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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 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C B C W L A 新約讀經班的要求

1.每次上課之前讀完五章聖經

2.參加隨堂測驗

3.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路加福音的金句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9: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加福音的大綱

1. 耶穌的起源 1-3 章

2. 耶穌在加利利 4:1-9:50

3. 耶穌去耶路撒冷 9:51-19:27

4. 耶穌在耶路撒冷 19:28-24:53



路加福音 16-19耶稣的教导与警戒

4.耶穌上耶路撒冷 (9:51-19:27)

16章 今生的享受和来世的福分

17章 儆醒等候主的生活

18章 如何才能进神的国度

19章 神国子民对主的不同态度

5.耶穌的最後一週, 受難與復活 (19:28~24:53)

20章 耶稣的机智答辩



耶穌的最後一週

星期日:騎驢進耶路撒冷, 眾人揮舞棕樹葉歡迎他 19:28-44

星期一:潔淨聖殿19:45-47

星期二: 與國家領袖辯論20章 橄榄山讲论21章

星期三: 無記載

星期四:最後晚餐,橄欖山禱告，耶穌被賣，耶穌受審22章

星期五:耶穌受審，耶穌被釘十字架,屍體被安放在墳墓中23章

星期六:安息日

星期日: 基督復活,向許多人顯現24章



路加福音 4.耶穌的最後一週, 受難與復活 (19:28~24:53)

21-24章 耶稣受難與復活

21章 关于奉献与末世的教训

22章 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23章 人子耶稣受审、被钉与被埋葬

24章 人子耶稣复活、显现与升天



路加福音 21章关于奉献与末世的教训

一、称赞穷寡妇的奉献(1~4节)

二、末世的教训（5-38）

1.豫言圣殿将要被毁(5~6节)

2.末期之前的征兆(7~11节)

3.逼迫（12～19）

4.耶路撒冷的毀滅（20～24）

5. 人子的降臨（25～28）

6.无花果树发芽的比喻─末期必然来临(29~33节）

7.要警醒(34~36节)

8.殿中的教训(37~38节)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 19:28-24:53 21章关于奉献与末世的教训

21:1～4 窮寡婦的奉獻

1 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

2 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

3 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

4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在當時，寡婦很少有賺錢的途徑，所以，窮寡婦幾乎是等於最貧窮之人的

同義詞。這個窮寡婦的奉獻只有兩個小錢, 這是一種非常小的猶太錢幣，

它的幣值很小。

耶穌指出，奉獻的金錢的數量並不代表一切，寡婦的奉獻 數量雖小，卻是所
有人當中最大的，重要的不是一個人給 出的數量，而是一個人為自己留下多
少。如果衡量的標準 是給出去之後所剩下的，她當然是淩駕在他們所有人之
上，因為他們所給的是自己有余的，所以還留下許多；她所給的卻是她所有
的一切，這是真正的奉獻。

我们侍奉主，不在乎做多做少，做大做小，而在乎为主奉献的心意。

這寡婦所投的比眾人
還多。耶穌看錯了嗎？
不可能！但兩個小錢
怎麼可能會比其他人
所投的都多呢？當中
的關鍵在於，其他人
都是自己有剩下的才
拿來捐獻，而寡婦是
連自己的都沒了，仍
願將一切都投進庫裡。
有人注意到這兩個小
錢當中的細節，說到
其實寡婦可以選擇留
下一個，另一個奉獻
出去，這樣也算有奉
獻百分之五十，是很
高的比例了。但是她
選擇全部都投進去了，
一個也不保留，實在
是令人欽佩！

萧牧师每日灵修

耶穌曾說過你的財寶
在哪裡，心也在那裡
（太6:21），財物的

奉獻，能夠表達我們
內心所真實看重的。
寡婦把自己看為神國
的一份子，她所有的
都是神的，她所需的
神不會少給；雖然自
己不足，但顯然神在
她心中的分量，是無
比豐盛完全的。對這
位寡婦而言，神是配
得她全部獻上的神！
對你而言呢？

