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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最後的晚餐 
                                                                            ——馬可福音14:1-72 

 

 
在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畫家，他有兩幅聞名於世的作品，堪稱人類繪畫的完美傑

作，大家猜猜這個人是誰？其中一幅畫與今天馬可福音的內容相關，我想大家看到這個課程的題目

也知道這位畫家是誰？達芬奇的名畫最後的晚餐，將主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刻畫得生動逼真，細緻入

微，十二個門徒的眼神，手勢，姿態個不相同，甚至許多人研究這幅畫，認為其中藏著震驚世界的

秘密。 

我們今天來查考的就是這最後的晚餐時所發生的事，這幅畫中所描繪的到底是個怎麼樣的歷史

故事，主耶穌為什麼聚集十二個門徒一起吃飯，為什麼稱之為最後的晚餐，到底是畫中哪一個人出

賣了主耶穌？ 

 
 

 

 

 
一、第一段落：逾越節的晚餐（14:1-42） 
A 、最後的晚餐（1 4 :1 －2 5 ） 

14:1過兩天是逾越節，又是除酵節，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用詭計捉拿耶穌殺他。 

14:2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亂。 

14:3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裡坐席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

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 

14:4有幾個人心中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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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賙濟窮人，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 

14:6耶穌說，由他罷，為甚麼難為他呢？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14:7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14:8他所作的，是盡他所能的，他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 

14:9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記念。 

14:10十二門徒之中有一個加略人猶大，去見祭司長，要把耶穌交給他們。 

14:11他們聽見就歡喜，又應許給他銀子，他就尋思如何得便，把耶穌交給他們。 

14:12除酵節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門徒對耶穌說，你喫逾越節的筵席，要我們往

那裡去預備呢。 

14:13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進城去，必有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就跟著

他。 

14:14他進那家去，你們就對那家的主人說，夫子說，客房在那裡，我與門徒好在那裡喫逾越節的

筵席。 

14:15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你們就在那裡為我們預備。 

14:16門徒出去，進了城，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 

14:17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來了。 

14:18他們坐席正喫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喫的人要賣我了。 

14:19他們就憂愁起來，一個一個的問他說，是我麼。 

14:20耶穌對他們說，是十二個門徒中同我蘸手在盤子裡的那個人。 

14:21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14:22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 

14:23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 

14:24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 

14:25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國裡，喝新的那日子。 

 

 
從這一章開始主耶穌對自己受難的預言將要應驗，1節介紹當時的日子，是在逾越節前兩天，

又是除酵節，因為逾越節的第二天就是除酵節。祭司長和文士一起商量想要詭計捉拿耶穌殺了祂，

但是他們又不敢在這個日子裡做這事。因為在節日裡猶太人都要來到耶路撒冷過節，那麼多百姓聚

在一起，如果他們公然捉拿耶穌，害怕引起百姓的動亂。 

3到9節記敘的是瑪利亞香膏抹主的事，當時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瘋的西門家裡坐席，也就是主

耶穌在西門的家裡一起吃飯。有一個人女人，也就是瑪利亞（約12:3），她拿著一瓶用玉瓶裝著的

真哪噠香膏，那種香膏產自印度，是從一種哪噠的植物根莖中提煉出來的香油煉製而成，非常昂貴。

瑪利亞拿著香膏，將玉瓶打破，把裡面的香膏澆在了耶穌的頭上。 

當時在場的有幾個人心中很不高興，這幾個人是門徒（太26:8），其中包括那個賣耶穌的猶大

（約12:4-5）。他們看到瑪利亞所做的，就說何必浪費這麼貴的香膏呢，這個香膏值三十多兩銀子，

也就是相當於那個時候一個工人一年的工錢，確實非常昂貴。當時門徒覺得這香膏那麼貴，將它賣

了可以得到三十多兩銀子周濟窮人，現在卻被她澆在耶穌頭上，所以就向瑪利亞生氣。因為那時候，

回耶路撒冷過節的人都會去行周濟窮人的善事（約13:29，加2:10），門徒在這裡很生氣，是他們心

中的價值觀依然是地上的，香膏的價值和窮人的需要，門徒們說的沒錯，是應該周濟窮人。但是主

耶穌所看重的是對祂不計代價的奉獻，而不是精打細算後的結果，如保羅說，主所愛的是捐得樂意

得人，而不是精打細算的人（林後9:7）。 

所以主耶穌在這裡反問門徒為什麼要責備她，她在祂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為常有窮人與門

徒們同在，要向窮人行善隨時都可以，然而主耶穌卻不能常與門徒同在。主耶穌在這裡其實已經在

告訴門徒祂將要離開他們了，十字架的救恩將要成就，祂將如前幾次預言的那樣受難。而且從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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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中也明白基督徒行事的次序，那個時候有許多現實的需要，那麼到底哪個才是最優先的，我們不

