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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40 课 
 

1 
祷告 
 

 

组长。祷告并将你的小组和这个有关建立基督教会的课程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彼后一 – 三和犹一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彼后一 – 三和犹一）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基督徒父母］ 
(4) 弗六：4 

 
两人一组复习。 
(4) 照主的教训养育儿女。弗六：4。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4 
研经（85 分钟）                                              ［约翰福音］ 

约十八：1-40 
 
引言。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约十八：1-40。约十八讲述耶稣基督受苦。路加福音显示耶稣三次受

犹太人审问，彼得三次不认祂，并且祂三次受非犹太人审问。约十八记述了这几次审问的其中一部分。首先，

耶稣被捉拿，在亚那面前受审，以及彼得有一次不认祂。然后，祂在该亚法面前受审，彼得再有两次不认祂。

最后，祂在彼拉多面前受审，又在希律面前受审，之后又送回彼拉多那里受审，然后被钉十字架。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约十八：1-40。  
让各人轮流读出一节经文，直至读完整段经文。 
 

步骤 2. 探索。          观察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对你十分重要？ 
或者，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感动你的心？ 
记录。探索一至两个你明白的真理。思想这些真理，并把你的感想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让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然后轮流分享）。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结果。 
（谨记，在每个小组里，组员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十八：4 
探索 1. 耶稣被捉拿和受审时，祂一直对自己的处境都了如指掌。 
 

第 4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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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件事情表明耶稣对自己的处

境都了如指掌： 
 

 (1) 耶稣早已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 
虽然人总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耶稣基督确实知道将要临到祂的一切事情。 
 

 (2) 耶稣故意出来见祂的仇敌。 
耶稣并没有逃避危险。祂也没有躲藏起来，直至他们找到祂为止。相反，祂主动走出来见他们！祂从客西马尼

园里黑暗的树林中走出来，面对祂的仇敌。当祂站在他们面前，犹大就与耶稣亲嘴、说：“请拉比安！”（太

二十六：49）这是给兵丁、圣殿的侍卫和公会的差役预先定好可以捉拿耶稣的暗号。这是非常卑鄙的行为，因

为犹大竟选择在最神圣的一夜（逾越节），在最神圣的地方（耶稣祷告的地方）和最神圣的象征（亲嘴）来出

卖自己的主！这是更荒谬的举动，因为耶稣竟主动出来见祂的仇敌，将自己交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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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想要捉拿耶稣的人根本没有能力对付祂！ 
那些想要捉拿祂的人，包括兵丁、侍卫、一小群带着兵器的人，出来要用武力捉拿耶稣。但耶稣甘愿向他们表

明自己的身分，说：“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就失了脚，退后倒在地上。他们没有想到耶稣竟亲自出来

到他们那里去！祂是万王之王，祂的权柄从祂的眼神和语气表露出来，使他们双膝都发软了！ 
 

 (4) 耶稣不让祂任何一个门徒跟祂一同被捉拿。 
当那些想要捉拿耶稣的人说他们是来捉拿耶稣，耶稣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耶稣即使在祂

最痛苦的时候仍是“好牧人”，看顾自己的羊。祂不想祂的门徒在这个时候被捉拿和受到严刑拷打，因为这对

他们的信心来说可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耶稣这样行，就应验了祂从前所发出的另一个预言，就是：“父所赐

给祂的，我没有失落一个”（约六：39；十：28；十七：12）。 
 

 (5) 耶稣下定决心为祂的羊舍命。 
耶稣的门徒彼得生性急躁，祂拔出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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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

立即拦住彼得，吩咐祂收刀入鞘。祂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喝那杯”是指祂要死在十

字架上，经历最大的痛苦。耶稣下定决心要喝那受苦和死在十字架上的杯。耶稣下定决心甘心乐意为祂的羊舍

命。彼得用刀来抵抗与祂决意要做的事并不相符！ 
 

后来耶稣对彼拉多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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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十八：36）耶稣向世上的政权表明，祂的国位不是透过政治阴谋或军事势

力而建立的。耶稣说，如果祂愿意，祂可以动员十二营天使（一营有六千名）来保卫祂（太二十六：53）。祂

警告所有使用暴力的人，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二十六：52）。 
 

耶稣基督不只是被恶人所害的受害者。祂是完全掌管地上一切事情的大君王。祂不只是被杀害。祂是特意和甘

愿舍去自己的生命，作多人的赎价（参看约十：17-18）！耶稣基督甘愿为我的罪受死，实在叫我深受感动。

我总不会忘记祂完全掌管我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事情。 
 
 

十八：27 
探索 2. 彼得不认主。 
 

彼得并不真正了解自己。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他作了重大的声明。他对耶稣说：“主阿，我就是同你下

