写着三种当时主要语言的牌子
成就了诗篇第22篇中的预言，并
且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耶稣真正的身
份。

詩篇第22篇第27節  
“地的四极，都要记念耶和华，                 

并且归向他。列国的万族，都

要在他面前敬拜。”

    他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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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士兵把耶穌釘了十字架之後，就把他						的衣服拿來，分成四份，每個兵一
						份。他們又拿他的內衣；這內衣是沒						有縫的，是從上到下整件織成的。
24				因此，他們彼此說：“我們不要把它						撕開，我們來抽籤吧，看看是誰
						的。”這就應驗了經上所說的：													“他們分了我的外衣，又為我的內衣抽						籤。”士兵果然這樣作了。
25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和					他母親的姊妹，還有高羅巴的妻子馬					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
26			耶穌看見母親，又看見他所愛的那門					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母親
			（“母親”原文作“婦人”），看！你					的兒子。”

27			然後他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
					親。”從那時起，那門徒就把她接到					自己的家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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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王所做的奉獻

约翰引用旧约，显出圣经的预言得成就： 

詩篇第22篇第18節  ……⋯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

我的内衣抽签。

比较此处和 第24節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没有“能
力”影响这些士兵，但他们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按照神说的话做事！

这为什么是很重要的？
这篇诗篇是在公元前1010年到公元前970年之间写成的，比十字架这种刑罚的发明还早了几百年！诗篇第22篇有好几幅画面，描述神的王在十字架上受难， 还有这将成就的事情这里列出两处：
詩篇第22篇第16、17節 :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他们却瞪着眼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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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看出这是耶稣之死的清晰图画？

约翰为什么写了第25到27节？
他想清楚告诉我们，他当时在场。他是目击
证人。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

我们怎么看出这是耶稣之死的清晰图画？

耶稣的手脚被钉（扎）在十字架上。

展开在十字架上 — 全身的骨头都能看得清清楚

楚。

钉十字架是一件公开并且羞辱的事。

诗篇第22篇第1节说：                                     

“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说神在审判中丢弃了他的王。

这是神的王为我们的缘故被牺牲。看起来他的计划

好像失败了 - 但这正是他的计划 - 为世界的罪而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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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一切都已經			

						成就了，為了要使經上的話應驗，

						就說：“我渴了。”

29			在那裡有一個壇子，盛滿了酸酒，

						他們就拿海綿浸了酸酒，綁在牛膝

						草上，送到他的口裡。

30				耶穌嚐了那酸酒，說：“成了！

						”就低下頭，斷了氣。

約翰福音第3章第16節 ：“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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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計劃完成了

这几节经文是这部分内容的核心。这是最关键的部
分。这几节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圣经中另一处
预言实现了。
詩篇第69篇第21節  “他们在我的食物中加上苦胆，我渴
了，他们把醋给我喝。”

我们从哪里能看出来？

谁完全掌控着
耶稣的死？

什么任务完成了？

在希腊语中（约翰写作的原文语
言），“应验”是“完成”的意
思。

所以，约翰强调了三次：任务完成
了！

耶稣！ — “就低下头，断了气” 
第30節

神的王  作为神的逾越节羔羊而
死  承受这个世界罪的惩罚。

对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事情来说，这是核心的一点。

耶稣是在完成（应验）神的计划。

他作为神的逾越节羔羊以及神的王而死。

他死是为了承受神对我们罪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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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因為那天是預備日，為了要避免屍體在					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因為那安息日是					個重要的日子），猶太人就請求彼拉多					打斷那些被釘十字架的人的腿，把他們					拿下來。

32			於是士兵來了，把和耶穌一同釘十字架					的那兩個人的腿都先後打斷了。
33			他們來到耶穌那裡，看見他已經死了，					就沒有打斷他的腿。

34			但是有一個士兵用槍刺他的肋旁，立刻					有血和水流出來。

35			那看見這事的人已經作證了，他的見					證是真實的，他也知道自己所說的是實					在的，使你們也相信。

36			這些事的發生，是要應驗經上所說
					的：“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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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逾越節羔羊（神的王）
所做的獻祭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三明治的下一部分！
有更多的圣经预言得到应验。这些预言都是关于逾
越节的羔羊的。

