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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十四 1~42門訓和禱告門訓和禱告

過兩天是逾越節、又是除酵節…
逾越節是為了記念以色列人，當時從埃及能夠出來，

就是摩西帶領他們、除去他們在埃及作奴隸的日子。

那個時候是因為經過了十災，

最後一災是法老王的長子、

以及埃及人的頭生的長子，因為埃及人住家的門楣上、

都沒有羊羔的血塗抹 因此滅命天使進 他們的家中都沒有羊羔的血塗抹，因此滅命天使進入他們的家中，

擊殺他們的長子以及頭生的牲畜。

而以色列的頭生長子，都沒有被擊殺，而以色列的頭生長子，都沒有被擊殺，

因為他們在門楣上都有塗上羊羔的血。

經過這 災 法老王才害怕經過這一災，法老王才害怕，

才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地。

所以以色列後來每一年的時候，所以以色列後來每 年的時候，

他們都要記念這個節日，就叫作逾越節。

逾越節是在什麼時候記念呢？就是尼散月十四號的晚上，

也就是陽曆三月底 四月初也就是陽曆三月底、四月初，

在晚上日落、六點鐘開始，

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六點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六點，

這樣一天就是逾越節，

那時候大家就要吃逾越節的晚餐。那時候大家就要吃逾越節的晚餐。

第二天開始，逾越節以後連著七天，他們要要吃無酵餅，

這七天就叫作除酵節。這七天就叫作除酵節。

逾越節加上除酵節、一共有八天的節期，

在猶太人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慶。在猶太人是 個很重要的節慶

猶太人一年當中有三大節日，他們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過節，

一個就是逾越節、一個是住棚節、還有一個收割節。個就是逾越節、 個是住棚節、還有 個收割節。

逾越節回去的人數非常多，平常耶路撒冷百姓大概有五萬人

到逾越節的時候，各地的猶太人盡量的回去了，到逾越節的時候 各地的猶太人盡量的回去了

那個時候耶路撒冷的百姓可以達到二十五萬人

這個時候祭司長跟文士就想法、用詭計要捉拿耶穌，

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的在白天抓耶穌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的在白天抓耶穌，

因為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亂 –
百姓都喜歡聽耶穌講話、是站在耶穌這一邊的百姓都喜歡聽耶穌講話、是站在耶穌這一邊的

逾越節在耶路撒冷城可能有二十五萬人，

如果他們隨便去抓耶穌，百姓一定會起來反對，如果他們隨便去抓耶穌，百姓 定會起來反對，

那這樣耶路撒冷就會生亂了，

羅馬兵就會來收拾，這個就不好了羅馬兵就會來收拾 這個就不好了

所以他們就要想法子來捉拿耶穌。

耶穌在伯大尼一個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坐席，耶穌在伯大尼 個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坐席

一個女人用三十多兩銀子 – 差不多一年的工資

買來的真哪噠香膏、從印度來的香膏，非常珍貴的，買來的真哪噠香膏 印度來的香膏 非常珍貴的

就澆到耶穌的頭上，引來了耶穌門徒的不滿，

這裏講：有人就發牢騷，

有人，是在馬太福音那裏可以看到指的是門徒



耶穌卻說：要記念這個女人所做的。

我們在這裏看到的就是在最後的我們在這裏看到的就是在最後的

逾越節、除酵節開始以前，

這個時候有女人她做全所有的奉獻、這個時候有女人她做全所有的奉獻、

捨己的奉獻、對耶穌是最高的敬拜；

而宗教領袖卻設法要殺耶穌，這是這麼強烈的對比。而宗教領袖卻設法要殺耶穌，這是這麼強烈的對比

十四10~11 耶穌自己的門徒其中有一個猶大，

為了貪財，就想把耶穌交給宗教領袖；

但是耶穌卻在這個時候也準備要過逾越節。

十四12~26 馬可記載耶穌怎麼樣

來跟門徒吃最後的晚餐，

也可以看到耶穌完全是出自於

祂的安排、祂的掌控，

也是在祂的預知之下來進行這一切的事情。

除酵節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節羊羔的那一天，門徒對耶穌說：

「逾越節的筵席 要我們往哪裡去預備呢？「逾越節的筵席，要我們往哪裡去預備呢？」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路加福音廿二 兩個門徒是彼得跟約翰，

叫他們進城去，必有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來，叫他們進城去，必有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來，

