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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43 說話之間，忽然那十二個門徒裡的猶大來了，

並有許多人帶著刀棒，從祭司長
和文士並長老那裡與他同來。
祭司長、文士、長老，
祭司長
文
長老
這三種人組成猶太公會的成員，
 猶太的公會是猶太人的法律上最高的機構，
它能夠來管理猶太人自己關於宗教的解釋，
還有生活上的一些訴訟的爭端…問題的處理
 但是沒有生殺的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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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47 旁邊站著的人，有一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

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
約十八10 西門•彼得帶著一把刀，就拔出來，
將大祭司的僕
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了
削掉 的 耳
那僕人名叫馬勒古。
彼得可能以為這些人要來抓他老師了，
現在正好是反抗的時候，
他的老師可能要開始帶領他們抵抗，
並且要把羅馬人也推翻，他就反抗，
可是耶穌說「你要做什麼呢？ 」
路廿二51b 耶穌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十四48~49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嗎？
我天天教訓人，同你們在殿裡，你們並沒有拿我。
但這事成就 為要應驗
但這事成就，為要應驗經上的話。」
的話 」
詩四一9 連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我。

所以公會的人因為猶大的背叛 –
猶大知道他的老師
帶著學生常常在哪裏禱告，
他就帶了他們的一夥人、就來抓耶穌。

這個時候，門徒看到耶穌不反抗，
還讓他們抓，為了要應驗經上的話…
詩四一9 連我知己的朋友，
我所倚靠 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我。
我所倚靠、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我。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吧！
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

詩廿二7~8

賽五十6 人打我的背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頰的鬍鬚，
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頰的鬍鬚

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並不掩面。
賽五三7~8 他被欺壓
賽五三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
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

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
誰想他受鞭打 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門徒都逃了，就應驗了耶穌在最後晚餐以後對他們講的話：
「神要擊打僕人 羊就又分散
「神要擊打僕人，羊就又分散」。
一個有趣的畫面，一個少年人，
赤身披著一塊麻布跟隨耶穌，眾人就
捉拿他，他卻丟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這裏沒有講少年人是誰，很可能是馬可，
因為耶穌在他們家，在他們家用逾越節的晚餐。
可能耶穌他們走了以後 他也晚了 已經就睡著了
可能耶穌他們走了以後，他也晚了、已經就睡著了，
後來知道有人來抓了，他知道了、他想去通風報信，
他睡覺可能只蓋了一塊麻布，來不及穿衣服，就跑到園子裏去，
可是到的時候，已經發現耶穌被抓了，
而且他們還想抓他，所以他就嚇得連那一塊遮身的布
都來不及包著，就丟下了布 赤身逃走了。
這是馬可記載這一段非常的生動，
也是他自己的慚愧、所以他把它寫下來。他們都逃跑了…

這個時候，耶穌就被他們帶到大祭司那裏去，
 當年的大祭司是該亞法，
當年的大祭司是該亞法 AD18~36
AD18 36，是作了最久的大祭司
是作了最久的大祭司
 他的岳父亞那，約翰福音講耶穌被捕的時候，是先捉到
亞那那裏去 亞那問過了以後 再抓到該亞法那裏去
亞那那裏去，亞那問過了以後，再抓到該亞法那裏去

這一個見證其實他們是誤聽了，
有關於 約二 的時候，
的時候
 耶穌曾經說過：你們拆毀這殿，
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耶穌並沒有講說 – 祂要拆毀聖殿，
祂用第二人稱 – 你們拆毀這殿
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要建立起來
我三日要建立起來
可是耶穌講的你們拆毀這殿，這個殿是指著耶穌的身體講的，
就是說他們要把祂釘十字架 可是耶穌三天以後會復活
就是說他們要把祂釘十字架，可是耶穌三天以後會復活，
他們怎麼聽得懂呢？

所以大祭司就急了，耶穌也不回答、一句都不回答。
耶穌的不回答 就好像
耶穌的不回答，就好像
賽五十三7~8 祂就好像被送到剪羊毛的人的手下，
祂都不出聲， 句都不回答 默默無聲，受他們的誣告
祂都不出聲，一句都不回答、默默無聲，受他們的誣告。

所以他們以為耶穌是講說：祂要拆毀聖殿、
所以他們以為耶穌是講說
祂要拆毀聖殿
然後祂自己還要另造一個不是人手所做的殿。
 他們就覺得：這個人是亂發狂語，而且祂怎麼可以
他們就覺得 這
是亂發
怎麼
把我們這麼看為雄偉的殿，祂說會把它拆掉？
 他們的見證各不相合，
這就不能夠構成了耶穌的罪名