可能填補所欲的需要，主耶穌也沒有讓我們這麼做。雖然幫助窮人是應該的，但是這這個時刻，珍

惜與主在一起的時間更為寶貴。在現實中也是如此，我們有許多各樣的事情要做，但是要有優先的

次序，應當以主的事情為優先，難道事情上所有的事當我們沒有辦法顧及的時候神也不做工嗎？斷

然不會，神一樣會動工。 

第8節中主耶穌說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表達她對主耶穌感激和尊敬之情，因為主耶穌即將要受

死，趁著主耶穌還與他們同在的時候，盡自己的力表達她的心意。瑪利亞在這裡所做的，是我們所

學習的榜樣：一，她全心全意為主獻上，她對主的尊崇與感恩；二，她竭盡所能，將她所有的為主

獻上，那是她對主的愛和忠心；三，她珍惜與主同在的時刻，我們也一樣，在我們還活在世上，能

夠與主同行為主作工的時候，當珍惜這光陰。 

8節後半句主耶穌說瑪利亞是為祂安葬的事預先將香膏澆在祂身上，因為古時候猶太人有殯葬

的習俗，在人死後用香膏膏他的身體，然後用西麻布裹上香料安葬（可16:1，約19:40）。在9節主

耶穌不僅肯定瑪利亞所做的，而且要門徒傳揚她所做的，主耶穌說在普天之下，我們無論在什麼地

方傳揚主的福音，也要講述瑪利亞在主身上所作的事，因為她的行為是所有人的榜樣，她愛主，竭

盡所能為主獻上她的所有。 

10到11節是猶大所做的事，他是加略人，去見了祭司長，要把耶穌是交給他們，祭司長他們聽

了非常高興，因為他們正愁找不到機會抓耶穌，猶大所說的正中他們下懷。就應許猶大如果事成了

就給他銀子，按照馬太福音26:15，祭司們給了猶大三十塊銀子，相當於一個奴隸的估價（出

21:32）。猶大就想尋找一個群眾不在場的機會，通知祭司們來捉拿耶穌，因為前面提到逾越節快

到了過節的百姓很多，他們信服耶穌，祭司長老們正因為顧忌當場抓了耶穌會引起騷亂才沒有動作，

猶大是耶穌身邊的門徒，當然知道什麼時機來抓耶穌不會引起動亂。 

12到16節，預備逾越節筵席，除酵節的第一天，也就是宰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是

預備日，逾越節的前一天，準備除去家裡所有的酵，準備逾越節的羔羊。門徒們就問耶穌去哪裏預

備逾越節的筵席。耶穌吩咐彼得和約翰（路22:8）讓他們進耶路撒冷去，告訴他們必定會看到有人

拿著一瓶水，迎面走來，他們就跟著他走。到了那人的家，等他進了家門，門徒就對那家的主人說，

夫子說，客房在哪裏，可以讓祂和門徒在那裡吃逾越節的筵席。那個主人必定會指給他們一棟擺設

整齊的大樓，你們就在那裡預備逾越節的晚餐。彼得和約翰按照主耶穌的吩咐去了耶路撒冷，果然

一切如主耶穌所說的那樣，他們就在那樓里預備逾越節的筵席。根據聖經學者考證，這家的主人大

約是馬可的父母親，那棟樓可能是五旬節之前，一百二十名門徒聚集禱告的那個樓（路22:12，徒

1:13-15），後來稱那樓為馬可樓。但聖經裡沒有明確告訴我們，從經文中我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

出於神的安排，神預備了一切。 

17節，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門徒都來到那樓里，他們正坐在那裡吃的時候，耶穌就告訴門徒

說，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耶穌了。主耶穌在這裡說這話一方面是告訴門徒將要發生的事，另一方

面是希望猶大可以懸崕勒馬，不做出賣主的事。然而猶大依然沒有悔改，那時候魔鬼已經入了他的

心（約13:27），其他的門徒就心裡憂愁，一個一個地問耶穌，是不是他。耶穌就對他們說，是那

個與祂一起在盤子里蘸手吃飯的人，當時猶太人吃飯，一起吃羊肉，餅，苦菜等，吃的時候，會有

一盤用水果，醋等熬成的調味醬，每一個人拿著餅蘸著調味醬吃。所以，猶大那個時候與主耶穌一

起吃飯，也會在那盤子里蘸著醬。 

主耶穌21節告訴門徒人子必然是要去世的，就如經上記著的，也就是詩篇22篇和以賽亞書53章

對於主耶穌的預言。但是那個賣人子的人有禍了，主耶穌感嘆說那人不如不生在世上，因為祂看到

那人的結局是悲慘的。有很多人質疑說，如果猶大不賣主，主耶穌怎麼被釘十字架呢，猶大豈不是

做了一件好事。這種想法完全錯了，因為主耶穌要成就的事，必然會成就，如果猶大不賣主，祭司

長老們照樣可以來捉拿耶穌，神所計劃的救恩計劃照樣會成就。主耶穌在這裡明明知道猶大要賣祂，

祂依然愛猶大，希望猶大悔改，並且告訴猶大人子必然要去世的，賣祂的人會很悲慘，猶大依然不

為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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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到24節，主耶穌設立聖餐，在他們吃的時候，主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

