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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 

除酵節，又名逾越節，近了。(路加福音 22:1) 

除酵節是從尼散月的十五號開始，一直到廿一號為止，一共

長達六天，十五號這天就是逾越節。快過節之前，家家戶戶

忙著大清掃，他們會用掃帚和刷子把房子打掃乾淨，並且要

把屋子裏的酵都清乾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儀式。當然，他

們總會留下一點點酵，讓孩子們可以找到。因為這是他們的

傳統習俗。除酵節快到了。 

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纔能殺害耶穌。是因他們懼怕百

姓。這時，撒但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門

徒裡的一個。他去和祭司長並守殿官商量，怎麼可以把耶穌

交給他們。他們歡喜，就約定給他銀子。他應允了，就找機

會要趁眾人不在跟前的時候，把耶穌交給他們。(路加福音

22:2–6) 

他們想趁著群眾不在的時候捉拿耶穌。因為我們上次講到很

多人每天到聖殿去聽耶穌講道，很多人把他當作先知。盡管

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要害耶穌，但是他們現在動手，因為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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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那些被耶穌講道所吸引的人群。所以，當猶大到他們面

前的時候，他們非常高興，因為可以有機會不在人群面前捉

拿耶穌，在大家還沒了解到發生了什麼事之前，先下手為

強。毫無疑問的猶大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物。我們對他的了

解並不太多。在約翰福音裏我們看到他是管錢的司庫。約翰

說他經常中飽私囊，把公款放進自己的口袋裏。這是因為撒

但入了猶大的心。彼得稱他是沉淪之子。耶穌這樣談論他， 

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馬可福音

14:21) 

一個悲劇的人生。一個利欲薰心的人。關於猶大出賣耶穌的

動機，人們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說，他只是想強迫耶

穌建立祂的國度。他覺得因為他出賣耶穌，把耶穌交給猶太

人，就會逼耶穌不再等下去，而會顯出祂的真實身份，建立

祂的國度。可是後來耶穌並沒有為自己辯護，而是順服了死

亡，猶大的計畫造成了反效果，那時候，他懊悔地帶著錢回

到祭司那裡，把錢丟在他們腳前。有誰能知道別人真正的動

機呢？這些只是人的推測，他們也許是想為加略人猶大的作

為找藉口。我個人認為他所作的是無法饒恕的。他選擇用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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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嘴的方式來出賣耶穌，這是不可原諒的。 

我們看第七節，除酵節，預備逾越節的日子到了。 

除酵節，須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馬可福音 22:7) 

逾越節是在安息日，這一天，他們不可以作任何事；這個節

日他們必須宰逾越節的羔羊。所有廚房裏，烘、烤、煮，等

等該準備的工作都得在太陽下山以前完成。你們要記得猶太

人的一天是從傍晚六點鐘開始的。所以，為逾越節作的一切

準備，都得在傍晚六點以前完成。對他們來說，逾越節是從

傍晚六點開始，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六點。但是在第二天結

束前，耶穌已經被釘死了，也就是說，耶穌是在逾越節當天

被害的，祂在前一天的傍晚六點還跟祂的門徒們一起慶祝這

個節日。可是在逾越節當天，卻被釘死了。這個意義是非常

重大的，你記得嗎？逾越節這個節日是為了提醒他們，上帝

如何把他們從埃及的苦難裏拯救出來，他們也按著上帝的吩

咐，宰殺羔羊，將羔羊的血塗在房屋的門框和門楣上 

。所以在晚上，上帝巡行埃及的時候，要是祂看到他們房屋

門框上的血，就越過他們。越過那些房屋；這就是逾越節這

個名稱的由來。他越過了那些房屋，使他們頭生的孩子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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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獻的羔羊能夠存活。那代表有一天，神的羔羊將會除去

世人的罪。為我們犧牲的羔羊，藉著他的死，他的犧牲，使

我們不至於死亡。因此，猶太人所慶祝的逾越節既是回顧過

去，又是展望將來。節日的意義在耶穌身上應驗了。保羅在

寫給歌羅西人的書信裏，提到關於安息日，節期，月朔的時

候，當然逾越節跟月朔有關，保羅對他們說，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歌羅西書 2:17) 