萧牧师每日灵修



21:5～36 末世講
論

5 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和
供物妆饰的。

6 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
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
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7 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
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1.聖殿的命運（5～7）

耶穌提醒門徒末期不能馬上來臨，也不要想末期的來臨是可以預測的。雖然
聖殿被毀，也不等於說末期馬上要來到， 故此門徒不要被那些冒名彌賽亞，
模仿耶穌的教訓說末期已近的人所誤導。末期臨到之前必然出現天災人禍和
各樣的神跡和異象。谁也不能预测末期什么时候来到。

2.末期之前的征兆（8～11）

8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
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9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
惶，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
期不能立时就到。

10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11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
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现。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1章关于奉献与末世的教训

70DC圣殿完全被毁

无人预知不要猜测

1 要当心假基督

關於耶穌在這裡的
教導，馬太、馬可
福音也都曾提到過，
稱之為「橄欖山講
論」。我們知道耶
穌講這段話的時間
點，是在祂騎驢駒
進耶路撒冷城之後，
表示離耶穌被釘死
在十字架上，只剩
下不到一週的時間
了。
萧牧师每日灵修

耶穌向門徒提到未
來的時間將會遭遇
到的困難在哪裡、
遭受到的逼迫有哪
些，以及門徒應當
要怎麼樣去面對。
顯然，耶穌口中的
預言，和門徒原本
所想像的國度、所
期待的君王，是有
很大落差的。但這
其實就是在幫助門
徒，等將來耶穌不
在他們身旁時，面
對到許多逼迫與挑
戰，能提早做好準
備，好負擔起神國
子民真正的職責！

萧牧师每日灵修

橄榄山在耶
路撒冷城东
客西马尼在
山脚下，翻
过山就到圣
殿



21:5～36 末世講
論12 但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
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
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
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

13 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
证。

14 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
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

15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
驳不倒的。

3.   逼迫（21：12～19）

16 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
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
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

17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

恨恶。

18 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

必不损坏。

19 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

灵魂。(或作必得生命)
在10至11節所描述的事件發生之前，門徒便要遭受逼迫。 但這

卻是門徒作見證的機會。他們不用擔心如何分訴，當危機到來

時，耶穌會親自賜給他們智慧和口才。但無論發生甚麽事情，

門徒都在神的手裏，凡忍耐到底的，必得永生。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1章关于奉献与末世的教训

2
立定心意
忍耐到底

神赐智慧圣灵引导

要有准备

马可13:13

得救得永生

耶穌向門徒提到未
來的時間將會遭遇
到的困難在哪裡、
遭受到的逼迫有哪
些，以及門徒應當
要怎麼樣去面對。
顯然，耶穌口中的
預言，和門徒原本
所想像的國度、所
期待的君王，是有
很大落差的。但這
其實就是在幫助門
徒，等將來耶穌不
在他們身旁時，面
對到許多逼迫與挑
戰，能提早做好準
備，好負擔起神國
子民真正的職責！

萧牧师每日灵修



路加福音 21章关于奉献与末世的教训 21:5～36 末世講論

20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
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

21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
，不要进城。

22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
写的都得应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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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
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
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4 耶路撒冷的毀滅（20～24）

人子再來前會發生天象的混亂，地上也發生困苦，這一切 之後，
人子就要有能力有大榮耀地降臨，雖然世人恐懼戰兢，門徒卻要
充滿盼望和喜樂。

25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

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

响声，就慌慌不定。

26 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

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

体。

27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

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28 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

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5.  人子的降臨（25～28）

提多攻入杀110万掳10万

但7:13

對於現今的門徒而
言，橄欖山的講論
同樣是非常寶貴的
提醒。我們可以思
考，對於耶穌所賜
下的國度，和我們
心裡原本所想要過
的、實際上所面對
的生活，有沒有什
麼不同？

若是我們仍然讓一
些偏差的觀念，影
響我們如何過今生
的生活，好比說：
信了主就如同拿到
進天堂的門票；怎
麼過日子，是我的
事，就算混吃等死
也無所謂⋯⋯。類
似這樣觀念，同樣
需要被矯正過來！
萧牧师每日灵修