   为什么这很重要？

出埃及记第12章第46节下说：

“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
断。”

耶稣已经死了。死去的人不能控制
事件发生。耶稣不可能“影响”那
个士兵做决定，决定他是否要折断
耶稣的骨头。所以当这些士兵决定
不打断他的腿的时候，他们就使圣
经另一处预言得到了应验！

耶稣的死发生在逾越节。 第31節 说，这天是“预备

日”（也就是周五），这是安息日（一个周六）的前

一天，在安息日那天无论什么工都不能做。在周五

被钉十字架，耶稣在逾越节那天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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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逾越节的意义：

逾越节的羔羊是为了神对罪的审判。神对罪公

义的审判结果是死刑。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

表示死亡已经在这所房子里发生过了。在第一

个逾越节，灭命的天使越过了所有杀了羔羊的

房子。

 羔羊要在房子里呆四天 — 表示羔羊和这个家

庭之间的连结……以至这家的长子可以说：“这

羔羊是为我而死的。”他们知道不能打断羊的

骨头。

 

 这一切说明什么？ 

耶稣真的是终极的逾越节羔羊！

我们可以相信约翰的话吗？

看第35节！他说得很清楚，他看见了，这是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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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另有一處經文說：“他們要仰望自己

所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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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書第12章第10節  写于公元前522年：
“我必把那恩慈与恳求的灵倾注在大卫家和耶路撒
冷居民的身上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刺的;他
们要为他哀哭，好像丧独生子;他们必为他悲痛，
好像丧长子。
 

约翰从哪些地方告诉我们
圣经的预言得到了应验？

第28到30节是事件的核心 

—“成了。”但在之前（第23到27
节）和之后（第31到37节），我
们看到事件的真相：神的王，真正
的逾越节羔羊，为了世人的罪被献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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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明治外面
的“面包”。章节结尾强调耶稣真
真切切是死去并且被埋葬了。
 

第38节应验了以赛亚对耶稣死亡的应
许：

以賽亞書第53章第9節 :
“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
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
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在当时，罗马政府本可以给一个钉十字
架的罪犯一个普通的坟墓但一位有身份
的犹太人 — 显然是一个富人 — 得到
彼拉多的允许，把尸体葬在了一个墓穴
里，这个墓穴是从岩石中挖出来，而且
在城市里（这需要一大笔钱才能做到）
。

									神的王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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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约翰想让我们明白什么？所以约翰想让我们明白什么？

耶稣真的是“……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

約翰福音第1章第2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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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這些事以後，有一個亞利馬太人約瑟					來求彼拉多，要領耶穌的身體；他因					為怕猶太人，就暗暗地作耶穌的門
					徒。彼拉多批准了，他便把耶穌的身					體領去。

39			從前夜間來見耶穌的尼哥德慕也來
					了，帶着沒藥和沈香混合的香料，
					約有三十二公斤。

40			他們領取了耶穌的身體，照着猶太
					人的葬禮的規例，用細麻布和香料把													他裹好。

41			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
					子，園裡有一個新的墓穴，是從來沒					有葬過人的。

42			因為那天是猶太人的預備日，又因為					那墓穴就在附近，他們就把耶穌葬在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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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到42节如何说明

这时谁出现在故事  中？

他带了什么？

我们在哪里见过他？

耶稣确实是死去了？ 有两个目击证人 - 亚利马太人约瑟
和尼哥德慕。犹太律法强调法庭上
需要两个男性目击证人！

耶稣的身体被裹在麻布里，并且进
行了“防腐处理” - 很明显他死
了！

给出了墓穴的准确位置。

是“以色列人的老师”（约翰福音
第3章第10节），尼哥德慕，他曾经
在夜里来见耶稣。

我们后来又见过他一次（约翰福音
第7章第51节）。他试图在祭司长和
法利赛人面前为耶稣说话。

尼哥德慕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祭司长这时正在庆祝他们成功杀害
了耶稣，但尼哥德慕很明显相信耶
稣是犹太人的王。他带着一套葬礼
物品，物品的规格足够埋葬一个国
王！

32公斤的防腐材料！ 第39節  

数量惊人的庞大，并且价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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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什么是很重要的？
两个原因 - 约翰告诉我们：
•尼哥德慕现在承认耶稣是王了！
•耶稣是按犹太习俗做了防腐处理的 — 他绝对是死了！