這一個「人」在原文是「男人」，

通常巴勒斯坦地拿水的大部分是女子。通常巴勒斯坦地拿水的大部分是女子

耶穌可能跟這個男人已經早就說過的，

祂要來這個地方過逾越節的祂要來這個地方過逾越節的

或者耶穌祂有預知的能力、預言的能力，

祂知道有個男人拿了水

祂就叫這兩個門徒去，進耶路撒冷城，

就跟著他、然後到那家去，你就對那一家的主人說：

「夫子說：客房在哪裡，

我們與門徒好在那裡吃逾越節的筵席。」

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你們就在那裡為我們預備。

這裏的主人是誰呢？如果說馬可福音是馬可寫的，

馬可的母親有 個二層樓的樓房馬可的母親有一個二層樓的樓房，

所以這個主人就可能是馬可的爸爸。

很可能耶穌早跟他爸爸說過了，祂會來這裏過逾越節的筵席很可能耶穌早跟他爸爸說過了，祂會來這裏過逾越節的筵席

或者他們都是主耶穌的門徒，他們願意服事祂，

耶穌有預知的能力，所以就告訴門徒會發生這些事情，耶穌有預知的能力，所以就告訴門徒會發生這些事情，

就好像耶穌叫們徒去牽驢子來

他們就到了這個地方，然後就正如耶穌所說的 –他們就到了這個地方，然後就正如耶穌所說的 –
他們就為耶穌預備逾越節的筵席。

在猶太人吃逾越節的筵席吃法跟在猶太人吃逾越節的筵席吃法跟

普通吃晚餐是不一樣的，

他們吃逾越節的筵席是要躺下來吃的他們吃逾越節的筵席是要躺下來吃的

就是說他們是一個正式的筵席，平常坐著吃，

可是在逾越節筵席的時候他們有坐的躺椅、躺下來可是在逾越節筵席的時候他們有坐的躺椅 躺下來

這樣子吃就是一個正式的筵席，吃的時候是晚上六點鐘。

通常有四杯酒，喝完第一杯酒、要吃飯以前，

小兒子問爸爸小兒子問爸爸：

今天晚上為什麼跟平常的晚飯不同啊？

爸爸就要回答：逾越節的由來是怎麼回事。爸爸就要回答：逾越節的由來是怎麼回事。

然後父親就要喝第二杯酒。

第二杯酒完了以後，他們就要擘餅 分餅給大家第二杯酒完了以後，他們就要擘餅、分餅給大家，

這個餅是無酵餅，會蘸著

煮熟的水果、苦菜、綠菜、烤熟的羊羔。煮熟的水果、苦菜、綠菜、烤熟的羊羔。

這個羊必須要在耶路撒冷城由祭司那邊去殺，

那這樣子才是真正的逾越節的筵席的羊羔，那這樣子才是真正的逾越節的筵席的羊羔

是要這樣子吃的才算是合乎規矩。

但是在外地有一些散居在巴勒斯坦地以外的猶太人，但是在外地有 些散居在巴勒斯坦地以外的猶太人

他們回不來的時候，也可以吃蔬菜、水果、苦菜、無酵餅，

不一定要有羊羔，逾越節羊羔要在聖殿裏由祭司來宰殺的。不 定要有羊羔 逾越節羊羔要在聖殿裏由祭司來宰殺的

所以耶穌就是在耶路撒冷城裏面來過逾越節。



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來了，他們坐席正吃的時候，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吃的人要賣我了。 」

十四20 21 門徒中同我蘸手在盤子裡的那個人。十四20~21 門徒中同我蘸手在盤子裡的那個人。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

