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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23 章 

背景 

耶稣被公会审讯的时候，承认祂是“上帝的儿子”。公会的犹太人就抓着这句话为把柄，将耶稣带

到罗马巡抚那里，指控祂犯了颠覆国家的罪。犹太人并不是要在他们的公会中定耶稣的罪，他们计

划借着罗马巡抚的手杀害耶稣。但这一切却应验了耶稣的预言：“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

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十八 31-32）。 

【本课内容丰富，若时间不允许查考讨论所有的讨论问题，请务必讨论《重要讨论题》】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你被无辜冤枉过吗？你当时怎么反应的？为自己委屈辩解吗？ 

分段 

一、受彼拉多初审、受希律审问 （廿三 1～12） 

二、受彼拉多再审后定案 （廿三 13～25） 

三、往骷髅地 （廿三 26～32） 

四、被钉十字架 （廿三 33～43） 

五、受死、埋葬 （廿三 44～56） 

读经（默读「整章」以取得整体概念，3 分钟） 

一、受彼拉多初审、受希律审问 （廿三 1～12） 

读 经（默读 1 分钟） 

1 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彼拉多面前， 2 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3

彼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4 彼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5

但他们越发极力的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 6 彼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

吗﹖ 7 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8 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

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 9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 10 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

的告他。 11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彼拉多那里去。 12 从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

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众人到彼拉多前，告了耶稣什么些罪状？(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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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惑国民， 

 禁止纳税给该撒， 

 并说自己是基督， 

 是王。 

 

2. 当耶稣回答比拉多问祂是否是犹太人的王，与 (22:70)耶稣回答众长老祭司长和

文士，有什么相似处？(23:3) 

请参考约 18:36，讨论问什么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23:4)  

 你们所说的是。你说的是。 

o (22:70)：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新译本：

你们说了，“我是”。） 

o (23:3)：彼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因为耶稣并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王国，对彼拉多的政权不是一个威胁。 

o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

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 18:36) 

 

3. 比拉多把耶稣交给希律，希律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应验了以

赛亚 53 章中什么预言？ (23:9)  

请先参考彼前 2:20~23，讨论：「耶稣却一言不答」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重要讨论题》 

 (赛 53:7)：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译：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像羊

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彼前 2:20~23)：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

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

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o 因为「跟随他的脚踪行」而受到苦，学习耶稣的榜样，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o 学习基督的榜样，绝非因犯罪受责打，也不是福音以外的原因受苦，而把背起十字

架妄为无谓的口头禅。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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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彼拉多再审后定案 （廿三 13～25） 

读 经（默读 1 分钟） 

13 彼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 14 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

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 15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

事。 16 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有古卷在此有： 17 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18 众人却一

齐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19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 20 彼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

又劝解他们。 21 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22 彼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 23 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 24 彼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25 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

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在哪些经文里提到彼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23:4,14,22)  

 4...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14...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 

 22...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 

 

2. 那么到底是谁应该承担杀害耶稣的罪呢？ (23:23~25)  《重要讨论题》 

 是神所有的子民都应该承担杀害耶稣的罪。 

o 23 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 24 彼

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25 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

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o 彼得...就对百姓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

杀了那生命的主(徒 3:12~15)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三、往骷髅地 （廿三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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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经（默读 1 分钟） 

26 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27 有许

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号咷痛哭。 28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

和自己的儿女哭。 29 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 30 那时，人要向大山

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 31 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32 又有两个犯人，

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为什么兵丁要找一个人来替耶稣背十字架？经文记载着「叫他背着跟随耶

稣」，是否在前面有类似的经文？ (23:6)  《重要讨论题》 

 因为耶稣已受过不少的苦，所以找了古利奈人西门来背，让耶稣走在前面受更多的羞辱： 

o 整夜的审问(22:54~62) 

o 凌辱(22:63;23:11) 

o 鞭打(22:63) 

 「叫他背着跟随耶稣」呼应着耶稣对门徒的呼召： 

o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9:23) 

o 西门也就象征着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2. 耶稣对那些痛哭的妇女所说的是什么意思？(23:28~32) 

「不要为我哭，当为.....哭」，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日子要到」，是什么日子？ 

「不生育的，和未曾.....有福了」，为什么有福了？ 

「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是指什么？ 

「有汁水的树」「枯干的树」是什么？  

 「不要为我哭，当为.....哭」 

o 「耶路撒冷的女子」代表耶路撒冷。参考诗 9:14；赛 16:1；62:11；耶 6:2；弥

1:8,13,15;4:8,10；亚 2:10;3:14;9:9。 

o 是呼应了耶利米的一段话，神的审判要再次临到耶路撒冷：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将善唱哀歌的妇女召来，又打发人

召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

皮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地

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耶 9:17~19) 

 「因为日子要到」 

o 是指那日要来的审判，参考耶 7:32;9:25 等等。 

 「不生育的，和未曾.....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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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耶路撒冷将被围困、攻打、践踏。怀孕的和奶孩子的，面临更大的灾难。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

有震怒临到这百姓。(21:23) 

 「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 

o 人遭受神的审判时，为了脱离苦难，甚至求死。经文出自何西阿书 18:8。 

 「有汁水的树」「枯干的树」 

o 他们在青绿的树上，既然这样作；在枯干的树上，又会怎样呢？(新译本) 

 「他们」是指迫害耶稣的犹太人 

 「青绿的树上」是福音来临的时期，「枯干的树上」是指耶路撒冷被毁的

时候。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四、被钉十字架 （廿三 33～43） 

读 经（默读 1 分钟） 

33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34 当下耶稣

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35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

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 36 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 37 说：你若是犹太人的

王，可以救自己吧！ 38 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有古卷在此有：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 

39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40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

受刑的，还不怕神吗﹖ 41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42 就说：耶

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 43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二个一起被钉十字架的犯人，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有什么不同？结果有什么不

同？ (23:39~43)  《重要讨论题》 

 有一个「讥诮」耶稣。「讥诮」一词可表达「亵渎」或「毁谤」的意思。亵渎神的，是严

重的罪。当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另一个转向依靠耶稣，求耶稣「纪念」他，就是怜恤、拯救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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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是什么意思？ (23:43)  

 「乐园」是指神在创世时，所设立的乐园。也是指神在末世的新天新地。 

o 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

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赛 51:3) 

o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

果子赐给他吃。(启 2:7) 

 这犯人因信靠耶稣而蒙了耶稣的救赎，耶稣亲口允许他会与其他义人一起永远活在神的同

在的乐园中。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五、受死、埋葬 （廿三 44～56） 

读 经（默读 1 分钟） 

44 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 45 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 46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

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47 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 48 聚集观看

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 49 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

事。   

50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议士，为人善良公义； 51 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附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

神国的人。 52 这人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53 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

葬过人。 54 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 55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

放。 56 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是什么意思？ (23:45)  《重要讨论题》 

 「殿里的幔子」是圣殿中「至圣所」与「圣所」之间的幔子。 

 圣殿是人朝见神的地方，圣殿里的幔子裂开，代表人能藉着耶稣的死，藉着祂所流的宝

血，成为我们的救赎，以致我们可以直接亲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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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

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来 10:19~20) 

 

2. 耶稣死后被安葬，被记述得相当的详细，请概略的讨论细节。讨论为什么四福

音书都记载的这么详细？ (23:50~56)  

 从历史的层面，耶稣的安葬是祂复活的前提，因为妇女和门徒发现空坟墓是耶稣复活的一

个重要论证。 

o 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  

o 约瑟，是个议士，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o 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  

o 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

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分享这星期的代祷事项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