有三个大主题：

1）神的王的死亡与埋葬

第16到22节：他是王

第38到42节：他的死与埋葬

 
2）作为逾越节羔羊，神的王的献

祭 — 惩罚的替代 

第16到22节：他是王

第31到37节：他是逾越节羔羊

 
3）神计划的完成！

在这一部分的中心：耶稣，神的

王，完成了神的目的。

这篇章节是如何联系       

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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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思考这一点来作为结束

今天的章节如何回答“我真的能得到原谅吗？”
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当耶稣死去，他是终极的逾越节羔
羊。他为我们的罪付上完全的代价！
那“我觉得神不在乎我”这种话呢？
看看他的整个计划和目的。从最开始，他就是
要为我们而死，为了拯救我们，因为他爱我
们。

         记住

約翰福音第3章第16節
：“神爱世人，甚至把他

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

亡，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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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9章第16到42節

16	於是彼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17	他們把耶穌帶去了。

耶穌自己背着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名叫“髑髏”的地方，希伯

來話叫各各他。	 18	 他們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和他一同

釘十字架的，還有兩個人，一邊一個，耶穌在中間。	
19	 彼拉多寫

了一個牌子，放在十字架上頭，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

穌。”	 20	 有許多猶太人念了這牌子上所寫的，因為耶穌釘十字架

的地方離城不遠，而且那牌子是用希伯來文、拉丁文和希臘文寫

的。	 21	 猶太人的祭司長對彼拉多說：“不要寫’猶太人的王’，

要寫’這個人自稱：我是猶太人的王’。”	
22	 彼拉多說：“我所

寫的，我已經寫了！”23	 士兵把耶穌釘了十字架之後，就把他的衣

服拿來，分成四份，每個兵一份。他們又拿他的內衣；這內衣是沒

有縫的，是從上到下整件織成的。	 24	 因此，他們彼此說：“我們

不要把它撕開，我們來抽籤吧，看看是誰的。”這就應驗了經上所

說的：“他們分了我的外衣，又為我的內衣抽籤。”士兵果然這樣

作了。	 25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和他母親的姊妹，還

有高羅巴的妻子馬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	
26	 耶穌看見母親，

又看見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母親（“母親”

原文作“婦人”），看！你的兒子。”	 2
7	然後他對那門徒說：	“

看！你的母親。”從那時起，那門徒就把她接到自己的家裡去了。	

28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一切都已經成就了，為了要使經上的話應

驗，就說：“我渴了。”	 29	 在那裡有一個壇子，盛滿了酸酒，他

們就拿海綿浸了酸酒，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口裡。	
30	 耶穌嚐

了那酸酒，說：“成了！”就低下頭，斷了氣。	
31	 因為那天是預

備日，為了要避免屍體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因為那安息日是個

重要的日子），猶太人就請求彼拉多打斷那些被釘十字架的人的

腿，把他們拿下來。	 32	 於是士兵來了，把和耶穌一同釘十字架的

那兩個人的腿都先後打斷了。	 33	 他們來到耶穌那裡，看見他已經

死了，就沒有打斷他的腿。	 34	 但是有一個士兵用槍刺他的肋旁，

立刻有血和水流出來。	 35	 那看見這事的人已經作證了，他的見證

是真實的，他也知道自己所說的是實在的，使你們也相信。	
36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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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的發生，是要應驗經上所說的：“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

折斷。”	37	另有一處經文說：“他們要仰望自己所刺的人。”

38	 這些事以後，有一個亞利馬太人約瑟來求彼拉多，要領耶穌

的身體；他因為怕猶太人，就暗暗地作耶穌的門徒。彼拉多批

准了，他便把耶穌的身體領去。	
39	 從前夜間來見耶穌的尼哥德

慕也來了，帶着沒藥和沉香混合的香料，約有三十二公斤。	

40	 他們領取了耶穌的身體，照着猶太人的葬禮的規例，用細麻

布和香料把他裹好。	 41	 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子，

園裡有一個新的墓穴，是從來沒有葬過人的。	
42	 因為那天是猶

太人的預備日，又因為那墓穴就在附近，他們就把耶穌葬在那

裡。

			接下來…
胜利 - 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