他們都迫切期待著這些應許能早日在耶穌基督身上應驗。所

以就在逾越節當天藉著耶穌基督的死得到了應驗，上帝的羔

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被殺了。50天以後，五旬節當聖靈降臨

在教會，三千人歸了主，他們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事工初熟

的果子。五旬節是慶祝初熟的土產的節日，他們把初熟的土

產獻給神。既然，頭兩個重要的節日都在新約的教會中得到

應驗，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上帝在舊約頒布的第三個節日，

吹角節，也必定會在教會中得到應驗，吹角節是回顧上帝把

他們祖先從曠野的苦難中拯救出來，並且把他們帶到那應許

之地。如今教會還在等待著這個節日的應驗。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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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

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4:16–17) 

除酵節，須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路加福音 22:7) 

耶穌打發彼得，約翰，說，“你們去為我們預備逾越節的筵

席，好叫我們喫。” 他們問他說，“要我們在那裡預

備。” 耶穌說，你們進了城，必有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

來。你們就跟著他，到他所進的房子裡去。對那家的主人

說，夫子說，客房在那裡，我與門徒好在那裡喫逾越節的筵

席。 

他們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們就預備了逾越

節的筵席。時候到了，耶穌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穌對

他們說，“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喫這逾越節的筵

席。我告訴你們，我不再喫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

裡。”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

分著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

神的國來到。”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

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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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記念我。”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

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加福音 22:7–20) 

這裡耶穌為祂的門徒們設立了聖餐的制度，祂也為傳統的猶

太逾越節筵席賦予了真正的含義。因為他們的筵席其實是有

屬靈意義的，桌上的三塊餅，用小口袋裝著。中間的那塊是

破碎，被撕開的。耶穌把餅擘開，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歌林多前書 11:24) 

飯後，他們總是要喝一杯飯後酒。當他們喝這杯飯後酒的時

候，耶穌說，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除你們的罪流出來的。(馬

太福音 26:28) 

當我們深入研究了猶太人傳統的逾越節，和他們今天的慶祝

方式，實在是開啟了我們基督徒屬靈的眼睛，而且也具有深

長的意義，因為你可以從他們慶祝的每一個儀式或是他們吃

的每一個東西，所代表的意義，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那就是

預表耶穌基督，那就是福音。他們的心應該早就預備好接受

耶穌基督了。因為耶穌基督就是整個逾越節的中心點，逾越

節就是預表基督。對他們來說，逾越節是紀念當年上帝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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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他們出埃及。當孩子問，“為什麼今天晚上跟別的夜晚

不同呢？”作父親的就開始告訴他們，上帝如何把他們的祖

先從埃及為奴之地拯救出來的故事，桌上不同的食物，代表

著埃及的轄制以及上帝的拯救。現在，耶穌使這個節日所代

表的意義，完全應驗了。這個餅代表耶穌為我們破碎的身

體，杯則代表他為我們的罪而流的血。 

看哪，那賣我之人的手，與我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去世。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路加

福音 22:21–22) 

聖經告訴我們，耶穌知道是誰要出賣祂。祂在這裡只是給那

個人一個嚴重的警告，如果猶大願意，他仍然有機會反悔。 

他們就彼此對問，是那一個要作這事。 

 

門徒起了爭論，他們中間那一個可算為大。(路加福音

22:23–24) 

實在悲哀！這個時候耶穌已經知道祂不久將要上十字架上受

難，所以祂說，“我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喫這逾越節的

筵席。這餅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這杯是我的血，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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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罪而流的。這將是上帝的新約。”祂現在真的面對那

即將來臨的苦難和所要揹負的十字架。可是門徒們卻在那裏

爭論將來耶穌建立國度的時候，他們當中那一個可算為大。 

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那掌權管他們的稱為

恩主。(路加福音 22:25) 

新約中的‘外邦人’這詞相當於異教徒。 

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那掌權管他們的稱為

恩主。(路加福音 22:25) 

情況並沒有改變。政府總認為他們是我們的恩人。他們拿走

了一百份，只還給你一份，還說是你的恩人。 

但，他說， 

但你們不可這樣。你們裡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

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

呢。不是坐席的大麼。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

(路加福音 22:26–27) 