這是我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門徒，門徒門都喝了，耶穌告訴他們這是祂立約的血，

為多人流出來。耶穌的這幾句話，雖然在當時門徒可能並不明白，但是後來他們就明白了，主耶穌

在告訴他們祂將會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祂的身體被釘，祂流的寶血是設立新約的憑據（9:14-15），

門徒門要紀念主耶穌為世人所捨的身體，所流的寶血，用擘餅和喝杯來紀念主為我們所做的。主耶

穌將要離開，不會再喝這葡萄汁，然而等到將來在神國裡，再一同坐席，主耶穌在預言將來會一同

在神的國度裡，並且喝新杯的日子，在千禧年的國度中，我們會與主一同坐席（啟3:20）。 

 

 
逾越節：逾越節是以色列每年重要的節期之一，是為幾年耶和華神帶領他們的祖先出埃及，日子

是在猶太歷正月（尼散月）十四日晚上舉行，即公曆的三月和四月間，歷時七天。正月十四逾越節

那天，黃昏的時候，要宰殺逾越節的羊羔，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一起吃。逾越節的來歷記敘

在出埃及（12:1-36），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前一夜，耶和華的天使擊殺埃及地所有的長子，越過以

色列人的房屋，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每年的這一天為逾越節，以色列人的男丁每年都要上耶路撒

冷守節。 

除酵節：除酵節是在猶太歷的正月十五日，也就是逾越節的第二天開始（利23:6-8），一連七

天都要吃無酵餅，在過節前家裡所有的酵和有酵的東西都要找出來燒掉（出12:19）。 

 
1. 主耶穌和門徒吃逾越節的筵席到底是哪天？ 

（1）根據馬可這裡12節的記載，是除酵節的第一天，宰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所以主

耶穌和門徒一起吃的是逾越節的晚餐。根據利未記和出埃及中關於逾越節和除酵節的

記載，參看重點詞彙，逾越節是在14日，除酵節是在逾越節第二天15日開始到21日結

束，共七天。猶太人常將逾越節那天一起算在除酵節中，即把正月14日算為除酵節。 

（2）根據猶太厲（聖殿厲），猶太厲的一天是從傍晚六時到第二天傍晚六時為一天。

因為根據猶太厲正月14日日落時分開始算起，知道21日日落時分為止是除酵節，除酵

節的第一天是指正月14（週四）傍晚六時到正月15（週五）傍晚六時，也就是逾越節。 

（3）加利利歷是當時羅馬的時間算法，早上日出到第二天日出算為一天。耶穌和門徒

們都是加利利人，所以他們根據加利利的算法來過逾越節，週四早上開始就是約越節

了，所以門徒預備了地方準備過逾越節，主耶穌和門徒一起在週四的晚上吃逾越節的

晚餐。 

2. 瑪利亞香膏抹主和耶穌與門徒一同坐席吃最後的晚餐，分別還記載在馬太福音26:1-29，路

加福音22:1-20。 

 

 
這段經文從1到25節主要記敘主耶穌和門徒一起過逾越節，從1到11節記載了香膏抹主的瑪利亞

和賣耶穌的猶大，12到25節記敘了主耶穌和門徒一起過逾越節。 

第一部分從1到11節的內容中主要描述了兩個人人物： 

一個是瑪利亞，主耶穌在西門家的時候，瑪利亞拿珍貴的真哪噠香膏澆在主耶穌身上，我們從

她身上應該學習：一，瑪利亞對主的尊敬與感恩，瑪利亞當然也知道窮人需要幫助，但是在她心中

主耶穌是首先的，因為主將要離開了，我們也當如此，將主放在首位，獻上我們對主的心意；二，

竭盡所能，她將珍貴的香膏獻上，盡自己最大的能力來膏主耶穌。我們是否有盡自己最大的心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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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主，而不是用各種藉口推托服事；三，珍惜與主同在的時刻，我們也是一樣，珍惜與主同行的