29 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
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30 他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
晓得夏天近了。

31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
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32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
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33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夏天來臨時，無花果樹和其它各樣
的樹競相發芽，宣告夏 天已來臨。

34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

35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
一切居住的人。

36 你们要时时儆醒，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6.無花果樹的比喻 末期必然來臨（29～33） 7.要儆醒（34～36）

門徒一定要儆醒禱告，做神忠心有
見識的好管家，這樣主再來的時候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8.21:37～38 殿中教訓

37 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
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

38 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
里，要听他讲道。

而耶穌所預言這些災難其實是一個希

望的征兆， 說明天國已臨近。這些

兆頭的應驗就是主來臨的征兆了。

天地要廢去，但主的預言不會廢去。

要时时预备

不可掉以轻
心

一切交付给主

3

路加福音 21章关于奉献与末世的教训 21:5～36 末世講論

對於主再來的
日子，我想再
次提醒大家，
不用花功夫去
猜測時間，穿
鑿附會地去研
究兆頭、聽預
言⋯⋯等等。有
更重要的事值
得我們去做，
就是「常在主
裡」，保持我
們與主耶穌之
間有一個真實、
活潑的關係。
這樣子，我們
便已經是在享
受著與主同在
的時間了！
萧牧师每日

灵修

耶穌要我們有
一個居安思危
的觀念，到主
再來以前的這
段時間，保持
警醒，做好準
備。知道自己
可以如何面對
眼前所見到許
多天災、人禍
的發生，倚靠
祂平安度過每
一天
萧牧师每日

灵修



路加福音 22章 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一、猶大賣主的交易(1~6节)

二、豫备逾越节的筵席(7~13节)

三、最后的晚餐(14~23节)耶穌預言被賣（21～23
）

四、门徒争论谁为大(24~30节)主的賞賜（28～30
）

五、豫言彼得不认主(31~34节)

六、兩把刀(35~38节)

七、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39~46节)

八、被卖和被捕(47~53节)

九、彼得三次否认主(54~62节)

十、被戏弄和审问(63~71节)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2章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1. 猶大賣主的交易（1～6）

1 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

2 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

3 这时，撒但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4 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5 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

6 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酵節和逾越節是兩個節期，但實際習俗上卻是連在一起慶祝。逾越節是在
尼散月（大概等於陽歷3月到4月之 間）14和15日慶祝，在14日的下午，逾越
節的羔羊要在聖殿裏宰殺。因為猶太人一日之始在日落，所以該日的黃昏已
經是15日的開始了，而逾越節的筵席就在此時舉行。除酵節由該月的15日開
始，一直持續到該月的21日。

如果猶大不向撒但敞開心，撒但絕無可能進入猶大心中。

(出埃及记12:15~19)。

为了30两银子出卖
自己的灵魂，他不
愿跟随耶稣吃很多
苦

尼散月
15-21
日14-
15日



22章 22:1～38  最後的晚餐

2. 預備逾越节的筵席（7～13）

7 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8 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
们吃。

9 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10 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11 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
节的筵席。

12 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13 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
席。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2章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圣灵引导必成就，哪怕初看不可能

猶太人的第一個逾越
節，是他們還在埃及
的時候，那時他們已
被苦待多年，神興起
摩西準備要帶領他們
脫離為奴之地。當年，
神要他們殺一隻羔羊，
並要將羔羊的血塗抹
在左右門楣以及門框
上，這樣一來，神的
使者只要一見到血的
記號就會越過去，而
沒有這記號的埃及人，
家中的長子就會被擊
殺（出12:1-28），世

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以
守逾越節來紀念神的
恩典。

萧牧师每日灵修



22:1～38 最後的晚餐 3.最後晚餐（14～20）

14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

15 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16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17 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

18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

19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
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20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
来的。