耶穌教導門徒們說誰想“為大”唯一的辦法就是服事他人。

耶穌說， 

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路加福音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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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個地方，他也說過， 

僕人不能大於主人。(約翰福音 13:16) 

太多的牧師對服事的觀念錯誤了。他們看不到在事工裏服

事，作神的僕人的這一面。他們甚至到了一個地步，指望人

們因為他們牧師的身份而來服事他們，為他們作事。但事實

上，身為牧師，他的態度應該是，我是僕人，是佣人，是大

家的僕人。外邦人喜愛權力。他們喜歡統治、管理、操縱別

的人。但是耶穌說，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要學做佣人。(馬可福音

10:43) 

他又對他們說， 

我在磨煉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們。我將國賜給你們，

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你們在我國裡，坐在我的席上喫

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路加福音

22:28–30) 

這番話，祂是對著十二個使徒說的，當然這不包括加略人猶

大。盡管教會以抽籤的方式選了馬提亞當使徒，其實我想保

羅才是真正被神任命取代猶大地位的使徒。馬提亞是被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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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的，然而保羅才是神所選的第十二位使徒。主說，這是

我所預期榮耀的事。要 

叫你們在我國裡，坐在我的席上喫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

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

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

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加福音 22:30–32) 

這是彼得特殊的一點。傳說彼得體格很高大。他很衝動，很

討人喜歡，是個強壯可愛的人。但是也因為他的衝動，常常

惹麻煩，他經常一想到什麼就脫口而出，也不管是對是錯。

有時候說對了，就很好，可是有時候說錯了，也錯得很厲

害。耶穌對他說， 

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

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路加福

音 22:31–32) 

我認為耶穌的祈求得到了應允。我認為彼得的問題不在於有

沒有信心，但是作為一個見證人他是失敗了。他否認了他的

主，但是他從來沒有失去信心。他一直都是信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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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彼得說，“主阿，我就是同你下監，同你受死，也是甘

心。”(路加福音 22:32–33) 

是的，彼得，我們知道。 

耶穌說，“彼得，我告訴你，今日雞還沒有叫，你要三次說

不認得我。”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

候…”(路加福音 22:34–35) 

這裡指的是祂派他們兩個，兩個一組出去的時候。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

口袋，沒有鞋，你們缺少甚麼沒有?”他們說，“沒有。”

耶穌說，“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著，有口袋的也可以帶

著。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我告訴你們，經上寫著說，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關係

我的事，必然成就。(路加福音 22:35–37) 

耶穌說，“我從前差派你們出去的時候，我供給你們的需

要。但是現在你們很快又要出發了。這次，我不會在你們身

邊。情況不同了，會比較艱難。從前，人們接納你們。可是

現在你們會被拒絕，被關進監牢，被抓到會堂去。你們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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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逼迫。一切都會變得很艱難。” 

他們說，“主阿，請看，這裡有兩把刀。”耶穌說，“夠

了。”(路加福音 22:38) 

換句話說，“你們現在還不能真正明白，但是以後你們會明

白的。”耶穌不是要他們用刀劍和世人相爭，祂是在暗示當

祂離開他們之後，他們的傳道事工會遇到困難。 

37節，他說， 

那關係我的事，必然成就。(路加福音 22:37) 

耶穌對預言是絕對的有信心，祂宣稱， 

都必須應驗。(路加福音 24:44) 

你也可以同樣對預言有絕對的信心。你相信他一定會應驗。

很多時候，我們猜預言會用甚麼樣的方式應驗的時候，其實

我們就犯了很大的錯誤。由於人們對預言錯誤的猜測曾經造

成很大的傷害。猜測敵基督是誰，這是很危險，也沒有用。

我們知道敵基督會出現。但是我們不知道他是誰。我們知道

猶太人會重建他們的聖殿。但是我們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

也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建造。但是我們知道經上的話必然成

就。耶穌有那樣的信心。以賽亞書 53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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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以賽亞書 53:12) 

他說，這話必須應驗。 

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隨他。到了那地方，

就對他們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路加福音:39–

40) 

這是很好的禱告!主啊，幫助我，免得我入了迷惑。 

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說，

“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

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

的力量。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

在地上。禱告完了，就起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因為憂愁

都睡著了。就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睡覺呢。起來禱告，

免得入了迷惑。”(路加福音 22:41–46) 