時候，珍惜主給我們的恩典讓我們可以服事祂。 

另一個人物是猶大，只有兩節的經文記敘他，從經文中我們看出：一，猶大先生出了心思，要

賣耶穌給祭司长老們（約12:4）；二，他的意志贊成了他的心思，有了這心思後他沒有覺得這是不

對的，反而思考要告訴祭司長老們來捉拿耶穌（14:10）；三，他按著他自己的意志去行動了，他

考慮如何才能將這個事情辦成（14:11），到後來開始執行（14:43）。這是猶大整個的行為過程，

也可以看到魔鬼如何在他心裡引誘，所以當我們如果有不好的心思的時候，立即要警醒，不能由著

這心裡去影響你的意志，由著你的意志去驅動你的行為。 

第二部分從12到25節，主要內容如下：一，主耶穌的預言，祂告訴門徒進耶路撒冷會發生什麼

事，門徒按著主耶穌的吩咐，果然找到了一座樓可以在那裡吃逾越節的筵席；二，在筵席中主耶穌

提醒猶大，希望他悔改，也告訴門徒祂將要離開了，讓他們紀念祂。三，主耶穌設立聖餐，主耶穌

用逾越節筵席中的餅來比喻祂的身體，喝的杯來比喻祂所流的血，希望門徒們紀念祂為世人所釘的

身體喝所流的寶血，因著主耶穌為我們捨棄的身體喝所流的寶血，我們得著救恩。 

 

 
1. 對於瑪利亞香膏抹主這件事，你什麼想法？你會為主耶穌做到這個地步嗎？ 

2. 門徒為什麼指責瑪利亞？主耶穌的回答給我們什麼啟示？ 

3. 有人說猶大賣耶穌是好事，因為他耶穌的救恩計劃才成就，你覺得呢？如果沒有猶大，神

的救恩計畫會成就嗎？ 

4. 猶大扮演了什麼角色？你覺得魔鬼是如何作工的，給我們什麼警醒？ 

5. 筵席中主耶穌告訴門徒有人賣他，還說人子會去世，祂的目的是什麼？ 

6. 主耶穌設立聖餐的意義是什麼？ 

 

B、客西馬尼園的禱告（1 4 :2 6 －4 2 ） 

14:26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14:27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跌倒了，因為經上記著說，『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14:28但我復活以後，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14:29彼得說，眾人雖然跌倒，我總不能。 

14:30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就在今天夜裡，雞叫兩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14:31彼得卻極力的說，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14:32他們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坐在這裡，等我禱告。 

14:33於是帶著彼得，雅各，約翰同去，就驚恐起來，極其難過。 

14:34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儆醒。 

14:35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倘若可行，便叫那時候過去。 

14:36他說，阿爸，父阿，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

思。 

14:37耶穌回來，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西門，你睡覺麼？不能儆醒片時麼？ 

14:38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14:39耶穌又去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14:40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甚是困倦，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14:41第三次來，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罷。〔罷或作麼〕夠了，時候到了，看哪，人

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 

14:42起來，我們走罷，看哪，那賣我的人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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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講到主耶穌和門徒一起吃了晚餐，主耶穌設立了聖餐，晚餐後，他們唱了詩歌，出來往橄

欖山去。27節主耶穌引用撒迦利亞13:7的預言，主耶穌預言門徒們會四散因著他們自己的跌倒，本

來撒迦利亞這節經文用了一個比喻，羊群跟著牧人走，牧人被擊打而不在了，羊群就四散逃跑（約

10:4-5），比喻當時的以色利百姓當時的背離神，但是在撒迦利亞書中最後神應許向經歷了試驗的

以色利餘民施憐憫，將他們從各處召回。 

同樣，28節是主耶穌對門徒們的應許，祂告訴門徒們祂會復活，以後在加利利與他們匯合，就

如撒迦利亞書中神對以色列餘民的應許一樣。主耶穌的預言在後面都應驗了，門徒們離開主四散逃

走（14:50），彼得三次不認主（14:66-72），門徒的逃散並不是因為他們受到逼迫，主耶穌在這裡

說他們是因為自己軟弱跌倒而逃散離開主。我們看到儘管主耶穌在這裡已經預言了門徒們會跌倒，

但是當主耶穌真的被抓走後，門徒們依然因著發生在主耶穌身上的事而信心動搖。 

29到31節是門徒們當時的回答，尤其是彼得非常堅決地說，即使眾人都跌倒了，我也不會跌倒，

彼得很自信，他跟以往一樣每次主耶穌說什麼，他總是第一個站出來說。然而主耶穌卻告訴他，就

在今天的夜裡，在雞叫兩遍以前，他要三次不認主。彼得當然不相信他會做這種事，極力保證，他

願意與主同死，絕不會不認主，當時所有的門徒都這麼說，在那個時候，門徒其實還沒有認識到自

己的軟弱，所以才能如此自信地保證。 

前面提到他們是往橄欖山去，應該是在路上主耶穌跟他們預言了將會發生的事，所以他們應該

一直在路上。32節的時候來到了一個地方，叫客西馬尼園，那是一個橄欖園，進了園子後，主耶穌

讓門徒們坐在那裡等著，祂要去禱告。主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約翰一起去禱告，這個時候主耶穌

