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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如何在一連串似乎是陰謀，

也是在祂自己的預備當中 ─耶穌走上了十字架；

十字架不是一個悲劇的結尾，卻是一個得勝的開始。

二二1-3 除酵節，又名逾越節，近了。

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才能殺害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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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陰謀就是不要在眾百姓面前捉拿耶穌，

因為百姓都很支持耶穌。

二二7 除酵節，須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耶穌也在預備自己要成為被殺的逾越節的羊羔…

‧最後晚餐‧客西馬尼園禱告 ‧捉拿耶穌 ‧被釘十字架 ‧耶穌復活

耶穌叮囑門徒安排了逾越節的筵席，

就是最後的晚餐、設立聖餐的開始 ─

耶穌基督自己似乎是一個立約的筵席，

祝謝了、拿著餅跟杯，說：

「以後每逢吃的時候，就是記念主，直到主來。」

在吃，人的本能、每一天要進行的事情當中，

因為記念耶穌，產生了不同的意義…

罪如何入了世界？是因吃而來！

創世記亞當、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以後要耕種自己所鋤的地，才能從地裡得吃糊口，

是因為吃 ─ 人的本能、人的需求，而吃了罪惡

耶穌基督完成了救贖，也讓人在吃喝的當中，

在記念主當中，不再是吃喝自己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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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提醒 ─ 你們當中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人子要去世了…

門徒們所注意的、跟耶穌所注意的，完全是兩個焦點。

耶穌提醒、教導他們 ─

在人的國度當中，是要為首為大

在上帝的國度當中卻是不一樣的，

就像耶穌自己的榜樣 ─

成為一個服事人的、

成為一個卑微的；

同樣的，門徒也是如此

二二24 門徒起了爭論，他們中間那一個可算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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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預言了彼得要不認主 ─ 提到耶穌如何為彼得禱告…

二二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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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子被篩，才能把核跟糠皮分開來、研磨成麵粉，

撒但挑戰我們 ─ 把我們從神的國中剪除

上帝的意思卻是好的 ─ 使用撒但試煉挑戰，

讓我們生命當中的雜質被除淨了

所以就算在試煉當中，我們也不必怕，

上帝使我們生命被撒但篩的過程、將生命的雜質揚淨

耶穌替我們這群正在受試煉的人禱告

二二33 彼得說：「我就是同你下監，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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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繼續對門徒有教導，

跟第九章差派門徒的教導有點不一樣…

九3-4 行路的時候，不要帶柺杖和口袋，

不要帶食物和銀子，也不要帶兩件褂子。

無論進那一家，

就住在那裡，也從那裡起行。

提醒門徒 ─

所要面對的試煉逼迫，要做好預備。

二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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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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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帶了門徒去，跟門徒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然後耶穌自己去禱告…

禱告需要把我們的意思告訴天父

禱告中也需要有一個聆聽的耳 ─ 聽天父的意思，

讓我們可以在天父的意思面前放下自己的意思

「禱告是一種轉變生命的友誼」，

是跟聽禱告的天父之間的友誼，足以改變、轉變生命；

主耶穌自己就是這麼禱告的…

二二42 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當耶穌面對十字架的時候，祂是人子，

祂會體會到十字架的痛苦、艱辛、羞辱…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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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43-44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

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

耶穌需要從天父那邊領受能力，

才能夠去面對十字架的酷刑

二二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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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

門徒沒有辦法體會耶穌的心腸

主耶穌能夠體會天父的意思，

祂放下自己的意思、

願意按照天父的旨意來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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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福音書對主耶穌 ─ 進耶路撒冷、面對十字架，

如何受審、受死、埋葬、復活的經文，

比較起耶穌生平的事蹟，只不過是八天，

每一卷福音書記載都非常的詳盡、非常的長。

林前二2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主耶穌的降生、一生的服事，就是為著這一刻 ─

走上十字架，完成為人類的救贖

完成上帝在創世以來，計畫好的救贖的恩典典

耶穌藉著禱告能夠勝過 ─

內在的懼怕、苦難在前面的壓制，

真正迎接前面十字架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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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許多人到了客西馬尼園來捉拿耶穌，

猶大用親嘴的暗號把耶穌給出賣了；

緊接著記錄彼得三次不認主…
彼得到底所在乎的是什麼？

猶大賣主真的是為著三十塊嗎？

祭司長、文士的陰謀 ─

當耶穌不再是榮美、有智慧、有權柄的教師的時刻，

群眾棄絕耶穌，他們說 ─釘祂十字架！

主耶穌在聖殿裡教導人的時候，

是非常有權柄、有能力，人想擁戴祂作王

當在客西馬尼園、黑夜當中被捉拿，

再現身人群的時候，變成罪犯、被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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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彼得不認主，