耶穌的禱告意義非常重大，因為這是關乎人類的救贖。“你

若願意”，願意什麼?“除了十字架以外，如果人們可以藉

著別的方式得救，就把這杯撤去。”這是他禱告的意思。今

天，十字架讓很多人不高興的原因，是他們說，基督教太狹

窄了。“條條道路通向神。不管你信什麼，重要的是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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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信仰。”可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宣告，只有十字架才是通

向神的唯一道路。要是因為一個人對信仰很虔誠就可以得救

的話，那麼十字架就沒有必要了。如果人們可以藉著守律法

而得救，十字架就不需要了。 

如果人們可以藉著行善而得救，那麼十字架也就沒有必要

了。十字架宣告，如果我們想要親近神，使我們的罪得赦

免，只有一條路，就是藉著耶穌基督的死，十字架宣告的是

一條窄路。因此十字架使很多人覺得被冒犯了。聖經說，十

字架對猶太人來說是為絆腳石，對希利尼（希臘）人來說是

愚拙，但是在那蒙召的，是神的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耶穌就在為十字架祈求，祂實在是在求父神，如果可以，請

用別的方式。但是當耶穌上了十字架以後，我們知道不可能

有其它的方式了。唯有十字架的道路才能使人們得救。 

說話之間來了許多人，那十二個門徒裡名叫猶大的，走在前

頭，就近耶穌，要與他親嘴。耶穌對他說，“猶大，你用親

嘴的暗號賣人子麼。”左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主

阿，我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路加福音 22:47–49) 

這時候門徒們剛剛醒來。看見一群人圍著他們，準備捉拿耶



15 of 20 

路加福音第 22章 

穌。門徒們很慌亂的對主說， 

主阿，我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路加福音 22:49) 

你記得嗎？耶穌不是剛剛才說過， 

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路加福音 22:36) 

內中有一個人… 

我們從另一本福音書就知道這個人是誰。當然大家都猜得

到，他就是彼得， 

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

耳。(路加福音 22:50) 

他該很慶幸因為這時候的彼得還睡眼惺松的，否則很可能把

他砍成兩段呢。 

耶穌說，“到了這個地步，由他們罷。”就摸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耶穌對那些來拿他的祭司長，和守殿官，並長

老，說，“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我天

天同你們在殿裡，你們不下手拿我。現在卻是你們的時候，

黑暗掌權了。”(路加福音 22:51–53) 

黑暗掌權，這是人類歷史上多麼可怕的時刻! 

他們拿住耶穌，把他帶到大祭司的宅裡．彼得遠遠的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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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院子裡生了火，一同坐著。彼得也坐在他們中間。有

一個使女，看見彼得坐在火光裡，就定睛看他，說，“這個

人素來也是同那人一夥的。”彼得卻不承認，說，“女子，

我不認得他。”過了不多的時候，又有一個人看見他，說，

“你也是他們一黨的。”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是。約過

了一小時，又有一個人極力的說，他實在是同那人一夥的。

因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曉得你說

的是甚麼。”正說話之間，雞就叫了。主轉過身來，看彼

得。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今日雞叫以先，你要三次

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路加福音 22:54–62) 

“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監，同你受死，也甘心。” 

不要以為彼得言不由衷。我相信他絕對是發自內心說這句話

的，他願意為耶穌下監，受死。當我們向神許願的時候，也

一定是同樣的誠懇。可是，很多時候，到了最後關頭，我們

會發現自己跟彼得一樣，連一些很小的事都會否認。首先，

我們要注意到，彼得在應該禱告的時候卻睡著了。我想那是

他失敗的原因之一。我們時常軟弱的情願睡覺而不願意禱

告。再一個就是，他只是遠遠地跟著主。這又是個危險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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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當一個靠邊站的基督徒，並且還遠遠地跟著主，沒有深

入的全人投入，“沒錯，我覺得做禮拜是很好的事，大家都

應該去做禮拜。”接著，他又到敵人的火堆旁烤火；那更是

一件危險的事。當然結果就是不認主。 

耶穌是怎麼看彼得的呢?我認為他的眼神不會說，“彼得，

你怎麼可以不認我?”也不是說，“我早跟你說過了。”今

天早上，有人因為坐在交誼廳，看得比較清楚，他們看到我

頭上有一點傷。他們說，“告訴你妻子，對你要溫柔些。”