這邊馬可只是說到大祭司那裏、
又有眾祭司長 長老 文士
又有眾祭司長、長老、文士，
就是公會的那些成員都在那裏，
彼得也跟著過來看。
十四53~65 猶太人公會對耶穌的審判，審判的時候要有見證人，

在猶太律法，必須要找兩到三個人、見證一致才能夠定罪…
在猶太律法，必須要找兩到三個人
見證 致才能夠定罪
十四56-59 因為有好些人作假見證告他，只是他們的見證各不相合。
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告他 說
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告他，說：
「我們聽見他說：『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
三日內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他們就是這麼作見證，也是各不相合。

大祭司就很急了，他想要定祂罪名，
所以大祭司就問祂說：
「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 」
在馬可福音並沒有講說
「大祭司要耶穌發誓、要起誓來回答他的話。」
利五1 若有人聽見發誓的聲音，他本是見證，
有 聽見 誓 聲音
本是見
卻不把所看見的、所知道的說出來，這就是罪；
他要擔當他的罪孽。
所以耶穌在大祭司的威脅之下要祂起誓回答，
按照摩西的律法祂就必須回答，
因此在這裏耶穌才說話，祂就說：「我是。」

那「我是」的意思是什麼？
 上文就是回答大祭司的話，祂就是那「稱頌者」的兒子，
上文就是回答大祭司的話 祂就是那「稱頌者 的兒子
稱頌者就是上帝、祂就是神子，意思就是我是
 而且耶穌用「我是」，有一點暗示
而且耶穌用「我是 ，有一點暗示 出三14 神對摩西的回答：
摩西問說：你到底是怎麼稱呼？你的名字是什麼？
神就說祂名字是「我是自有永有的神」。祂的名字是「我是」
神就說祂名字是
我是自有永有的神」 祂的名字是 我是」 。
耶穌就意涵自己是跟神是同等，而且是神性的神子。
十四63-64
十四63
64 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

「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
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
你們已經聽見他這僭妄的話了。你們的意見如何？ 」
他們都定他該死的罪。

大祭司要到了他要的答案，因為他想：
 這個拿撒勒人耶穌祂的出身多麼的低微，
祂怎麼可以說自己是上帝的兒子？
 有神性的神子，這個是大為褻瀆神，
所以他就撕裂衣服

很可能彼得跟其他的同伴們都認為 – 他們的老師
 是應該是帶領他們來作彌賽亞、救以色列的，
是應該是帶領他們來作彌賽亞 救以色列的
怎麼現在反而被定死罪呢？耶穌都不反抗、他們都楞住了！
 他們的彌賽亞難道是這樣？是被列為罪犯了嗎？
他們就對老師信心就懷疑、就退後了，甚至不承認認識祂
彼得卻為自己的行為哭，他實在是非常的難過
彼得卻為自己的行為哭，他實在是非常的難過，
但是我們就看到 – 人的軟弱跟無知！
十五1 一到早晨，祭司長和長老、文士、
全公會的人大家商議，
就把耶穌捆綁、解去交給彼拉多。
耶穌
解
彼拉多
因為照猶太人的律法，審判一個人、要定罪的話，
除了
除了一次公會的在晚間審訊，但是要開兩次、要定罪兩次，
公會的在晚間審訊 但是要開兩
要定罪兩次
所以第二次一定要在白天，也就是他們一大早。
為什麼要趕在一大早呢？這就牽涉到耶穌的被審訊，
為什麼要趕在
大早呢？這就牽涉到耶穌的被審訊
時間到底是禮拜四晚上、還是禮拜三晚上？

照猶太人的規定，他們的祭司就是亞倫的後代，
 摩西講：你們不能夠蓬頭垢面，衣服都不能夠撕裂
摩西講：你們不能夠蓬頭垢面 衣服都不能夠撕裂
 但是當他們聽到有褻瀆神的話的時候，他們就可以撕裂衣服
十四65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臉上、又蒙著他的臉、用拳頭打他，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臉上 又蒙著他的臉 用拳頭打他
對他說「你說預言吧」。差役接過他來、用手掌打他。
十四66 72 裏面就穿插著彼得，他是跟著老遠，
十四66~72

他跟到大祭司的院子來，就看他的老師受審訊
 這個時候就被人家認出來，三次彼得都不承認
彼得最後一次不承認的時候，還起誓，說他絕對不認識這個人，
立刻雞就叫了兩遍 彼得就想起老師對他說的話
立刻雞就叫了兩遍，彼得就想起老師對他說的話：
「雞叫兩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
彼得一想到這個時候，他就出去痛哭，
所以我們知道彼得的軟弱。
他曾經最勇敢說：別人跌倒他都不會，
可是呢，他現在也怕得都變成這樣。