筵席一開始，耶穌首先說祂不久後就要受難，這是與門徒在神國完全降
臨之前最後的晚餐。

主耶穌設立神聖的主餐的記念方式，叫以後歷世歷代跟從 祂的人，都
記念祂。祂首先給門徒擘餅，象征祂即將為他 們舍去的身體；然後
是杯，是用祂的寶血所立的新約。

「新約」是先知耶利米所預言過的（耶31：31-34 ），並 在希伯來書
中被引用（8：6-13） 。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2章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主餐
圣餐

耶穌知道自己即將面對
的苦難，說這話的時候，
門徒的心是否與耶穌一
樣呢？我們每當在守主
餐記念主的時候，我們
的心，是否也能夠與主
相契合呢？

對我們而言，耶穌就是
逾越節的羊羔，我們之
所以能夠同領主的餅、
主的杯，是因為祂的捨
身、流血，能夠潔淨我
們的罪，免去我們的刑
罰。這是祂為我們預備
的，使我們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加2:20）。我們，還

可以如何預備自己，被
主所用呢？

萧牧师每日灵修



22:1～38 最後的晚餐

4. 耶穌預言被賣（21～23）

21 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22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23 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作这事。

5.爭論誰最大（24～27）

24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25 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26 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
。

27 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服事人的。

緊接主餐之後，門徒中間竟然起了爭論，辯他們哪個為大！ 這是 一件很讓

人痛心的事情。門徒不明白主剛才說餅和杯的意義，他們的心仍然被屬世的

驕傲所纏繞。主講了一個跟世界大相徑庭的觀念：屬主的人想要為大， 倒

要像年幼的；那些要為首的，倒要謙卑的服侍其他人。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2章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问是我吗？意思是不是我，却不深纠

转眼间想要成为最大

这是颠覆
世俗的观
念

耶穌是要我們效
法祂的樣式，在
服事中學習謙卑，
只有當我們實際
參與在各樣的事
奉當中，才真正
地能夠操練到這
樣的功課。為了
主，也為了你的
緣故，我鼓勵你
一定要參與一項
事奉，好更加被
主塑造！
萧牧师每日灵修



最后的晚餐 达.芬奇（1494-1498）

众门徒：是我吗？



22:1～38 最後的晚餐

6.主的賞賜（28～30）

28 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
们。

29 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
样。

30 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
派。

主稱贊門徒，在磨煉之中常和祂同在，
雖然不久之後還要 撇棄祂逃跑；然而，
主體恤門徒的軟弱，知道他們最終會成
為合神心意的器皿，並為祂的名受到逼迫
。他們的賞賜 是當基督再來時，與祂坐
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 派，與
祂一同作王，治理新的以色列國。

7.預言彼得否認主（31～34）

31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但想要

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

样。

32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

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

的弟兄。

33 彼得说，主阿，我就是同你下监

，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34 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

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

四卷福音書全都記載了耶穌預言彼

得要三次不認主，只有路加提到撒

但的作為。

门徒的信心要靠主
坚固

靠自己靠不住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2章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撒旦与神争夺门徒

連會三次不認主的
彼得，耶穌都願意
為他祈求，使他不
致失去信心，回頭
以後，還能堅固他
的弟兄。這讓偶爾
信心軟弱、甚至跌
倒的我們，更加感
到有希望。

萧牧师每日灵修



22:1～38 最後的晚餐

8.兩把刀（35～38）

35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
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

36 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
的要卖衣服买刀。

37 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
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

38 他们说，主阿，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

與之前差派使徒不同的是，如今主讓他們帶著各樣的東西 上路，並再
次預言自己的受難，讓門徒明白他們將要面對的境況，而這正是主新
的吩咐的原因。然而門徒的心思全被物質所支配，所以回答說“這
裏有兩把刀”。主說“夠了”是因為他們不明白主的意思，不必再
說了。

要预备属灵的征战， 要预备属灵的武器(弗6：17)

弗6:17并戴上救

恩的头盔；拿着
圣灵的宝剑，就
是神的道；

门徒与主的
想法不在同
一天轨迹上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2章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不要再说了！



撒但想要得著妳們，好篩妳們像 篩麥子一樣（路22：31）

·



22:39～46 客西馬尼園禱告

39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

40 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41 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