彼得要跟隨的是一個帶給他希望…猶太人的王，

可以坐你左邊、坐你右邊，能夠與你一起得國

耶穌成為一個囚犯、被捉拿、被鞭打、受審訊，

彼得不認主，包含了多麼複雜的情節 ─

耶穌並不是他平常所跟隨的那一位耶穌

彼得的膽怯不見得是貪生怕死…
可是當他所認為的理想的王、

當他的期望破滅的時候，

他不認耶穌是不認在這裡。

在這個當下耶穌的形像，

跟平常在眾百姓面前被愛戴、被擁護的形像，

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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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約而同的，

猶太人的公會控告耶穌

彼拉多跟希律都說 ─

耶穌是沒有罪的，查不出祂有什麼罪來！

耶穌分別在三個場景受審─

猶太人的公會，由祭司長、文士、猶太人的長老組成，

只是一個猶太人的民間組織，沒有權柄殺人，

所以他們從開始就想要把耶穌交到羅馬巡撫手下，

他們要把耶穌釘十字架。後來耶穌被送到羅馬人面前…
彼拉多 ─ 羅馬人的巡撫

分封王希律 ─ 耶穌是加利利人利人，，

希律是分封在北方加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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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在寫作當中要幫助我們看見 ─

主耶穌基督是沒有罪的、祂卻代替我們。

後來的使徒行傳當中使徒們受審，

也是分別被猶太公會、羅馬巡撫、分封王希律，

在受審中是無罪開釋、是無辜的。

主後第一世紀只有政治犯、江洋大盜…才會被釘十字架，

如果耶穌釘十字架的罪名成立…
主後第一世紀基督徒就不可能存立

教會就不可能在羅馬政府下繼續傳福音

路加福音在寫作對外邦信徒而言 ─

耶穌基督上十字架不是因為祂是政治犯、叛亂犯

乃是耶穌基督是上帝所設立的救主、帶來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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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20-21 彼拉多願意釋放耶穌，就又勸解他們。

無奈他們喊著說：「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

二三18 眾人卻一齊喊著說：

「除掉這個人！釋放巴拉巴給我們！」

他們不要耶穌、棄絕耶穌，

要在城裡面作亂殺人、下在監裡的巴拉巴。

路加寫作用了很多的篇幅，鋪排耶穌基督受審的場景，

每一個場景都突顯是猶太人的公會想要殺耶穌！

彼拉多說 ─ 我查不出這人有什麼罪來，

才把責任推給希律

希律也是說 ─ 查不出有什麼罪來，又送回到彼拉多彼拉多

彼拉多是非常想只要責打耶穌、把祂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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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其實經過民主投票 ─

他們的聲音多、聲音大、就得勝了！

民主絕對不是許多社會困境的出路，

只有上帝作主才是困境的出路。

彼拉多多少次講 ─ 我查不出祂有什麼罪來…
是因為當時想要追隨耶穌的眾人門徒，

他們高聲說 ─ 釘祂十字架，他們不要這種彌賽亞！

今天猶太人還在等候他們的彌賽亞。

二三27-28 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內中有好些婦女；

婦女們為他號咷痛哭。

耶穌轉身對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我哭，，

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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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釘十架的耶穌都是嘲笑祂的人，有三個人例外 ─

與耶穌同釘十字架的有一個強盜，

跟耶穌說：「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

耶穌回應：「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看守耶穌的百夫長，看見耶穌死的景象，

就歸榮耀與神說：「這真是個義人。」

還有一個叫作約瑟，是個議士，

善良、公義、是素常盼望神國的人，

他求了耶穌的身體，

把耶穌埋放在自己的新墳裡面

等候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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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1 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

往以馬忤斯的路上，有兩個耶穌的門徒，

一路走、一路談論耶穌過世的事情，

耶穌顯現與他們同行，竟然他們沒有認出來…

二四25-31 耶穌對他們說：

「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

現在教會守主日，七日的第一日，記念耶穌的復活復活。。

婦女姐妹們首先進入墓園去尋找耶穌，

她們是第一批耶穌復活的見證人，然後回去告訴告訴門徒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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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的門徒當中，耶穌又向他們顯現 ─ 與他們擘餅，

把摩西律法、先知的書、詩篇當中所記，

凡指著耶穌的話都必須應驗，解釋給這群門徒聽。

二四49 耶穌說：「你們要在城裡等候，

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路加福音的結尾，就是使徒行傳的開始…
門徒充滿了歡喜快樂，

在耶路撒冷、在殿裡稱頌上帝。

耶穌基督榮耀的復活，

經歷過十字架死亡的陰霾、成全了救贖，

成為你我生命當中救贖的盼望。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親愛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你在我們生命當中所成就的救贖，

真的是我們耳朵沒有聽見過、

眼睛沒有看見過、連人心都沒有想到過的。

我們今天活在這個救贖的宏恩當中，

滿有能力、滿有權柄、滿有屬天的喜樂和愛，

我們繼續向這個世代來見證你的榮美；

讓你復活的生命使我們成為 ─

這世代的鹽、成為這世代的光，

繼續見證那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要成為這個世代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