在祂最親密的三個門徒面前，祂稍微露出了祂內心的掙扎，祂知道面臨的是什麼，所以惶恐難過。

主耶穌對三個門徒說祂心裡非常憂傷，那種憂傷讓祂幾乎要死，在主耶穌生命的這個時刻，祂所受

的痛苦是那麼地真實和深切。所以，主耶穌來到人世間，祂是神也是人，祂與我們一樣有性情（雅

5:17），祂會憐憫人而哭，會憂傷難過（約11:33，35）。所以主耶穌讓三個門徒在祂旁邊，陪伴祂，

等候警醒。 

35和36節是主耶穌的禱告，主耶穌俯伏在地禱告神說如果可以，叫那時候過去，也是呼求神，

相信神凡事都能，求神將這苦難的杯撤去。然而主耶穌後面又禱告說不要從祂的意思，而是順服神

的意思。主耶穌這個時刻心裡憂傷，身體軟弱幾乎要死，祂向父神祈求可以撤去那杯，這杯具體的

含義是個奧秘，聖經沒有明確指出，但是這杯對主耶穌來說有兩層含義：一，指肉體被釘十架的苦

難，這是肉體的苦難；二，是無罪的主耶穌因為背負人的罪孽而要與神隔絕，這種痛苦勝過肉體的

苦難，以致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喊，父啊，為什麼離棄我（太27:46）。主耶穌禱告神是希望神將這

苦難的杯撤去如果可以的話，但是主耶穌依然表明祂願意完全順服在神的旨意下，完成神救贖的計

劃（約19:17，18，28-30）。 

37節，耶穌禱告後回到門徒這裡，看到門徒們睡著了，主耶穌就責備彼得，問他為什麼睡覺，

連警醒片刻都不能。雖然耶穌在這裡指責彼得，其實主耶穌是對所有門徒說的，也是對門徒們的勸

誡。因為接下來38節主耶穌勸誡他們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因為人有時候即使心靈裡面願意，

但是肉體卻軟弱了。就如這裡彼得，雅各和約翰，他們陪伴主耶穌來到這裡禱告，他們心裡應該是

願意一直陪著主的，但是肉體卻低檔不住疲倦而睡著了。這也是主耶穌提醒門徒為什麼要懇切警醒

禱告，不然的話就會陷入軟弱中，在將來沒有辦法接受試煉，基督徒的一生都有屬靈的爭戰，如果

不接著禱告，很難勝過試探和誘惑，所以禱告是非常重要的與神溝通，讓我們免入迷惑的方法。 

主耶穌對門徒說完，就繼續去禱告，禱告的內容依然和剛才的一樣，主耶穌這裡所行的，也給

我們一個榜樣：一，禱告時可以告訴神自己的意思是什麼，但存著敬畏神的心，要順服神的旨意，

按著神的旨意來成就；二，要持續為一件事禱告，明確神的旨意，主耶穌兩次的禱告，前一次提出

自己的祈求，第二次完全順服神的旨意。主耶穌禱告完後回來看到門徒們又睡著了，因為他們的肉

體太軟弱，身體疲倦，連眼睛也睜不開，當主耶穌問他們為什麼不警醒禱告，他們都不知道該怎麼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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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節說第三次來，說明主耶穌在那裡禱告了三次，每次禱告後都過來看門徒，希望他們能跟祂

一起警醒禱告，然而三次門徒們都睡著了。當第三次的時候，主耶穌對門徒說，現在你們依然在睡

覺，那就罷了，時候已經到了，人子要被賣在罪人手裏。從主耶穌說的我們知道，主耶穌知道一切

即將要發生的事，祂知道時候到了，主耶穌讓門徒起來，跟著祂走，那個時候主耶穌是迎著那些兵

丁而去的，因為祂說看哪，那賣我的人近了，可以想像那個畫面，遠處的人氣勢洶洶而來，主耶穌

指著那裡讓門徒們看。 

 

 
客西馬尼園：客西馬尼這個詞本意為榨油機，指橄欖油。客西馬尼園是一個橄欖園，在橄欖

山山下的汲淪谷，位於汲淪溪的另一邊。主耶穌和祂的門徒經常去那裡(約18:1~2)，據說客西

馬尼園是屬於馬可家的產業。 

 

 
1. 彼得什麼時候不認主？主耶穌說是雞叫兩遍以前彼得三次不認主，那是什麼時候？ 

（1）關於雞的問題，在那個時候，根據猶太法典塔木德（Talmud），在耶路撒冷是不

允許養雞的，因為雞喜歡吃蟲，猶太人認為會使聖城污穢。所以這裡所講的雞叫可能

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公雞啼叫。在那個時候羅馬駐兵有專門守更時吹的號，這種號也稱

為雞叫號。 

（2）雞叫兩遍前是什麼時候，羅馬人將晚上分為四更： 

晚上——黃昏下午六點到九點； 

半夜——晚上九點到半夜十二點； 

雞叫——半夜十二點到凌晨三點； 

早晨——凌晨三點到早上六點。 

所以第一遍是在半夜十二點到一點左右，第二遍是在凌晨三點，也就是雞叫這個更時

結束的時候。所以彼得三次不忍主發生在凌晨三點前，凌晨三點的時候雞叫第二遍。 

 