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 不生在世上倒好 」

所以我們就知道 – 耶穌知道猶大是要賣祂的

但是其他的門徒都不知道，所以他們都很憂愁…是其 的門徒都不 道 所以他們都很憂愁

所以耶穌說：那個人就是會受撒但的誘惑。

約翰福音 那個人就為了貪財、為了三十兩銀子，

一個奴隸的價錢，就把耶穌出賣給祭司長。

這就應驗了：詩四一與我吃飯的朋友，他用腳踢我。

好像詩篇預言到義人的受苦：自己的朋友，

猶大是耶穌親密的朋友、是祂的學生，

可是他卻背叛了主。

然後耶穌就設立了最後的聖餐，

我們說：最後的晚餐、聖餐、也就是主餐

也就是後來世世代代，信徒都來記念、遵守的主餐

在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

祝福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

「你們拿著吃 這是我的身體「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 」

耶穌祂吃餅的時候，祂先祝福，

已經是喝過第二杯了 才有這個擘餅已經是喝過第二杯了、才有這個擘餅。

祂就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 」

因為這 句話就有不同的神學上的解釋因為這一句話就有不同的神學上的解釋…
1. 天主教：耶穌說這是我的身體，

當耶穌說了以後，當耶穌說了以後，

這個餅就已經化為

好像同等於耶穌真正的身體了好像同等於耶穌真正的身體了

2. 這「是」我的身體，這個「是」，

只是說耶穌在說了這句話以後只是說耶穌在說了這句話以後，

我們在吃主餐的時候也好，

只是代表 個紀念性的 象徵耶穌的身體只是代表一個紀念性的、象徵耶穌的身體

可是因為耶穌這樣說過了以後，我們在守主餐的時候，

因為有主的聖靈的同在，所以在聖靈當中，因為有主的聖靈的同在，所以在聖靈當中，

我們守這個主餐、耶穌也與我們同在

而不是說這個餅已經變成了主的身體！而不是說這個餅已經變成了主的身體！

3. 這個主餐完全只是紀念性的

不論哪一種說法，主餐事實上是代表耶穌，不論哪一種說法，主餐事實上是代表耶穌，

是記念耶穌為我們捨身，

祂把餅擘開，就是象徵祂以後祂把餅擘開，就是象徵祂以後

在十字架上的身體、為我們捨了的意思。

就是祂的身體為我們分裂、就是祂的身體為我們分裂

為我們擘開，預表祂的死亡

十四23~24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

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 為多人流出來的。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

這個時候他們就再喝，是第三杯的葡萄酒。

耶穌說： 「這是我立約的血。耶穌說： 「這是我立約的血。」

這個約在馬可、馬太福音，都是講是立約，

約就是猶太人在 耶卅一31~35 所預言的，約就是猶太人在 耶卅 31 35 所預言的

將來的時候，神要跟祂的百姓立新約，

然後把律法都刻在他們的心版上然後把律法都刻在他們的心版上

不像摩西那個時候，給百姓律法是刻在石版上

以後他們所盼望的，是要神跟祂的子民立新約，

這個約刻在我們的心版上。

耶穌來了，祂就要把這樣子的預言落實，也就是說：耶穌來了 祂就要把這樣子的預言落實 就是說

祂要藉著祂上十字架、十字架上的工作、

祂的捨身流血，而跟祂的百姓立了新約 –
來落實 耶卅一31~35 的預言。



所以祂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

希 多希伯來文為許多的人-他們願意接受耶穌

成為他們個人生命救主的人 - 所流的血。

實十四25 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

直到我在神的國裡喝新的那日子。

逾越節晚餐有四杯葡萄酒 換句話說：逾越節晚餐有四杯葡萄酒，換句話說：

最後一杯葡萄酒、第四杯，耶穌沒有跟祂門徒一起喝

耶穌說：什麼時候再跟祂的學生一起喝呢？耶穌說：什麼時候再跟祂的學生一起喝呢？

跟祂的百姓，以後在耶穌再來的時候，

在祂所統管的、神的新的國度的當中要跟祂一起喝 –在祂所統管的 神的新的國度的當中要跟祂 起喝

也就是所謂「彌賽亞的筵席」

我們如果是信靠耶穌作我們的救主的，我們如果是信靠耶穌作我們的救主的，

我們將來都要跟我們的主耶穌在一起；

在祂的國裏一起嘗那新的葡萄酒，在祂的國裏 起嘗那新的葡萄酒

就是那個第四杯。

十四26 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麼詩 是詩篇哈利路亞頌第 部分他們唱了什麼詩呢？是詩篇哈利路亞頌第二部分，詩116~118，

喝葡萄酒、喝完了就唱哈利路亞頌的第二個部分。

逾越節的晚餐就完成了 而且逾越節的晚餐不能夠超過半夜逾越節的晚餐就完成了。而且逾越節的晚餐不能夠超過半夜。

耶穌不只預言學生中間有一位猶大會背叛祂，

還說 你們都要跌倒！不僅是因為背叛祂還說：你們都要跌倒！不僅是因為背叛祂，

其他人都有軟弱、都會退後。

十四27 28 因為經上 (亞十三7) 記著說：十四27~28 因為經上 (亞十三7) 記著說：

神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但我復活、得勝以後，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但我復活、得勝以後，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加利利是耶穌第一次呼召祂門徒的地方。

