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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40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彼後一 – 三和猶一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彼後一 – 三和猶一）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基督徒父母］ 
(4) 弗六：4 

 
兩人一組複習。 
(4) 照主的教訓養育兒女。弗六：4。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4 
研經（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十八：1-40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約十八：1-40。約十八講述耶穌基督受苦。路加福音顯示耶穌三次受

猶太人審問，彼得三次不認祂，並且祂三次受非猶太人審問。約十八記述了這幾次審問的其中一部分。首先，

耶穌被捉拿，在亞那面前受審，以及彼得有一次不認祂。然後，祂在該亞法面前受審，彼得再有兩次不認祂。

最後，祂在彼拉多面前受審，又在希律面前受審，之後又送回彼拉多那裏受審，然後被釘十字架。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約十八：1-40。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十八：4 
探索 1. 耶穌被捉拿和受審時，祂一直對自己的處境都瞭如指掌。 
 

第 4 節：“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有幾件事情表明耶穌對自己的處

境都瞭如指掌： 
 

 (1) 耶穌早已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 
雖然人總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然而，耶穌基督確實知道將要臨到祂的一切事情。 
 

 (2) 耶穌故意出來見祂的仇敵。 
耶穌並沒有逃避危險。祂也沒有躲藏起來，直至他們找到祂為止。相反，祂主動走出來見他們！祂從客西馬尼

園裏黑暗的樹林中走出來，面對祂的仇敵。當祂站在他們面前，猶大就與耶穌親嘴、說：“請拉比安！”（太

二十六：49）這是給兵丁、聖殿的侍衛和公會的差役預先定好可以捉拿耶穌的暗號。這是非常卑鄙的行為，因

為猶大竟選擇在最神聖的一夜（逾越節），在最神聖的地方（耶穌禱告的地方）和最神聖的象徵（親嘴）來出

賣自己的主！這是更荒謬的舉動，因為耶穌竟主動出來見祂的仇敵，將自己交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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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想要捉拿耶穌的人根本沒有能力對付祂！ 
那些想要捉拿祂的人，包括兵丁、侍衛、一小群帶着兵器的人，出來要用武力捉拿耶穌。但耶穌甘願向他們表

明自己的身分，說：“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穌。”他們就失了腳，退後倒在地上。他們沒有想到耶穌竟親自出來

到他們那裏去！祂是萬王之王，祂的權柄從祂的眼神和語氣表露出來，使他們雙膝都發軟了！ 
 

 (4) 耶穌不讓祂任何一個門徒跟祂一同被捉拿。 
當那些想要捉拿耶穌的人說他們是來捉拿耶穌，耶穌說：“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去吧。” 耶穌即使在祂

最痛苦的時候仍是“好牧人”，看顧自己的羊。祂不想祂的門徒在這個時候被捉拿和受到嚴刑拷打，因為這對

他們的信心來說可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耶穌這樣行，就應驗了祂從前所發出的另一個預言，就是：“父所賜

給祂的，我沒有失落一個”（約六：39；十：28；十七：12）。 
 

 (5) 耶穌下定決心為祂的羊捨命。 
耶穌的門徒彼得生性急躁，祂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耶穌

立即攔住彼得，吩咐祂收刀入鞘。祂說：“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喝那杯”是指祂要死在十

字架上，經歷最大的痛苦。耶穌下定決心要喝那受苦和死在十字架上的杯。耶穌下定決心甘心樂意為祂的羊捨

命。彼得用刀來抵抗與祂決意要做的事並不相符！ 
 

後來耶穌對彼拉多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

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十八：36）耶穌向世上的政權表明，祂的國位不是透過政治陰謀或軍事勢

力而建立的。耶穌說，如果祂願意，祂可以動員十二營天使（一營有六千名）來保衛祂（太二十六：53）。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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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不只是被惡人所害的受害者。祂是完全掌管地上一切事情的大君王。祂不只是被殺害。祂是特意和甘

願捨去自己的生命，作多人的贖價（參看約十：17-18）！耶穌基督甘願為我的罪受死，實在叫我深受感動。

我總不會忘記祂完全掌管我生命中發生的一切事情。 
 
 

十八：27 
探索 2. 彼得不認主。 
 

彼得並不真正了解自己。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前一天，他作了重大的聲明。他對耶穌說：“主阿，我就是同你下

監，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路二十二：33），“我願意為你捨命”（約十三：37）。可是，就在那天晚上，