42 说，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43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44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45 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46 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晚餐結束後，耶穌和門徒前往橄欖山去。祂提醒他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耶穌跪下禱告，面對著那擺在前頭的、可怕的死亡，耶穌的禱告顯露出其人性
的一面，祂極其傷痛，所以祂禱告說︰父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但祂的禱
告是以神的旨意為中心。祂祈求讓神的旨意能夠被成就，特別說不要成就我的
意思。

人离了主就会迷失方向

免被撒旦迷惑

耶稣承受极大的痛苦

因为史上一切罪恶都
加到耶稣的身上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2章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顺从天父的命令去行

门徒无法体会耶稣的
痛苦，睡着了



22:47～ 54a 人子被出卖，被捕

47 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

近耶稣，要与他亲嘴。

48 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

49 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阿，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

50 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

51 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52 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
，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

53 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
掌权了。

54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

彼得，见约
18：10顺

从
天
父
的
安
排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2章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收刀入鞘吧！



22:54b～62 彼得三次不認主
54b 彼得远远地跟着。

55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56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
是同那人一伙的。

57 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58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
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59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
他也是加利利人。

60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

61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62 他就出去痛哭。

彼得三次否認主，四卷福音書都有記載， 只有路加提及 主轉過身來看他
，使彼得回想起耶穌的預言來，這把彼得給徹底擊垮了，他就出去痛哭。

为自己的软弱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2章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路加独有

彼得在大
祭司的宅
子里三次
不认主



63 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

64 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65 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

22:66～71  耶穌在公會受審

66 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

的公会里，

67 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
不信。

68 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

69 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权能的右边。

70 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

71 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22:63～65  兵丁戲弄耶穌
看守的无耻嘴脸，人性的恶

耶稣的见证，坚持不退让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2章人子耶稣受难前夕

审判1

儘管受到許多的不
公、不義、不仁、
不愛⋯⋯的種種對待，
這時候的耶穌都還
能夠一一地承受，
讓我們看到祂在一
開始的禱告有多重
要，祂說：「父啊！
你若願意，就把這
杯撤去；然而，不
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
思。」我們一起來
學習，如何因著禱
告來順服神的旨意，
好讓我們能夠有能
力，面對生命中的
挑戰！
萧牧师每日灵修



路加福音 23章 人子耶稣受审、被钉与被埋葬

一、受彼拉多初审(1~7节)

二、受希律审问(8~12节)

三、受彼拉多再审后被判(13~25节)

四、往加略山之路(26~31节)

五、钉十字架(32~38节)

六、悔改的強盜(39~43节)

七、耶穌的死（44～49）

八、被埋葬(50~56节)



耶穌受審（22:66-23:25）

公會里受審：是神的兒子嗎？（22:66-71）

彼拉多面前受審：是猶太人的王嗎？（23:1-5）

希律面前受審（23:6-12）

彼拉多面前再審：三次宣告無罪，兩次要釋放耶穌（23:13-25

）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3章人子受审被钉被埋葬

23:1～5 耶穌在彼拉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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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
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
里了。

在耶穌的時代，猶太人並沒有權力執行
死刑。死刑得由羅 馬總督裁決，並由羅
馬官員執行。所以猶太人要把耶穌帶 到
彼拉多面前。而羅馬政府又不願意管那
些宗教有關的事 情，猶太人就把控告耶
穌的罪名便改變成政治性的。彼拉多審
判的結果是：沒有證據以政治上的理由
來定祂的罪。

23:6～12 耶穌在希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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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站着极力地告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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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拉多設法推掉這件棘手的案件，猶
太人刻意提到耶穌來 自加利利，加利
利是希律安提帕的轄地，那時他正在
耶路 撒冷守逾越節。於是，彼拉多便
把這案件轉送到希律那裏 去。主在希
律面前完全保持緘默希律對耶穌很藐
視，視耶穌為一個笑柄。

