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Rev. Liu 

 

约翰福音 

五、十字架  (18:1-19:42)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汲沦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 2 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

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 3 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

到园里。 4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 5 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

「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 6 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7 他又问他们说：「你

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8 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

吧。」 9 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 10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 11 耶稣就对彼得

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12 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

绑了 

耶稣被捕  (18:1-12) 

1. 地点：過汲沦溪的园子，耶稣和门徒屡次在此聚集  18:1-2 

2. 犹大带了祭司长的差役来抓拿耶稣，和一队约 600 人的罗马兵 18:3 

3. 耶稣知道自己将面对的事，所以出面承认自己是「我是」，并要兵丁放過门徒，以

应验耶稣自己以前所说的话。  18:4-9 

4. 彼得削掉人的右耳后，耶稣制止以承担天父给他喝的杯。  18:10-12 

受审及彼得不认主  (18:13-27) 

先带到亚那面前，因为亚那是本年作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 14 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

是有益的」那位。 15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

院子。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 20 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

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甚么。 21 你为甚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甚

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 22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23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甚么打我呢？」 24  

亚那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 

受审 

i. 耶稣被带到亚那(該亚法的岳父)前受审  18:13-14  

ii. 犹太律法规定犯人不能在审讯当天被判罪 

iii. 大祭司盤問耶稣关於他的门徒和教训，耶稣不屈服，认为所做的都是

公開事，没有秘密  18:19-23 

iv. 亚那把耶稣押解到大祭司該亚法面前。  18:24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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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 17 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

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 18 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

同他们站着烤火。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 26 有大祭司的一个

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 27 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 

彼得不认主 

v. 彼得和另一個门徒跟进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因看门的使女的询問，第

一次不认耶稣。  18:15-18 

vi. 彼得在大祭司的仆人面前两次不认耶稣，之后鸡就叫了。 18:25-

27 

[思想] 

如果你是彼得，你会否认主吗？ 

你能体会彼得不认主之后的心境吗？ 

 

比拉多的审問  (18:28-19:16)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 

29 彼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甚么事呢？」 30 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

不把他交给你。」 31 彼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

柄。」 32 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33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

吗？」 34 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35 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

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甚么事呢？」 36 耶稣回答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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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

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38 彼拉多

说：「真理是甚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甚么罪来。 39 但你们有个规

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 40 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

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vii. 众人把耶稣由大祭司处押解往彼拉多 18:28-32  

viii. 恐怕染了污秽：犹太人的规矩，进入外邦人的住宅就沾染污秽而不

洁，不能守逾越节 

ix. 彼拉多問耶稣是否犹太人的王？耶稣说是不属这世界的王国的王，来

世上是为真理作见证 18:33-37  

x. 彼拉质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却告诉犹太人他无法查出耶稣的罪行。

問犹太人是否該为释放耶稣，而犹太人选择要巴拉巴  18: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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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2 兵丁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 3 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

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4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甚么罪

来。」 5 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6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彼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

有甚么罪来。」 7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 神的儿子。」 8 彼拉多听

见这话，越发害怕， 9 

4. 彼拉多鞭打戏弄耶稣之后，带耶稣出来见众人，表明自己查不出耶稣有罪 19:1-5  

5. 祭司长和差役执意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耶稣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該死。

彼拉多听到祭司长的控告，反而更害怕。  19:6-8 

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 10 彼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

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 11 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

的那人罪更重了。」 12 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原

文是朋友）。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 13 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

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 14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午正。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

这是你们的王！」 15 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

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16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6. 彼拉多询問耶稣由何处来，耶稣并不回答，而告诉彼拉多的权柄是由神而来。

 19:9-11 

7. 彼拉多要释放耶稣，犹太人以对罗马皇帝的忠诚威胁彼拉多，他就决定把耶稣钉十

字架 19:12-16 

8. 午正：原文是「第六時」，用的是罗马算法，这時应該是早上六点，而非是中午 

耶稣被钉及被埋葬  (19:17-42)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希伯来话叫各各他。 18 他们就

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 19 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

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20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

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 21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

『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22 彼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 

1. 耶稣背自己的十字架到髑髅地上被钉十字架，同钉的有两人，耶稣被钉在中间。

 19:17-18 

2. 彼拉多用三种文字写了牌子，表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太人的王，虽然祭司长反

对，但是彼拉多仍然坚持。 19:19-22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分，每兵一分；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

片织成的。 24 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衣拈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25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革罗罢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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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是妇人），看，你的儿子！」 27 又对那门徒

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3. 兵丁将耶稣的衣服分成四份，而抽签分了耶稣的里衣，应验了圣经上的话。

 19:23-24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诗 22:18) 