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路二十二：33），“我愿意为你舍命”（约十三：37）。可是，就在那天晚上，

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就离弃耶稣，和其他门徒一起逃走了（可十四：50）！ 
 

众人将耶稣带到公会和大祭司面前受审。彼得远远的跟着，进了大祭司的院子。人们三次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

之一。彼得三次都不承认自己认识耶稣！最后一次否认之后，鸡叫了第二遍，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出

去痛哭（路二十二：61-62）。 
 

彼得并不想不认耶稣，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恐惧的感觉。他没有意识到他无法凭自己的力量信守承诺。只

有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虚空时，他才准备好日后领受圣灵的能力和同在。 
 

我也想到我自己。我曾向主作了什么承诺呢？我对神的国有什么抱负呢？我真的了解自己吗？我意识到自己有

多软弱吗？我愿意将这些事告诉耶稣吗？我知道自己也有可能不认耶稣。因此，我求祂施恩给我，把圣灵的大

能赐给我，叫我总不要不认祂，而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认祂（参看太十：32-33）。 
 

步骤 3. 问题。                                解释 
思想问题。对于这段经文，你会向小组提出什么问题？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约十八：1-40 所教导的一切真理。请提出任何不明白之处。  
记录。尽可能明确地表达你的问题。然后把你的问题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之后，首先让各人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然后，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尝试在你的小组里讨论并回答问题。） 
（以下是学员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笔记的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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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12-24 
问题 1. 哪些犹太当权者审问耶稣？ 
 

笔记。谨记，四福音中的四个记述都是目击者的记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四福音中的记述，藉此更清楚了解耶

稣受审、受死和复活期间的事件。 
 

耶稣被兵丁、圣殿的侍卫和公会的差役捉拿后，像一个罪犯那样被捆绑起来。降世为要带来自由的那一位被捆

绑，好叫一切信祂的人，可以从罪的捆绑得释放！ 
 

有三个犹太当权者审问耶稣，也有三个罗马当权者审问耶稣。祂在犹太当权者面前三次受审，包括亚那、该亚

法和公会。 
 

 (1) 在亚那面前的初步审问（约十八：12-14，19-24）。 
进行这次审问的时候，正是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不认主的时候（约十八：15-18）。亚那称为“大祭司”

（约十八：19），虽然他的女婿该亚法才是真正的大祭司（约十八：13，24）。亚那和该亚法可能是住在同一

所大祭司大宅里的两翼，这所房子有许多房间围绕着中央的院子。 
 

亚那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他在主后 6-15 年担任大祭司。虽然他被免职，但他仍是控制所有犹太人事务的

公会的主要成员。他设法使他的女婿该亚法，以及他的五个儿子和一个孙子获任命为大祭司！虽然他不是正式

的大祭司，但人人仍然称他为“大祭司”（路三：2；徒四：6）。虽然他可能不是公会的主席，但他绝对是人

们要咨询的人！他要对犹太公会的行动负上重大责任。其他历史资料描述他是一个自高自大、很有野心和很富

有的人。他的家族因贪婪而臭名昭彰。他的财富主要来自在殿里售卖祭牲所得的丰厚利润。他是使神祷告的殿

变成贼窝的人（约二：14）。他可能是密谋杀害耶稣的煽动者。无论如何，他的女婿该亚法曾扬言：“耶稣被

杀对以色列是有益的”（约十一：49-53）。 
 

亚那首先以耶稣的门徒（跟随者）盘问祂，然后以祂的教训盘问祂。他对耶稣的成就比真理更感兴趣。耶稣拒

绝做反对自己的证人，祂要求亚那提供旧约律法所要求诚实的证人。耶稣说，祂从来是明明的说话，人人都可

以来听祂的教训。这与公会暗地里密谋形成强烈的对比！当耶稣被打时，祂要求他们指证祂有什么不是（约十

八：22-23）。他们无法做到。 
 

在这次初步审问中，犹太人无法提供任何有罪的证据。耶稣是完全无辜的！亚那却把耶稣解到院子的另一边，

到该亚法那里去。 
 

 (2) 在该亚法和众祭司长，长老，文士面前受审。 
这次审问记载在太二十六：57-68 和可十四：53-65，它也是在大祭司宅里进行的（路二十二：54）。所有犹太

宗教领袖都在寻找反对耶稣的假证据，以便将祂处死。没有人敢反其道而行！耶稣对这一切诬告保持缄默。 
 

然而，祂并没有否认自己是人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耶稣说，当祂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人们要看见