审判2

审判3

不讳言
身份 想看魔术

见约翰福音
18:33-38

耶稣回答

我的国不属这
世界

我为真理做见
证

第一次



23:13～25 耶穌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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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他没有作什么该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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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作了什么恶事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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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拉多本意不想但被迫判耶穌死罪
。彼拉多承認耶穌是無 罪的，福音
書都清楚說明他曾經多次嘗試避免
宣判耶穌的死刑。但在猶太人恐嚇
之下和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他最
後仍然屈從於猶太人的要求。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3章人子受审被钉被埋葬

审判4

无罪的
耶稣

約1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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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凯撒了。」

被判死刑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23:26～31 往加略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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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为他号啕痛哭。

28 耶稣转身对她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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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開始走向各各他的行程時，背著祂的十字架；但祂顯 然因受的鞭打而虛弱
不堪，所以兵丁強迫一個過路人來作 這件事。這個人名叫西門，來自古利奈
。

路上，一群支持祂的跟從者為祂痛哭。祂稱呼人群中的婦 女為耶路撒冷的女子
，叫她們不應為祂難過，反而要為自己難過，主顯然在指將要臨到耶路撒冷的
可怕毀滅 。

有汁水的樹比喻主耶穌，不信的以色列人則是枯幹的樹。 無罪、無辜的神兒子
要遭受這樣的羞辱和痛苦，而這班謀殺神愛子的兇手，將來會有什麽樣的結局
呢？

古利奈，属北非利比亚

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

神的惩罚就在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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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的耶稣

有罪的以色列人



23:32～38  釘十字架

32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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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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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十字架在中間，祂的兩旁各有

一個犯人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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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各他山顶

這應驗了以賽亞書53:12節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應驗了詩篇二十二篇18節的預言。十字架上的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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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敌人

不救
自己



23:39～43 悔改的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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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
一件不好的事。

42 就说，耶稣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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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釘的兩個犯人之一也象周圍的人一
樣譏笑主。路加特別 記述另一犯人所
做的事：他起初可能亦譏笑耶穌，後
來卻 承認自己有罪，而耶穌是無罪
的。他這最後一刻的信心和 悔改被
接納了，耶穌應許他會在樂園稱義的
人中間。

23:44～49 耶穌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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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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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地站着，看这些事。

殿中的幔子從當中裂成兩半：象征
從今以後通向神的門經已敞開，藉
著耶穌人人都可進來（來9:8-14，
10:19-20）

耶穌借著詩篇三十一篇5節的話，
把自己的靈魂交在神手裏。祂去世
的情形使旁觀的百夫長也歸榮耀給
神，信耶穌是無罪的。

悔改信主就得救

十字架上的话
3

十字架上的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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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神的们开了

我們每個人的一生，
也像那兩個與耶穌
同釘十架的人一樣，
在面對耶穌時，要
做出一個選擇。信
主的人罪被赦免，
不信的人要被定罪；
一個是「向罪死」
選擇永生（羅6:11 

這樣，你們向罪也
當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穌裡，
卻當看自己是活
的。）；另一個是
「死在罪中」而選
擇滅亡（約8:24 所

以我對你們說，你
們要死在罪中。你
們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這個選擇決定了你
在永恆的歸宿。感
謝主，這是我們每
個信主的人都有的
確據與盼望！
萧牧师每日灵修

希伯來書10:19-20  弟

兄們，我們既因耶穌
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
聖所，是藉著他給我
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
的路，從幔子經過，
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耶穌被釘十字架（23:26-43）

地點：髑髏地（各各他）

人物：耶穌和兩個犯人；兵丁，百姓，官府

事件：

23：34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

晓得。」

23：43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



十架七言

傳統的十架七言，先後次序如下：

(一)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廿三34)  

(二)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了。(路廿三43)

(三) 「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約十九26-27)

(四)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太廿七46；可十五34)

(五) 我渴了。(約十九28)

(六) 成了！(約十九30)

(七) 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路廿三46；參約十九30)



耶穌的死（23:44-49）

時間：午正直到申初

事件：日頭變黑；殿里幔子從中裂為兩半

2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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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夫長的反應：