當耶穌被捉拿的時候，彼得就離棄耶穌，和其他門徒一起逃走了（可十四：50）！ 
 

眾人將耶穌帶到公會和大祭司面前受審。彼得遠遠的跟着，進了大祭司的院子。人們三次認出他是耶穌的門徒

之一。彼得三次都不承認自己認識耶穌！最後一次否認之後，雞叫了第二遍，耶穌轉過身來看彼得。彼得就出

去痛哭（路二十二：61-62）。 
 

彼得並不想不認耶穌，但他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有恐懼的感覺。他沒有意識到他無法憑自己的力量信守承諾。只

有當他意識到自己的軟弱和虛空時，他才準備好日後領受聖靈的能力和同在。 
 

我也想到我自己。我曾向主作了什麼承諾呢？我對神的國有什麼抱負呢？我真的了解自己嗎？我意識到自己有

多軟弱嗎？我願意將這些事告訴耶穌嗎？我知道自己也有可能不認耶穌。因此，我求祂施恩給我，把聖靈的大

能賜給我，叫我總不要不認祂，而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認祂（參看太十：32-33）。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約十八：1-40 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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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12-24 
問題 1. 哪些猶太當權者審問耶穌？ 
 

筆記。謹記，四福音中的四個記述都是目擊者的記述。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四福音中的記述，藉此更清楚了解耶

穌受審、受死和復活期間的事件。 
 

耶穌被兵丁、聖殿的侍衛和公會的差役捉拿後，像一個罪犯那樣被捆綁起來。降世為要帶來自由的那一位被捆

綁，好叫一切信祂的人，可以從罪的捆綁得釋放！ 
 

有三個猶太當權者審問耶穌，也有三個羅馬當權者審問耶穌。祂在猶太當權者面前三次受審，包括亞那、該亞

法和公會。 
 

 (1) 在亞那面前的初步審問（約十八：12-14，19-24）。 
進行這次審問的時候，正是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裏不認主的時候（約十八：15-18）。亞那稱為“大祭司”

（約十八：19），雖然他的女婿該亞法才是真正的大祭司（約十八：13，24）。亞那和該亞法可能是住在同一

所大祭司大宅裏的兩翼，這所房子有許多房間圍繞着中央的院子。 
 

亞那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人。他在主後 6-15 年擔任大祭司。雖然他被免職，但他仍是控制所有猶太人事務的

公會的主要成員。他設法使他的女婿該亞法，以及他的五個兒子和一個孫子獲任命為大祭司！雖然他不是正式

的大祭司，但人人仍然稱他為“大祭司”（路三：2；徒四：6）。雖然他可能不是公會的主席，但他絕對是人

們要諮詢的人！他要對猶太公會的行動負上重大責任。其他歷史資料描述他是一個自高自大、很有野心和很富

有的人。他的家族因貪婪而臭名昭彰。他的財富主要來自在殿裏售賣祭牲所得的豐厚利潤。他是使神禱告的殿

變成賊窩的人（約二：14）。他可能是密謀殺害耶穌的煽動者。無論如何，他的女婿該亞法曾揚言：“耶穌被

殺對以色列是有益的”（約十一：49-53）。 
 

亞那首先以耶穌的門徒（跟隨者）盤問祂，然後以祂的教訓盤問祂。他對耶穌的成就比真理更感興趣。耶穌拒

絕做反對自己的證人，祂要求亞那提供舊約律法所要求誠實的證人。耶穌說，祂從來是明明的說話，人人都可

以來聽祂的教訓。這與公會暗地裏密謀形成強烈的對比！當耶穌被打時，祂要求他們指證祂有什麼不是（約十

八：22-23）。他們無法做到。 
 

在這次初步審問中，猶太人無法提供任何有罪的證據。耶穌是完全無辜的！亞那卻把耶穌解到院子的另一邊，

到該亞法那裏去。 
 

 (2) 在該亞法和眾祭司長，長老，文士面前受審。 
這次審問記載在太二十六：57-68 和可十四：53-65，它也是在大祭司宅裏進行的（路二十二：54）。所有猶太