2. 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還記載在馬太福音26:30-46，路加福音22:39-46。 

 

 
從26到42節的經文主要記敘了主耶穌帶著門徒去到客西馬尼園禱告，這段經文告訴我們幾個很

重要的信息：一，主耶穌是神也是完全的人，主耶穌來到世間，祂有惱怒的時候，有哭泣的時候，

有悲傷憂愁的時候，有痛苦的時候，祂能體會人的軟弱，因為祂經歷過。這個時候祂很痛苦，因為

著杯放在祂面前，祂不僅要忍受肉體被釘十字架的痛苦，更重要的是祂要背負世人的罪孽與神隔絕，

那種靈裡的痛苦是我們無法體會的，從萬世以先，父和子就為一體，然而為了認的罪要硬生生地分

離。 

二，關於禱告，從主耶穌的禱告中，我們看到主耶穌祈求神將這杯挪去，這次主耶穌的祈求，

祂存著敬畏的心禱告，但祂順服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是讓祂喝這杯，祂就坦然接受。我們禱告

也當如此，我們可以按我們的意思祈求，但要順服在神的旨意下。 

三，關於門徒的軟弱，主耶穌被抓的事情還沒有發生，他們跌倒的事也還沒應驗，門徒們已經

軟弱了，他們本該陪伴痛苦中的主耶穌，但他們卻睡著了。我們也是如此，要時刻警醒禱告，靠著

神賜的力量才能勝過生活中各樣的誘惑和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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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門徒當時極力說願意與主同死，然而後來沒有做到，我們是否也常常如此？面對真切的選

擇的時候，就開始動搖了，分享你曾經有過的掙扎或動搖。 

2. 主耶穌在三個親密的門徒面前展露祂內心的痛苦，你對主耶穌有什麼樣的認識？ 

3. 你是認為主耶穌不應該有痛苦，還是主耶穌的痛苦更讓你明白主對我們的愛何等大？ 

4. 我們為什麼要警醒禱告？ 

 

第二段落 主耶穌被賣（14:43-72）    
14:43說話之間，忽然那十二個門徒裡的猶大來了，並有許多人帶著刀棒，從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

那裡與他同來。 

14:44賣耶穌的人曾給他們一個暗號，說，我與誰親嘴，誰就是他，你們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帶

去。 

14:45猶大來了，隨即到耶穌跟前說，拉比，便與他親嘴。 

14:46他們就下手拿住他。 

14:47旁邊站著的人，有一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 

14:48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 

14:49我天天教訓人，同你們在殿裡，你們並沒有拿我，但這事成就，為要應驗經上的話。 

14:50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 

14:51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著一塊麻布，跟隨耶穌，眾人就捉拿他． 

14:52他卻丟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14:53他們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裡，又有眾祭司長和長老並文士，都來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14:54彼得遠遠的跟著耶穌，一直進入大祭司的院裡，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裡烤火。 

14:55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見證控告耶穌，要治死他，卻尋不著。 

14:56因為有好些人作假見證告他，只是他們的見證，各不相合。 

14:57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告他說。 

14:58我們聽見他說，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內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14:59他們就是這麼作見證，也是各不相合。 

14:60大祭司起來，站在中間，問耶穌說，你甚麼都不回答麼？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甚麼呢。 

14:61耶穌卻不言語，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問他說，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 

14:62耶穌說，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14:63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 

14:64你們已經聽見他這僭妄的話了，你們的意見如何，他們都定他該死的罪。 

14:65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臉上，又蒙著他的臉，用拳頭打他，對他說，你說預言罷，差役接過他來

用手掌打他。 

14:66彼得在下邊，院子裡，來了大祭司的一個使女。 

14:67見彼得烤火，就看著他說，你素來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 

14:68彼得卻不承認，說，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說的是甚麼，於是出來，到了前院，雞就叫了。 

14:69那使女看見他，又對旁邊站著的人說，這也是他們一黨的。 

14:70彼得又不承認。過了不多的時候，旁邊站著的人又對彼得說，你真是他們一黨的，因為你是

加利利人。 

14:71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人。 

14:72立時雞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穌對他所說的話，雞叫兩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思想起

來，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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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到45節，主耶穌正在跟門徒說那賣人子的人近了，忽然十二個門徒裡的猶大來了，有許多帶