23：47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
义人！」



耶穌为谁而死？

整個審問過程當中，證實耶穌是無罪的 (14-15)；然而最後還是將祂釘上十字架。是誰

釘耶穌的呢？真的就只有彼拉多、公會的人，或當時的群眾而已嗎？你還有想到誰沒有

？其實，耶穌是為了你、我而被釘的。

彼得前書2: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

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這也就是每次讀到耶穌受苦道路時，我們需要格外用心體會主所走的每一步，體會主所

受的羞辱與痛苦。

羅馬書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

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當我們更深感受到主的痛苦，我們也就更能體會到神對我們的愛，感謝救主耶穌，祂是

為你、為我上十字架的！

摘自萧牧师每日灵修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十字架的意義：代替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林後 5:21）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有古卷：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彼前3:18）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羅3:25）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羅4:25）

十字架的顯明：神的愛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 5:8）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十字架的功用：得兒子的名分與榮耀

羅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

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29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

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

30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

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

加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

信神

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路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

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

十字架 来跟从我。

24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

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

生命。

悔改得赦，因信稱義，靠主得生



23:50～56 耶穌的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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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她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所有福音書都一致說亞利馬太的約瑟帶頭埋葬耶穌，也有一些婦人與他同去。

他是公會的一員（議士），但他並不贊同將耶穌處死，路加還提及他善良公義

，以及他素常盼望神國。

預備日是在星期五，眾人要在這天為守安息日預 備妥當。由於安息日不可做工

，而星期五即將退出，太陽一下山，安息日就開始了，所以，埋葬的工作必須

盡快完成。他們把身體安放在墳墓裏，然後婦女們就回去她 們居住的地方，預

備好必須用的材料，等安息日過去時可以作適當的膏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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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复活了(1~12节)

二、以马忤斯路上(13~35节)

三、複活的主向門徒顯現(36~43节)

四、聖經的應驗(44~49节)

五、人子耶稣升天(50~53节)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4章 耶稣复活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4章 耶稣复活

24:1～10 主複活了！！！

1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

2 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3 她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4 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

5 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她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

6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记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

7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8 她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9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10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马利亚
，还有与她们在一处的妇女。

七日的頭一日就是星期日。婦女帶著香料到墳墓，要照猶太人的傳統風俗膏
耶稣的身體，婦女對主的愛並沒有因祂 的死而改變。天使向她們宣告主耶
稣已複活。最早發現主複活的是一群忠誠跟隨主愛主事奉主的婦女， 雖然
她們在當時不爲人所重視，但因爲愛主的緣故而成爲 主複活的最早一批見
證人。

最爲重要與具挑戰性的問題，是天使所提出的：‘爲什麽 在死人中找活
人呢？’現在仍有人要在死人中尋找耶稣。



24:11-12 使徒和彼得的反應

11 她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

12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

去了，心里希奇所成的事。

使徒以爲是胡言，就不相信。

彼得跑到墳墓前，見細麻布獨在一處，墳墓已空。他回去 時心裏希

奇所成的事。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4章 耶稣复活



24:13～35 往以馬忤斯的路上

13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
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
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14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15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
他们，和他们同行。

16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

17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
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
着愁容。

18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革流巴的，回答
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
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19 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
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
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

20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

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

21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

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

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

22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

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

里。

23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

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

了。

24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

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

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25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

信得太迟钝了。

26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

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4章 耶稣复活

真实
动人

耶穌現在正站
在他們的眼前，
他們就是沒認
出祂！

我们认出基
督了吗？



24:13～35 往以馬忤斯的路上

27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28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29 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

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

30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

31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

32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33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

集在一处。

34 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

35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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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原因讓這兩個門
徒眼睛模糊？我們不
得而知，但必須承認
的是，我們有時也無
法看清耶穌⋯⋯；

什麼原因讓這兩個門
徒無法理解空墳的證
據、信得遲鈍？我們
不得而知，但必須承
認的是，我們的理性
有限、又缺乏信心，
有時候怎麼想也想不
明白神的安排。當復
活的主出現在我們身
邊，與我們同行時，
你是否可以認出耶穌
呢？
萧牧师每日灵修