我說，“你們相不相信這是我不小心碰到廚房櫃門的結

果?”我在廚房，把櫃子上面的門打開，忘了關上，一不小

心就碰到了頭。所以我的皮肉都沾在櫃門上了。我親愛的妻

子看到我的頭，說，“我早就告訴你要關好櫃門!”那是我

從我太太那裏得到的同情。我認為耶穌看彼得的那一眼是在

說，“彼得，我理解，我能理解。我還是愛你，彼得。”我

想是愛憐的眼神，可能是彼得在人的眼睛裏看到過最深的

愛。耶穌的體諒。“沒關係，彼得。我能理解。”那才最傷

彼得的心的事。聖經說， 

你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嗎。(羅馬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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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要是一個人嚴厲責備你，你就會極力的為自己辯

護，死不認錯，要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可是當一個人走過

來，把他的胳膊搭在你的肩膀上，說，“啊，我能了解，我

為你禱告。我愛你，弟兄。”嗨，那就把你你的戒備解除

了。你就不會對他設防。因為他的話把你給溶化了。我想耶

穌看彼得的時候，就是這種心情。“彼得，我愛你，我能理

解，彼得，沒有關係。” 

他就出去痛哭。(路加福音 22:62) 

失敗!“神啊，我永遠都失敗嗎?”“不是的，彼得，你不會

永遠失敗。因為幾天以後，你會接受能力，使你能成為神要

你做的見證人。”以後在 24章我們會看到。 

看守耶穌的人戲弄他，打他，又蒙著他的眼…(路加福音

22:63–64) 

這是非常殘酷的手段!因為人體的構造是很奇妙的，當我們

看到揮過來的拳頭，身體會自然的作出反應，緩衝拳頭的力

量。人體的協調性和反射能力是不可思議的。你看在橄欖球

賽裏，那些體重 300磅的後衛朝著前鋒衝過來，把他撞在地

上，後來又有一個人壓在他上面。但是他馬上跳起來，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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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應戰。要是他看不見，就會受傷，也沒辦法馬上翻滾，放

鬆；這樣他就容易受傷。你從桌子上跳下來，並不會受傷，

因為你心裏有準備，身體作了調整，彎著膝蓋，當你著地的

時候有了緩衝力。你走路的時候，要是你沒有注意路的邊

緣，你可能會摔斷了腿。只是那六英吋高的路緣，就能把你

的踝子骨折斷，那是因為你的身體沒有協調好。 

揮拳也是一樣的。如果你的眼睛被蒙上了，你看不到別人揮

過來的拳頭，你就動彈不得，你沒辦法馬上退後躲避。拳頭

會重重地落在你身上，使你受傷。 

他們蒙上耶穌的眼睛。然後開始打他。他的臉開始變形，腫

起來。他的眼睛也因為被重重的繫打而變黑了。 

以賽亞告訴我們， 

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以賽亞書

52:14) 

你都辨認不出他是個人。 

他說，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以賽亞書 53:3) 

連看他一眼都會讓人驚嚇。我們不忍心看他。你就嚇得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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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轉過臉去。太恐怖了，你不敢看，因為你嚇到了。 

又蒙著他的眼問他說，你是先知，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

他們還用許多別的話辱罵他。(路加福音 22:64–65) 

他說，”現在卻是你們的時候，黑暗掌權了，我們看到人最

惡劣的一面。” 

天一亮，民間的眾長老連祭司長帶文士都聚會。把耶穌帶到

他們的公會裡，說，“你若是基督，就告訴我們。”(路加

福音 2:66–67) 

他們在天亮前聚集是不合法的。於是他們把祂關起來。天一

亮，他們就聚集，說， 

你若是基督，就告訴我們。(路加福音 22:67) 

耶穌說，我若告訴你們，你們也不信。我若問你們，你們也

不回答。從今以後，人子要坐在神權能的右邊。他們都說，

這樣，你是神的兒子麼。耶穌說，你們所說的是。他們說，

何必再用見證呢。他親口所說的，我們都親自聽見了。(路

加福音 22:6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