祂坐在全能真神的右边（太二十六：63-64）。那时候，耶稣基督要审判历史上所有的人！ 
 

大祭司该亚法和祭司长、长老和文士、都找不着能指证耶稣有罪的证据。耶稣基督是完全无辜的！然而，他们

指控祂说僭妄的话，就吐唾沫在祂脸上，用拳头打祂！这次审问必定是到了凌晨三时才结束，因为鶏在那个时

候开始叫。耶稣被囚在大祭司的院子里，直到清晨。这时候，看守耶稣的兵丁戏弄祂，又打祂（路二十二：

63-65）。 
 

 (3) 审判在公会前进行，由大祭司主持。 
这次审问记载在路二十二：66-71、太二十七：1 和可十五：1，它是在天亮的时候进行的（路二十二：66）。

公会是犹太人最高的政府机关和法院。公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正式通过决议把耶稣判处死刑。他们想要在耶

路撒冷的人知道这事之前，以及在安息日的黄昏之前，将这事办完。他们希望给那在夜间进行的司法程序一个

表面上的合法性。 
 

耶稣再次承认自己是人们所期待的弥赛亚，祂将要坐在全能真神的右边，祂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指神

藉着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住在人们中间（约一：1，14）。既然神可以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现（出

三：2-4），祂必定可以藉着一个义人把自己显明出来！“神的儿子”这个名称意味着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

见之神可看见的像”（西一：15）、“神那不能看见之荣耀属性可看见的光辉”，以及“那不能看见之神本体

可看见的真像”（来一：3）。 
 

然而，犹太人官方的公会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指证耶稣有罪的证据。耶稣是完全无辜的！虽然公会有权宣判死

刑，但他们无权执行死刑。因此，他们将耶稣带到罗马巡抚彼拉多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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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12-24 
问题 2. 为什么在犹太教当权者面前的审问是不公平的？ 
 

笔记。这些在犹太教当权者面前的审问是不公平的。约十一：49-50 说，犹太人早已决定要处死耶稣。犹太宗

教领袖嫉妒耶稣，因为他们渐渐失去对犹太民族的控制。他们因耶稣公开揭露和谴责他们而恼怒。因此，在犹

太宗教领袖面前的审问，并不是真正的审问，而是虚假的审问。他们密谋杀害耶稣，并且确保要依计行事。他
们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他们带来证人，那些全都是假证人。他们定耶稣的罪，但祂是完全无辜的。他们将祂

交给罗马巡抚。他们挑唆众人，要拣选巴拉巴，将耶稣钉十字架。他们戏弄祂。他们散布关于祂复活的谎言。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他们继续逼迫基督徒。 
 

在耶稣时代，犹太教当权者的嫉妒和愤怒，并不使一般犹太人成为比其他人更卑劣的罪人！谨记，非犹太的罗

马人同样不公平地审判耶稣，将祂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有些国家也拒绝耶稣，并且逼迫基督徒。因此，圣

经：“众人都犯了罪。”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需要一个救主来除去他们的罪！ 
 
 

十八：28-40 
问题 3. 哪些罗马当权者审问耶稣？ 
 

笔记。耶稣在犹太当权者面前三次受审之后，又在罗马当权者面前三次受审。祂在罗马当权者面前三次受审，

包括在彼拉多面前第一次受审，接着在希律面前受审，然后在彼拉多面前第二次受审。 
 

 (1) 在彼拉多面前第一次受审。 
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彼拉多是犹太的罗马巡抚。祂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约十九：10）、残暴的人（路十

三：1）、迷信的人（约十九：8）、只顾自己的人，他害怕失去他在罗马皇帝面前的良好声誉。他十分害怕犹

太人会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把他赶下台。在审问的过程中，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他摆脱这种情况。 
 

当彼拉多问他们为什么事告耶稣时，犹太领袖说，他们将耶稣带到彼拉多面前，唯一的原因是耶稣是作恶的
（约十八：30）。这是对彼拉多一个隐晦的威胁，叫他不要作出另一个判决！ 
 

当彼拉多说犹太人可以按着他们自己的律法审问耶稣时，犹太领袖表明他们决意要杀耶稣（约十八：31）。从

路二十三：2 看来，当彼拉多拒绝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对耶稣作出判决时，犹太领袖指控耶稣三件事

情： 
• 祂扭曲（颠覆）犹太民族 
• 祂禁止犹太人向罗马政府纳税（进贡） 
• 祂自称是王。 

因此，他们指控耶稣是一个危险的政治敌人！ 
 

当彼拉多私下查问耶稣时，耶稣向他指出自己确实是王，但不像世上的王。祂是从天上来的，不是要与列国争

战来取得政治和军事权势。祂来到世上给真理作见证，摧毁一切的谎言。耶稣甚至温和地邀请巡抚彼拉多归属

真理。祂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十八：37）。 
 

彼拉多出来，到众人所站之地，就宣告耶稣是完全无辜的。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十八：