24:13～35 往以馬忤斯的路上

這是主少數幾次顯現中的一次，對象是這些卑微不爲人知 的門徒，但故事

非常動人。

主複活當天下午，在往以馬忤斯的路上，有兩個門徒邊走路邊談論所發生的事

。主親自就近他們，與他們同行，並參與他們的談話，解答他們的疑問，他們

卻沒認出他是誰。

當聽到兩門徒對主受難和複活的事困惑不解時，祂一針見血地說出他們的無

知，對先知的預言和神啓示的話語信得太遲鈍。主與他們談論聖經，從摩西

五經談到衆先知書，指出聖經都是爲祂作見證，預言祂的受害直至進入榮耀

。 藉著主 耶稣講解查經，兩門徒不但明白了真理，更對祂就是那應許降世

的基督認識更多，心中就火熱起來。

兩門徒不願讓主離去，挽留一起住下。當晚餐主親自擘餅祝謝時，他們的眼睛

就明亮了，認出祂就是複活的主，但主忽然不見了。然而主留下神的話、真理

的道在他們心中， 使他們熱心爲主作見證，甚至不顧天黑立刻返回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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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6～43 複活的主向門徒顯現

36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37 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38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39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40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41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42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有古卷在此有和一块蜜房）

43 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複活後的主，身體雖有改變，但有骨有肉。耶稣向他們展 示祂的血肉軀體

：祂的手、祂的腳，身上仍帶著肋旁的槍 傷和手腳上的釘痕，不單可摸，

還與他們一同享用食物。 以證實祂確已從死裏複活。主複活後的一再顯現

，是要門徒信心堅定，不要懷疑。

路加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19:28-24:53    24章 耶稣复活



羅馬書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

明是神的兒子。

歌羅西書2:12 你們既受浸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

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神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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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4～49 聖經的應驗

44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45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46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47 并且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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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複活後的主，身體雖有改變，但有骨有肉。耶稣向他們展 示祂的血肉軀體
：祂的手、祂的腳，身上仍帶著肋旁的槍 傷和手腳上的釘痕，不單可摸，
還與他們一同享用食物。 以證實祂確已從死裏複活。主複活後的一再顯現
，是要門 徒信心堅定，不要懷疑。

爲了使門徒明白舊約指著耶稣的預言，祂再一次重複以馬 忤斯路上的教導
，並且加添了兩點；命令他們到萬邦傳揚 悔改和赦罪的道。這一切都應驗
了舊約的預言。門徒就是 主複活的見證，他們必須出去傳揚這榮耀的信息
。但他們 必須先等候父的應許：神會賜下從上頭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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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

要讓我們看到耶穌與

聖經之間的關係，舊

約裡指著耶穌的話都

必須應驗。神透過聖

經向我們啟示，祂要

將救贖的恩典賜給世

上萬國萬民的這樣一

個偉大的計畫，是透

過神的兒子耶穌而成

就的。現在，完成這

個計畫的任務，已經

交在教會的手中。我

們應當奉耶穌的名去

傳悔改、赦罪的道，

直傳到萬邦，加入歷

世歷代聖徒的行列，

為耶穌作見證！

萧牧师每日灵修



24:50～53 人子耶稣升天

50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

51 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

。

52 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去。

53 常在殿里称颂神。

耶稣升天的事實再次見證了人子耶稣就是神的兒子

，道成的人子耶稣，在成功完成了神的救恩計劃後

，按照天父所 預定的，再次回到天上，升為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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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大尼，位于橄
榄山东麓，（可
11:11，路21:37，）

是约但河西一个
小小的村庄，离
耶路撒冷约六里
之遥

他曾在此使拉撒
路复活，并且医
治了患麻疯的西
满，西满感激之
余，在家中为主
和他的门徒摆设
筵席。（太
26:6～7。）爱主

至深的玛利亚，
就是在此筵席中，
抓住了千载难逢
的机会，将至贵
的真哪哒香膏，
浇在主耶稣头上，
成就了永远的美
事。

亦为马大、马
利亚、与拉撒
路的居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