大部分都會認為是禮拜四晚上，那為什麼會有一天之差呢？
很可能是有兩種的曆法…
很可能是有兩種的曆法
 昆蘭人可能是用的就是跟耶穌一樣，是用陽曆
 法利賽人、祭司，他們是用的陰曆，因此差了一天
法利賽人 祭司 他們是用的陰曆 因此差了 天
也很可能，耶穌和他們都是在禮拜四晚上才用逾越節的晚餐，
禮拜五開始，是預備日、就是除酵節、都是要吃無酵餅。
如果禮拜四晚上，當晚在客西馬尼園禱告以後就被抓了，
立刻晚上就被帶到祭司那邊去審訊，
 所以到一早的時候、就是禮拜五的早上，
他們就要趕快的要彼拉多、羅馬人去審判
 祂到底會不會被處死，如果是被處死的話，
他們要在禮拜五這 天
他們要在禮拜五這一天，
因為禮拜五晚上的六點以後就是安息日，
安 日的 候
安息日的時候，猶太人是不能做任何事情的
是 能做任何事情
所以在安息日來到以前，他們要趕快把這個事情解決。

所以他們一早為耶穌開第二次的定罪的會議，
決定了以後 就又把耶穌捆綁交給彼拉多
決定了以後，就又把耶穌捆綁交給彼拉多。
彼拉多這個巡撫，是當時是在猶太地、撒馬利亞地的巡撫，
他是在 26~36AD 作了十年的巡撫，
在這個時候 31AD 彼拉多的贊助人，是在羅馬他的好朋友，
叫作賽加納斯，被羅馬皇帝處決，
所以羅馬皇帝可能也會懷疑彼拉多，
也不產生信任 所以彼拉多很緊張
也不產生信任，所以彼拉多很緊張。
又在逾越節的時候有二十五萬人，
他要維持這個地方的治安 要討好百姓
他要維持這個地方的治安、要討好百姓，
所以在審訊的過程裏，他有政治上的壓力。
而 公會的人非常的狡詐 他們把耶穌定罪是為了什麼
而且公會的人非常的狡詐，他們把耶穌定罪是為了什麼？
因為祂自稱是神的兒子。可是如果是為了宗教的理由
把祂綁去猶太人的巡撫那邊，是不會死罪的，
因為羅馬人不管宗教的事情，你只要不是政治犯就好了。

但是彼拉多要救祂，就希望祂回答，祂又不回答。
所以彼拉多就想了 個辦法 因為每 次過節的時候
所以彼拉多就想了一個辦法：因為每一次過節的時候，
羅馬人就讓猶太人享受一點說話的權利、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在逾越節的時候，他們會特赦一名犯人、讓他們來選擇。
彼拉多就把一個真正的殺人犯巴拉巴，
要他跟耶穌來作相比來做交換。
要他跟耶穌來作相比來做交換
彼拉多以為百姓們會站在耶穌這一邊，
可是沒有想到因為祭司長挑唆眾人 ，
寧可釋放巴拉巴給他們！
彼拉多就說：「那你們所稱為猶太人的王，我應該怎麼辦祂呢？ 」
百姓這個時候通通都倒向祭司長，我們會問 –
耶穌進耶路撒冷的時候，好多人前簇後擁的說：和撒那！
為什麼現在又說要釘祂十字架呢？眾人的心是多麼的搖擺不定。
也許當時他們以為耶穌是大衛的子孫 是他們等的彌賽亞
也許當時他們以為耶穌是大衛的子孫、是他們等的彌賽亞，
他們認為耶穌是政治型的彌賽亞…

他們就把耶穌假造了一個罪名，說祂說：「祂是猶太人的王。 」
如果稱王的話 那不是就跟該撒變成相對了嗎？
如果稱王的話，那不是就跟該撒變成相對了嗎？
羅馬那時候統治者只有一個該撒是王，
怎麼耶穌可以稱王呢？
為了政治的理由，彼拉多就必須要受理。
彼拉多就問祂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
耶穌就說：「你說的是。」
祭司長就告祂很多的事情，那彼拉多就問祂：
祭司長就告祂很多的事情
那彼拉多就問祂：
「你看，他們告你這麼多的事情，那你什麼都不回答嗎？ 」
耶穌一句都不回答，彼拉多覺得非常希奇…
耶穌一句都不回答，彼拉多覺得非常希奇
他知道耶穌根本就沒有罪，因為是宗教的領袖為了嫉妒，
十五10 他原曉得祭司長是因為嫉妒
他原曉得祭司長是因為嫉妒、才把耶穌解了來。
才把耶穌解了來
所以彼拉多知道：這個耶穌太受百姓的歡迎，大家都跟了祂去，
宗教的領袖就嫉妒祂 所以就造謠
宗教的領袖就嫉妒祂，所以就造謠，
把祂說是政治犯 – 說祂是猶太人的王。