38）如果彼拉多是一个诚实的审判者，他会在这个时候释放耶稣。 
 

然而，犹太领袖立即指控耶稣不断在加利利和犹太遍地煽惑百姓（路二十三：5）。虽然彼拉多对犹太有完全

的管辖权，他还是将耶稣解到希律王那里，因为他宁愿由另一个人来定耶稣的罪。耶稣来自加利利（拿撒

勒），希律对加利利有管辖权。 
 

 (2) 在希律王面前受审。 
这次审问只记载在路二十三：6-12。虽然希律王问了耶稣许多问题，犹太宗教领袖也极力指控耶稣，耶稣却一

个也没有回答。 
 

希律王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控告的理由。然而，他戏弄耶稣，然后把祂送回彼拉多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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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彼拉多面前第二次受审。 
根据路二十三：13-25 的记载，彼拉多召齐犹太人的首领来，对他们说他已经在他们面前审问过耶稣，但希律

王和他都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一方面，如果彼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他害怕那些跟随耶稣的犹太人。另一

方面，他害怕犹太宗教领袖会煽动犹太民族起来反抗罗马当权者。 
 

根据太二十七：15-26 的记载，群众要求彼拉多按照常例在逾越节释放一个囚犯。彼拉多让他们在犹太人的王

耶稣和臭名昭彰的叛乱者和杀人犯（甚至对犹太人也是如此）巴拉巴之间作出选择。他预期群众会选择释放耶

稣。就在那个关键时刻，有报信者来到告诉彼拉多，他的妻子在梦中受了许多的苦。那时，犹太人的首领挑唆

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并将耶稣钉十字架。 
 
 

彼拉多仍然坚称耶稣是完全无辜的。可是，他害怕自己会失去巡抚的职分，就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去钉十字

架。 
 

步骤 4. 应用。                     应用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哪一个真理可以让基督徒应用？ 
分享和记录。让我们集思广益，从约十八想出一些可能的应用，并记录下来。  
思想问题。神希望你把哪个可能的应用变成你个人的生活应用？ 
记录。把这个个人应用写在你的笔记簿上。随时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请谨记，每个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过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应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应

用。） 
 

1. 从约十八：1-40 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十八：1。 你要像耶稣那样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 
十八：5。 耶稣从没有说谎。祂从不否认自己的真正身分。 
十八：8-9。 天父托付给耶稣的人，祂没有失落一个。 
十八：10。 基督徒绝不应使用武器、发动恐怖活动或圣战。 
十八：11。 基督徒要宁愿接受神所允许的苦难。 
十八：12。 基督徒不应拒捕，因为他们要对高级官员作见证（太 10：17-20）。 
十八：20。 耶稣从来都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祂甚至在人们经常聚集的宗教场所

教训人。 
十八：21。 耶稣向控告祂的人发出挑战，去问那些听过祂说话的人，因为祂所说的，他们都知道。 
十八：23。 耶稣向那些无缘无故打祂的人发出挑战，要他们证明祂有什么不是。祂说真话，他们却打祂，

祂就这不公平的事与他们对质。 
十八：34。 耶稣向巡抚发出挑战，要他说出自己对耶稣有何信念，而不只是说出别人所说的。 
十八：36。 耶稣明明的说，因为祂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祂就不为自己争战。 
十八：37。 耶稣明明的说，祂是这个国的王，祂的国是透过传扬真理而扩展的。 
十八：38。 基督徒要有心理准备，他们也可能受审和判处死刑，即使查不出他们有什么罪来。 
十八：39-40。 基督徒要有心理准备，世上许多人宁愿选择基督徒被杀，让罪犯继续活着。 
 

2. 从约十八：1-40 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省察自己，也问自己：“我像彼得那样向主作了什么承诺吗？”“我对神的国有什么抱负吗？”“我真的了

解我自己吗？”“我敢不认耶稣吗？”我求神施恩给我，叫我谦卑下来，用神希望我用来省察自己的方式来省

察自己。 
 

耶稣基督不只是被杀害。祂是特意和甘愿舍去自己的生命，作多人的赎价。祂是大君王。祂永远掌管地上所发

生的一切事情。我真的相信吗？我要常常警觉，我的生命和终局并不是由无法控制的命运或无法解释的环境来

主宰，而是由永活主耶稣基督掌管的！ 
  

步骤 5.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约十八教导我们的真理祷告。  
（就你在这次研经中所学到的教训在祷告中作出回应。练习只用一至两句来祷告。请谨记，每一个小组的组员

会为不同的问题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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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祷告（8 分钟）                                                       ［代求］ 

为他人祷告 
 
分二至三人一组，继续祷告。彼此代祷，也为其他人祈祷（罗十五：30；西四：12）。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并建立基督的教会。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约十八的研经。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约壹一 – 三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5) 爱的管教：箴十三：24。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6. 更新你关于建立基督的教会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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