宗教領袖都在尋找反對耶穌的假證據，以便將祂處死。沒有人敢反其道而行！耶穌對這一切誣告保持緘默。 
 

然而，祂並沒有否認自己是人們所期待的彌賽亞，是神的兒子。耶穌說，當祂第二次降臨的時候，人們要看見

祂坐在全能真神的右邊（太二十六：63-64）。那時候，耶穌基督要審判歷史上所有的人！ 
 

大祭司該亞法和祭司長、長老和文士、都找不着能指證耶穌有罪的證據。耶穌基督是完全無辜的！然而，他們

指控祂說僭妄的話，就吐唾沫在祂臉上，用拳頭打祂！這次審問必定是到了淩晨三時才結束，因為鶏在那個時

候開始叫。耶穌被囚在大祭司的院子裏，直到清晨。這時候，看守耶穌的兵丁戲弄祂，又打祂（路二十二：

63-65）。 
 

 (3) 審判在公會前進行，由大祭司主持。 
這次審問記載在路二十二：66-71、太二十七：1 和可十五：1，它是在天亮的時候進行的（路二十二：66）。

公會是猶太人最高的政府機關和法院。公會召開了緊急會議，要正式通過決議把耶穌判處死刑。他們想要在耶

路撒冷的人知道這事之前，以及在安息日的黃昏之前，將這事辦完。他們希望給那在夜間進行的司法程序一個

表面上的合法性。 
 

耶穌再次承認自己是人們所期待的彌賽亞，祂將要坐在全能真神的右邊，祂是神的兒子。“神的兒子”是指神

藉着耶穌基督取了人的樣式，來到世上住在人們中間（約一：1，14）。既然神可以在燃燒的荊棘中顯現（出

三：2-4），祂必定可以藉着一個義人把自己顯明出來！“神的兒子”這個名稱意味着耶穌基督是“那不能看

見之神可看見的像”（西一：15）、“神那不能看見之榮耀屬性可看見的光輝”，以及“那不能看見之神本體

可看見的真像”（來一：3）。 
 

然而，猶太人官方的公會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指證耶穌有罪的證據。耶穌是完全無辜的！雖然公會有權宣判死

刑，但他們無權執行死刑。因此，他們將耶穌帶到羅馬巡撫彼拉多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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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12-24 
問題 2. 為什麼在猶太教當權者面前的審問是不公平的？ 
 

筆記。這些在猶太教當權者面前的審問是不公平的。約十一：49-50 說，猶太人早已決定要處死耶穌。猶太宗

教領袖嫉妒耶穌，因為他們漸漸失去對猶太民族的控制。他們因耶穌公開揭露和譴責他們而惱怒。因此，在猶

太宗教領袖面前的審問，並不是真正的審問，而是虛假的審問。他們密謀殺害耶穌，並且確保要依計行事。他
們打發差役去捉拿耶穌。他們帶來證人，那些全都是假證人。他們定耶穌的罪，但祂是完全無辜的。他們將祂

交給羅馬巡撫。他們挑唆眾人，要揀選巴拉巴，將耶穌釘十字架。他們戲弄祂。他們散布關於祂復活的謊言。

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他們繼續逼迫基督徒。 
 

在耶穌時代，猶太教當權者的嫉妒和憤怒，並不使一般猶太人成為比其他人更卑劣的罪人！謹記，非猶太的羅

馬人同樣不公平地審判耶穌，將祂釘在十字架上。今天，有些國家也拒絕耶穌，並且逼迫基督徒。因此，聖

經：“眾人都犯了罪。”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都需要一個救主來除去他們的罪！ 
 
 

十八：28-40 
問題 3. 哪些羅馬當權者審問耶穌？ 
 

筆記。耶穌在猶太當權者面前三次受審之後，又在羅馬當權者面前三次受審。祂在羅馬當權者面前三次受審，

包括在彼拉多面前第一次受審，接着在希律面前受審，然後在彼拉多面前第二次受審。 
 

 (1) 在彼拉多面前第一次受審。 
羅馬帝國統治巴勒斯坦，彼拉多是猶太的羅馬巡撫。祂是一個自高自大的人（約十九：10）、殘暴的人（路十

三：1）、迷信的人（約十九：8）、只顧自己的人，他害怕失去他在羅馬皇帝面前的良好聲譽。他十分害怕猶

太人會運用他們的影響力把他趕下台。在審問的過程中，一切事情都是為了讓他擺脫這種情況。 
 

當彼拉多問他們為什麼事告耶穌時，猶太領袖說，他們將耶穌帶到彼拉多面前，唯一的原因是耶穌是作惡的
（約十八：30）。這是對彼拉多一個隱晦的威脅，叫他不要作出另一個判決！ 
 

當彼拉多說猶太人可以按着他們自己的律法審問耶穌時，猶太領袖表明他們決意要殺耶穌（約十八：31）。從

路二十三：2 看來，當彼拉多拒絕在沒有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對耶穌作出判決時，猶太領袖指控耶穌三件事

情： 
• 祂扭曲（顛覆）猶太民族 
• 祂禁止猶太人向羅馬政府納稅（進貢） 
• 祂自稱是王。 

因此，他們指控耶穌是一個危險的政治敵人！ 
 

當彼拉多私下查問耶穌時，耶穌向他指出自己確實是王，但不像世上的王。祂是從天上來的，不是要與列國爭

戰來取得政治和軍事權勢。祂來到世上給真理作見證，摧毀一切的謊言。耶穌甚至溫和地邀請巡撫彼拉多歸屬

真理。祂說：“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約十八：37）。 
 

彼拉多出來，到眾人所站之地，就宣告耶穌是完全無辜的。他說：“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來。”（約十八：