沒想到祂現在變成都不回答！
彼拉多問祂是猶太人的王嗎？祂說：你說的是。
彼拉多問祂是猶太人的王嗎？祂說：你說的是
後面告祂許多事祂都不回答。
這樣他們就想：那耶穌不是要被處決了嗎？
這樣他們就想
那耶穌不是要被處決了嗎？
難道他們的彌賽亞是這樣子的嗎？
他們大概就對祂不相信了；
再加上宗教領袖的鼓動，
他們就全部又倒向宗教領袖那邊，
還要喊著說要把祂釘十字架！
釘耶穌十字架的罪魁禍首當然是宗教領袖，百姓們也
不能夠說沒責任，因為他們後面都說要把祂釘十字架…
十五14~15 彼拉多說：

「為什麼呢？他做了什麼惡事呢？ 」
他們便極力地喊著說： 「把他釘十字架！ 」
彼拉多要叫眾 喜悅
彼拉多要叫眾人喜悅，就釋放巴拉巴給他們，
釋
拉
們
將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

彼拉多在約翰福音…
他說：定這個人的死，罪不在我。
定這個人的死 罪不在我
所以他就叫人拿水來洗手，
表示他是無辜的在這個事上。
表示他是無辜的在這個事上
同時彼拉多的妻子曾經在前一天還告訴彼拉多：
我為這個義人昨天晚上睡得不好 說這個人是義人
我為這個義人昨天晚上睡得不好，說這個人是義人，
你不要管祂的事，我為祂睡得不好、受了好多苦。
彼拉多救不了祂，他就洗手表示自己的無辜，
彼拉多救不了祂
他就洗手表示自己的無辜
可是這「定罪的」還是在彼拉多的手裏，
他洗手就能代表他的無辜嗎？
 這個彼拉多，馬可說他為叫眾人喜悅
 約翰福音 眾人說：你如果不辦祂的話，我們就要上告該撒！
這個人稱猶太人的王，彼拉多還不辦祂的話，
那他可能就要丟官了 所以他有政治上的壓力
那他可能就要丟官了，所以他有政治上的壓力，
又加上百姓要上告該撒，所以他就只好討百姓的喜悅

十五16~20 以後兵丁就把耶穌帶進了衙門…

「衙門」是一個拉丁文字，就是巡撫官邸的裏面，
「衙門
是 個拉丁文字 就是巡撫官邸的裏面
叫齊了全營、大概兩百多人的兵，就給祂穿上紫袍。
這個紫袍就是外袍，羅馬兵丁所穿的袍子其實是朱紅色的，
馬可福音 寫紫色是為了代表紫色是君王衣服的顏色，
約翰福音 是朱紅色的袍
是朱紅色的袍。
又用荊棘編做冠冕給祂戴上，
在 約翰福音 有給祂
有給祂一根杖…
根杖
來慶賀祂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啊，
可是又用葦子打祂的頭、吐唾沫在祂臉上，
屈辱祂、戲弄祂、然後把那個
本來給祂穿上外袍脫掉，然後就穿上祂自己的衣服，
就帶祂出去 要把祂釘十字架
就帶祂出去、要把祂釘十字架…
我們的主就是在這樣的不公義的審訊當中，
為所有的世人的罪釘在十字架上！

當一個人在政治上、或在各樣的事情上，
為了討人的喜悅 而不願意討神喜悅的時候
為了討人的喜悅、而不願意討神喜悅的時候，
就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
他們就把真正的猶太人的王 – 耶穌就是猶太人的王、
是他們所等候的彌賽亞，鞭打了、交人釘十字架。
羅馬人要把人釘十字架以前，先把人鞭打，
那個鞭子是用皮鞭、上面綁著許多動物的骨頭還有金屬片。
猶太人他打的時候，是每四十下要減掉一下，
因為怕四十下、人會打死、打昏過去。
被這樣打過的人 常常都是皮破 骨都露出來了
被這樣打過的人，常常都是皮破、骨都露出來了
為什麼呢？要加速他的死亡、要讓他軟弱，
為有
身體
梧
釘十字架
因為有的犯人身體很魁梧、就去釘十字架。
十字架是當時羅馬人是為了政治犯、為了不是羅馬的公民，
為奴隸所定的很羞恥的刑罰 而且是全身赤裸的釘在上面
為奴隸所定的很羞恥的刑罰，而且是全身赤裸的釘在上面。
我們的主就為我們、為世人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