4. 耶稣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使徒约翰，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家里去。 19:25-

27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 29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

里；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30  

耶稣尝（原文是受）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 神了。 31 

5. 耶稣为了应验圣经的话，喝了醋就死了 19:28-30  

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诗 69:21)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

十字架上。 32 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33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

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 34 惟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35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他

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36 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

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37 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6. 犹太人求彼拉多打断被钉十字架者的腿，以避免尸首留在十字架上。兵丁验证耶稣

已死，所以不打断耶稣的腿，这也应验了圣经的记载  19:31-37 

a. 打断腿：不能依赖腿支撑身体重量，很快就会窒息而死。 

b. 仰望所扎的人： 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 (撒迦利亚 12:10) 

c. 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出 12:46,民 9:12)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 (诗 34:20) 

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作门徒。他来求彼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

去。彼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39 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

斤前来。 40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41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

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42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

那里。 

7. 暗暗作门徒的约瑟领走耶稣的身体，尼哥底母带香料来膏抹耶稣，将耶稣葬在一座

新坟墓中  19:38-42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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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 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

地羞辱他。 (来 6:6) 

 

六、复活 (20:1-29)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2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3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

坟墓那里去。 4 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 5 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

有进去。 6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7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

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 8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9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

要从死里复活。） 10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序曲：周日，众人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20:1-10) 

1. 情景： 石头从坟墓挪開了 20:1 

2. 時间：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時候 

3. 发现人： 抹大拉的马利亚 

4. 抹大拉的马利亚通知彼得和约翰，两门徒就跑去坟墓看，看到细麻布和裹头巾的状

况就相信耶稣复活了 20:2-8 

5. 虽然看见，这两门徒仍然不明白基督复活的意义，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20:9-

10 

耶稣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20:11-18)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12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13 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甚么哭？」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

里。」 14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 15 耶稣问她说：「妇人，为甚么哭？你找

谁呢？」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16 耶稣说：「马利亚。」马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17 耶稣

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

父，见我的 神，也是你们的 神。」 18 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她又将主对她说的

这话告诉他们。 

1. 抹大拉的马利亚却留在坟墓外面哭，却看到两位天使，并与天使对话 20:11-

13 

2. 看到耶稣显现，仍然不知道是耶稣，还意图询問复活的耶稣寻找耶稣的尸体

 20:14-15 

3. 耶稣一句呼唤，唤醒了马利亚，耶稣告诉马利亚不要拉住他，并要她去通知门徒

 20:16-18 

a. 不要「摸」我：“clinging”，紧贴、拉住不放手 (ἅπτω [haptō] to fasten to, 

adher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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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向门徒显现 (20:19-23)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

平安！」 20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21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23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

就留下了。」 

1. 耶稣出现在门徒聚会的地方，对门徒说：「願你们平安」，并展示其伤痕 20:19-

20 

2. 耶稣差遣门徒，并要门徒受圣灵 20:21-23 

a. 跟随基督的人：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xi. 差遣我们传福音：宣告、传扬、见证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译：给他们施

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

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28:19-20)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可 16:15-16) 

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48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路 24:47-48) 

23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b.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 下了。

直译是： 

罪得到你们赦免的那些人，他们早已经得了赦免 ，罪得不到你们赦

免的那些人，他们原本就是未得赦免的人。 

c. 你们赦免....：是表达「传福音」的结果。 

xii. 当门徒或基督徒本於福音的内涵宣告赦免谁的罪，谁的罪本来就被神

赦免了。 

xiii. 反之，当门徒或基督徒本於福音的内涵留下谁的罪，那些人本来就是

未得赦免的人。 

多马 (20:24-29)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25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

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26 过了八

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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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27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原文是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

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28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 神！」 29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

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2. 多马没有看到耶稣第一次对门徒显现，多马认为他必须亲眼看见，亲手探触才願意

相信 20:24-25 

3. 八天后耶稣又显现，要多马碰触他，就释疑了 20:26-28 

4. 耶稣应允没有看见就信的更为有福 20:29 

5. 他的失误： 

a. 从团契生活中离开，误了耶稣来的机会，失去福份。 

b. 他的福份不如那些没有亲眼看到，而相信耶稣的复活。 

6. 他的优点 

a. 他不说他心里不相信的事，有不妥协的诚实精神 

b. 『我的主，我的神』是他认出了基督， 

i. 如约 1:49 腓力找着拿但业...拿但业说：「拉比，你是 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c. 一旦肯定，就全力以赴 

7. 多马后来被差遣到印度，至今仍有多马教会在印度南部 

 

[思想]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传福音： 

     宣告、传扬、见证 

                我知道怎么作吗？ 

多马从怀疑到相信，从不妥协到全力以赴 

                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