著刀棒的人跟著他一起來，這些人是羅馬兵丁和祭司並法利賽人的差役（約18:3），他們是一起從

祭司，文士和長老那裡過來。猶大曾給這些人一個暗號，只要他上前與誰親嘴，那個人就是他們要

抓的，猶大還叮囑他們要把耶穌抓住，牢牢靠靠的帶走。而且猶大真的這麼做了，他來了，就來到

耶穌跟前，喊耶穌為拉比，上前與耶穌親嘴。 

在那個時候的猶太社會中，親嘴是一般做門徒的向拉比請安的方式，所以一般在說一聲請拉比

安後，就上前親嘴（太26：49），這是一個很平常的問安。但是問安與親嘴也是非常親切的舉動

（路15:20），猶大在這裡的表現得非常虛偽，他心裡已經要賣也是了，但是卻依然問安，將這本

來是表示親密關係的問安變成抓捕主耶穌的信號。 

46到52節描寫抓捕耶穌時的場景，跟著猶大來的兵丁看到猶大與耶穌親嘴，就上前去下手拿住

耶穌，那個時候站在耶穌旁邊的人，根據約翰福音那個人是彼得（約18:10）。彼得拔出刀來，向

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把他的耳朵削掉了一只。當時耶穌指責那些帶著刀棒來捉拿祂的人，他們

拿著刀棒過來就像強盜一樣，然而白天主耶穌在殿裡教訓眾人，那些祭司長老以及兵丁們都與祂一

起在殿裡，卻不敢主耶穌，然而在夜裡像強盜一樣帶著刀棒來。主耶穌在這裡說的，是對祭司長長

老們很大的諷刺，同時也表明祂知道這個事情會發生，也不會用武力去對抗。因為主耶穌上十字架

這個事情必須要成就，這是主耶穌來到世上所要成就的救恩的計劃，與經上所預言的一樣。 

49節中主耶穌所說的話，同時也是在提醒門徒，這些事是要發生的，而且在計劃之中，然而門

徒那個時候太害怕了，根本也沒聽進去，都四散逃跑了。這應驗了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之前跟

門徒說的，刀劍要興起，羊四散逃跑，門徒麼要跌倒了（14:27），果然門徒們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拋下主耶穌都跑了。我們可以想像當時主耶穌的心情該多麼的沉痛與無奈，前一刻還信誓旦旦說要

同生共死的，現在都跑了，人的軟弱可見一斑。 

51節說那個時候還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著一塊麻布，這個少年人可能就是本書的作者馬可，

據說客西馬尼園是他家的園子。所以當主耶穌帶著門徒來到客西馬尼園的時候，他很好奇，就偷偷

地跟在主耶穌身後，聽到了主耶穌的禱告，也記錄了現場發生的事。可能當時他正準備就寢，沒有

穿裏衣，少年人好奇就披著塊麻布就匆匆忙忙地尾隨在後邊，他一直跟在也是的後面，那些兵丁看

到要來捉拿他，他就丟了麻布，赤著身就逃走了。 

53節，那些兵丁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裡，還有眾祭司長和長老文士，都過來和大祭司聚集在一

起，彼得一直遠遠地跟著耶穌，一直進了大祭司的院子裡，與差役們坐在一起烤火。祭司長和全公

會的人想要尋找見證來控告耶穌，好定祂的死罪，但是卻找不到。有很多人作假見證控告耶穌，為

什麼很多人？既然他們可以出錢讓猶大賣耶穌，必然也可以出錢讓很多人出來作假見證，只是假見

證也不是那麼好做的，因為用謊言來編造見證可比說實話難多了。 

57到64節是非常有諷刺意味的定罪過程，當時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控告耶穌，那些人

說，他們聽見耶穌說要拆毀人手所造起來的聖殿，三日內另外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聖殿。雖然這

些人對主耶穌所說的話沒有理解，但是這句話確實是主耶穌說的真話，即使如此，他們的見證也依

然前後不一致。大祭司沒有辦法，就站起來問主耶穌怎麼不回答，那些人作見證控告你的是什麼？

主耶穌卻一句話沒有說，也不回答大祭司的問題，那些莫須有的罪名根本沒有什麼好說的。 

大祭司又問主耶穌說，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是嗎？大祭司不是隨口問的，而是是奉神的

名義問的（26:63）。所以主耶穌沒有保持沉默，祂來本來為神作見證，所以主耶穌說，我是，你

們將來會看見人子，坐在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這是主耶穌對祂將來再來的預言，再

前面祂已經幾次告訴門徒，在這裡祂直接在眾人面前預言。大祭司聽了這話，直接就撕開衣服說，

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意思就是主耶穌所說僭妄的話已經夠給祂定個死罪了。 

65節，當大祭司說完這話，當場就有人吐唾沫在耶穌臉上，這個動作表示厭棄和定罪（民

12:14；申25:9；伯30:10；賽50:6），又蒙住臉，用拳頭打主耶穌，還嘲笑祂說，你現在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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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吧，意思就是你不是會說預言麼，那現在知道誰在打你麼。差役還用手掌打主耶穌，從這