彼得常常是十二個門徒中的首領，他就說：彼得常常是十二個門徒中的首領，他就說：

「眾人雖然跌倒，我總不能！ 」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

今天夜裡雞叫兩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

我們就像門徒一樣，常常以為可以為主大發熱心、不怕困難，

但是真正面臨困難的時候 就會像彼得 像門徒 樣但是真正面臨困難的時候，就會像彼得、像門徒一樣，

我們就軟弱、跌倒。

但是我們的主都知道我們的本相，祂要來但是我們的主都知道我們的本相，祂要來

保守、復興我們、用祂的復活來重建我們。

所以祂現在就預先的對彼得、對門徒說：所以祂現在就預先的對彼得 對門徒說：

「我要在你們以先要往加利利去。 」

當耶穌預言所有的門徒會軟弱、會跌倒以後，當耶穌預言所有的門徒會軟弱、會跌倒以後，

就帶他們就到了客西馬尼園，

這裏是耶穌在上十字架前的這裏是耶穌在上十字架前的

最後的一個爭戰、一個角力、

也是在祂父神面前的一個禱告。是在 神 前的 禱告

客西馬尼園在要過汲淪溪、到橄欖山的那個地方，

原文 Olive press，壓橄欖、把橄欖油壓出來的地方，

那也是他們常常祂帶了門徒在那裏禱告的地方。

祂就叫八個門徒是坐在門口、園外，

祂就帶了三個門徒彼得 雅各 約翰祂就帶了三個門徒彼得、雅各、約翰，

就到園子裏面去，想要禱告，

因為祂知道祂要受難的時刻近了、就驚恐起來。因為祂知道祂要受難的時刻近了、就驚恐起來。

Ekthambeo 希臘文，馬可福音都是用在

「眾人看到耶穌行神蹟了、他們就很驚奇」，眾人看到耶穌行神蹟了 他們就很驚奇」

但是現在卻用在耶穌自己，將來祂要上十字架這個事情，

就表現出祂的人性，就覺得非常得驚嚇、內心有極大的爭戰，就表現出祂的人性 就覺得非常得驚嚇 內心有極大的爭戰

心裡極其得難過。於是就對這三個學生講：

「我心裡非常的憂傷，幾乎要死，

你們在這裡等候警醒為我禱告。 」

這方面、當然耶穌最主要的、是為他們自己禱告，

因為耶穌知道：祂被捕的話，羊就被分散了。

所以他們要為自己禱告，

耶穌自己就往前走，俯伏在地。



耶穌的順服，祂說：「倘若可行，便叫這個時候過去。 」

這個時候就是神審判世人罪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是神審判世人罪的時候

也就是在耶穌身上、要上十字架的時候。

十四36 「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十四36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將這杯撤去

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

因為耶穌知道在神是無所不能，神是全權掌控事情的主，

祂寧可順服神的意思、也不要順服祂自己的意思

這個杯就是「苦杯」 ，祂願意順服去喝這個杯

而且祂叫神「阿爸」，亞蘭文、小小孩叫爸爸就叫「阿爸」 ，

後來我們信主的人都可以叫天上的神是我們的阿爸，

我們跟神有這麼親密的關係、是來自於耶穌的榜樣、關係

後來耶穌回來就看到門徒都睡著了，祂回來三次、禱告三次，

門徒都睡著了 門徒就不能夠警醒 常常我們都是這樣門徒都睡著了，門徒就不能夠警醒。常常我們都是這樣 –
我們心裏願意，可是肉體卻軟弱，就是力不能勝

但是我們的主 為我們守望 是我們的榜樣但是我們的主，為我們守望、是我們的榜樣、

隨時隨地都警醒、祂不睡覺

十四41~42 夠了，時候到了。看哪，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

起來！我們走吧 看哪 那賣我的人近了！起來！我們走吧。看哪，那賣我的人近了！」

耶穌知道什麼時候人家要來抓祂，

而且不是被動的等著人來抓祂，而且不是被動的等著人來抓祂，

祂說：時候到了，這個時候就是祂被捕的時候

耶穌掌握自己的命運 – 從最後的晚餐、到園裏禱告耶穌掌握自己的命運 從最後的晚餐、到園裏禱告

順服神的意思、被補，一切都在祂的掌控之中，

祂就跟門徒說：時候到了，起來、我們走吧。祂就跟門徒說 時候到了 起來 我們走吧

祂就自己走向這些要來抓祂的人的面前

祂說：人子要賣在罪人的手裏了，誰是罪人呢？

對猶太人來講，外邦人就是罪人，因為他們是不認識神的人

對於我們今天、在耶穌來了以後，所有不認識耶穌、不接受

耶穌為他生命之主的人，都是罪人

那些大祭司、文士、長老、羅馬人、

不接受祂的猶太人，都是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