38）如果彼拉多是一個誠實的審判者，他會在這個時候釋放耶穌。 
 

然而，猶太領袖立即指控耶穌不斷在加利利和猶太遍地煽惑百姓（路二十三：5）。雖然彼拉多對猶太有完全

的管轄權，他還是將耶穌解到希律王那裏，因為他寧願由另一個人來定耶穌的罪。耶穌來自加利利（拿撒

勒），希律對加利利有管轄權。 
 

 (2) 在希律王面前受審。 
這次審問只記載在路二十三：6-12。雖然希律王問了耶穌許多問題，猶太宗教領袖也極力指控耶穌，耶穌卻一

個也沒有回答。 
 

希律王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控告的理由。然而，他戲弄耶穌，然後把祂送回彼拉多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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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彼拉多面前第二次受審。 
根據路二十三：13-25 的記載，彼拉多召齊猶太人的首領來，對他們說他已經在他們面前審問過耶穌，但希律

王和他都查不出耶穌有什麼罪來。一方面，如果彼拉多把耶穌釘十字架，他害怕那些跟隨耶穌的猶太人。另一

方面，他害怕猶太宗教領袖會煽動猶太民族起來反抗羅馬當權者。 
 

根據太二十七：15-26 的記載，群眾要求彼拉多按照常例在逾越節釋放一個囚犯。彼拉多讓他們在猶太人的王

耶穌和臭名昭彰的叛亂者和殺人犯（甚至對猶太人也是如此）巴拉巴之間作出選擇。他預期群眾會選擇釋放耶

穌。就在那個關鍵時刻，有報信者來到告訴彼拉多，他的妻子在夢中受了許多的苦。那時，猶太人的首領挑唆

眾人，要求釋放巴拉巴，並將耶穌釘十字架。 
 
 

彼拉多仍然堅稱耶穌是完全無辜的。可是，他害怕自己會失去巡撫的職分，就將耶穌鞭打了，交給人去釘十字

架。 
 

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約十八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約十八：1-40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十八：1。 你要像耶穌那樣找一個安靜的地方禱告。 
十八：5。 耶穌從沒有說謊。祂從不否認自己的真正身分。 
十八：8-9。 天父託付給耶穌的人，祂沒有失落一個。 
十八：10。 基督徒絕不應使用武器、發動恐怖活動或聖戰。 
十八：11。 基督徒要寧願接受神所允許的苦難。 
十八：12。 基督徒不應拒捕，因為他們要對高級官員作見證（太 10：17-20）。 
十八：20。 耶穌從來都是明明的對世人說話，在暗地裏並沒有說什麼。祂甚至在人們經常聚集的宗教場所

教訓人。 
十八：21。 耶穌向控告祂的人發出挑戰，去問那些聽過祂說話的人，因為祂所說的，他們都知道。 
十八：23。 耶穌向那些無緣無故打祂的人發出挑戰，要他們證明祂有什麼不是。祂說真話，他們卻打祂，

祂就這不公平的事與他們對質。 
十八：34。 耶穌向巡撫發出挑戰，要他說出自己對耶穌有何信念，而不只是說出別人所說的。 
十八：36。 耶穌明明的說，因為祂的國不屬這世界，所以祂就不為自己爭戰。 
十八：37。 耶穌明明的說，祂是這個國的王，祂的國是透過傳揚真理而擴展的。 
十八：38。 基督徒要有心理準備，他們也可能受審和判處死刑，即使查不出他們有什麼罪來。 
十八：39-40。 基督徒要有心理準備，世上許多人寧願選擇基督徒被殺，讓罪犯繼續活着。 
 

2. 從約十八：1-40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省察自己，也問自己：“我像彼得那樣向主作了什麼承諾嗎？”“我對神的國有什麼抱負嗎？”“我真的了

解我自己嗎？”“我敢不認耶穌嗎？”我求神施恩給我，叫我謙卑下來，用神希望我用來省察自己的方式來省

察自己。 
 

耶穌基督不只是被殺害。祂是特意和甘願捨去自己的生命，作多人的贖價。祂是大君王。祂永遠掌管地上所發

生的一切事情。我真的相信嗎？我要常常警覺，我的生命和終局並不是由無法控制的命運或無法解釋的環境來

主宰，而是由永活主耶穌基督掌管的！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約十八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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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約十八的研經。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約壹一 – 三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5) 愛的管教：箴十三：24。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6.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禱告
	(4) 弗六：4
	準備下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