裡可以看出那些人的卑劣與無理，他們用各樣的方法羞辱主耶穌。 

66節到72節是記敘彼得，前面說到彼得跟著主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坐在院子裡，來了

一個大祭司的使女，看到彼得在烤火就看著他說，你不是一直和拿撒勒人耶穌一起的嗎？彼得

那個時候卻不承認了，他裝作沒聽明白那個使女的問話，說不知道她說的是什麼，而且從院子

裡出來，到了前院。剛到前院的時候，雞就叫了，那個使女看見彼得，又對旁邊站著的人說彼

得是跟耶穌他們一起的。彼得這個時候依然不承認，過了一會兒，旁邊站著的人對彼得說，他

是和耶穌一起的，因為彼得是加利利人。那個人知道他是加利利人，是因為加利利人說話有口

音，與一般猶太人不同，很容易分辨出來，而且大祭司的僕人不會有加利利人。彼得第三遍被

指認，就賭咒發誓說，我不認識你們所的那個人，也就是說他否認自己認識耶穌，就在這個時

候雞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了主耶穌對他說的話，當時主耶穌對他說雞叫兩遍以前，你要三次

不認我，果然他三次否認自己認識主耶穌，彼得想起這個就哭了起來。 

彼得三次不認主，我們看到人的軟弱，雖然彼得很愛耶穌，在前面彼得堅定第說要與主耶

穌同死，在人來抓主耶穌的時候拔刀，那個時候他是真心要幫助主耶穌。然而當實際的試煉來

了，彼得從第一次矢口否認到第三次開始賭咒發誓，他的恐懼越過了對主耶穌的信心和愛。 

 

 
撕開衣服：在猶太人中，撕裂衣服往往是表示非常悲痛，例如聖經中首次提到撕裂衣服是雅各的

長子呂便回來時找不到弟弟約瑟，就撕裂衣服（創37:29）；約伯聽到自己的兒女都死了，就撕裂

外袍（伯1:20）。然而摩西律法中有一條，大祭司是不可以撕裂自己的衣服的，如果這樣作了，他

就失去了作祭司的資格，而且會死亡。按照猶太風俗，在親友去世的時候，用撕裂衣服表示悲哀，

但祭司是不許照這風俗行（利10:6）。這裡大祭司該亞法在這裡撕裂衣服，他的行為表達了他內心

的情感，想要處死耶穌否認祂是彌賽亞，也在眾人面前作了見證，控告耶穌褻瀆了神，定了主耶穌

的罪。殊不知大祭司這麼做，是在神面前定了他自己的罪。 

 

       

1. 耶穌被抓和彼得三次不認主還記敘在馬太福音26:47-75，路加福音22:47-62。 

 

 
從43到72節詳細記敘了主耶穌被抓的整個過程，按照時間次序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

43到52節，猶大賣主，猶大帶著兵丁來到客西馬尼園抓耶穌；第二個階段，53到65節，耶穌受羞辱，

耶穌被帶到大祭司面前，被控告為褻瀆神的罪；第三個階段，66到72節，彼得三次不認主，彼得就

如主耶穌預言的那樣在雞叫兩遍前三次不認主。 

從這段經文的記敘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性的軟弱和罪：一，猶大的詭詐，虛偽，道德淪喪；二，

大祭司對主耶穌的誣蔑，眾兵丁對主耶穌的羞辱，將人性中罪惡的一面都展露出來了；三，彼得的

軟弱，他在關鍵時刻沒有戰勝自己的軟弱，在自誇的時候不會想到他真會跌倒。認識人性的軟弱和

罪惡，可以幫助我們更加地認清楚，我們為什麼需要主耶穌，為什麼需要傳福音，人靠著自己是沒

有辦法成聖的。也幫助我們認識到自己，無論何時不要自誇，凡事仰望主，靠著主剛強。 

與人的軟弱形成顯明對比的是主耶穌的愛，主耶穌一直知道會發生什麼，祂知道祂會被出賣，

會受羞辱，門徒們會離祂而去，並且會跌倒。但是主耶穌從來沒有埋怨過門徒的軟弱，也沒有恨猶

大的出賣，沒有恨大祭司和眾人的誣告。主耶穌只是表明祂是誰，祂來是做什麼的，這麼不值得愛

的世人，主耶穌依然願意為我們而死，憐憫我們。 



馬可福音查經講義第十一課 11	  	  

	  

	   11	  

 

 

 
1. 對於猶大賣主這件事，你怎麼看？有很多人為猶大辯駁說如果沒有猶大賣主，這事怎麼成

就呢，你對於這種論調怎麼看？ 

2. 主耶穌為什麼不讓彼得拿刀，彼得拿刀砍人的效果如何？ 

3. 大祭司為什麼撕裂衣服？主耶穌被定的是什麼罪？ 

4. 彼得為什麼三次不認主？從彼得的行為中，對照我們在生活中是否也如此軟弱？我們如何

才能戰勝軟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