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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11-28-2021 

基督的十字架-17 

天國君王生命的見證-03  
你要如何處置耶穌？ 

經文分析 
⾺太福⾳ 27:11-26（可 15:1-20; 路 23:1-24；約 18:28-19:16） 

唐興 牧師 
 

 
 
經文： 
1-場景 
馬太福音 27章 

27:1 到了早晨，眾祭司

長和⺠間的長老，⼤家

商議要治死耶穌，2 就

把他捆綁，解去交給巡

撫彼拉多。  

 

馬可福音 15章 

15:5 ⼀到早晨，祭司長

和長老、⽂⼠、全公會

的⼈⼤家商議，就把耶

穌捆綁，解去交給彼拉

多。 

 

路加福音 23章 

23:1 眾⼈都起來，把耶

穌解到彼拉多⾯前， 

約翰福音 18章 

28:1 眾⼈將耶穌從該亞

法那裡往衙⾨內解去，

那時天還早，他們⾃⼰

卻不進衙⾨，恐怕染了

污穢，不能吃逾越節的

筵席。 

 

2-第一回合的審判：控告與回答 （可 15:2-5；路 23:1-7；約 18:28-38a） 
馬太福音 27章 
猶太人的控告（被省略） 

 
 
 
 
 
 
 
 
 
 
 
 

馬可福音 15章 
猶太人的控告（被省略） 

 
 
 
 
 
 
 
 
 
 
 
 

路加福音 23章 
猶太人的控告 

2 就告他說：“我們⾒這

⼈誘惑國⺠，禁⽌納稅

給凱撒，並說⾃⼰是基

督，是王。” 

 
 
 
 
 
 

約翰福音 18章 
猶太人的控告 
第 1幕 

29 彼拉多就出來，到他

們那裡，說：“你們告這

⼈是為甚麼呢？”30 他

們回答說：“這⼈若不是

作惡的，我們就不把他

交 給 你 。 ”31 彼 拉 多

說：“你們⾃⼰帶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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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拉多的審查 

11 耶穌站在巡撫⾯前，

巡撫問他說：“你是猶太

⼈的王嗎？ 

 
 
耶穌的答辯 

”耶穌說：“你說的

是。” 

12 他被祭司長和長老控

告的時候，甚麼都不回

答。13 彼拉多就對他

說：“他們作⾒證告你這

麼多的事，你沒有聽⾒

嗎？”14 耶穌仍不回

答，連⼀句話也不說，

以致巡撫甚覺希奇。  

 

 

 
 
 
 
 
 
 
 
 
彼拉多的審查 

2 彼拉多問他說：“你是

猶太⼈的王嗎？” 

 
 
 
耶穌的答辯 

耶穌回答說：“你說的

是。” 

3 祭司長告他許多的

事。4 彼拉多⼜問他

說：“你看，他們告你這

麼多的事，你甚麼都不

回答嗎？”5 耶穌仍不回

答，以致彼拉多覺得希

奇。  

 

 

 

 
 
 
 
 
 
 
 
 
彼拉多的審查 

3 彼拉多問耶穌說：“你

是猶太⼈的王嗎？” 

 
 
 
耶穌的答辯 

耶穌回答說：“你說的

是。”4 彼拉多對祭司長

和眾⼈說：“我查不出這

⼈有甚麼罪來。”5 但他

們越發極⼒地說：“他煽

惑百姓，在猶太遍地傳

道，從加利利起，直到

這裡了。” 6 彼拉多⼀

聽⾒，就問：“這⼈是加

利利⼈嗎？”7 既曉得耶

穌屬希律所管，就把他

送到希律那裡去。 

 

按著你們的律法審問他

吧！”猶太⼈說：“我們

沒 有 殺 ⼈ 的 權

柄。”32 這要應驗耶穌

所說⾃⼰將要怎樣死的

話了。 

 
彼拉多的審查 
第 2幕 

33 彼拉多⼜進了衙⾨，

叫耶穌來，對他說：“你

是猶太⼈的王嗎？” 

 
耶穌的答辯 

34 耶穌回答說：“這話

是你⾃⼰說的，還是別

⼈論我對你說的呢？” 

35 彼拉多說：“我豈是

猶太⼈呢？你本國的⼈

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

你做了甚麼事呢？” 

 

36 耶穌回答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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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彼拉多就對他說：

“這樣，你是王嗎？”耶

穌回答說：“你說我是

王，我為此⽽⽣，也為

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

理作⾒證。凡屬真理的

⼈就聽我的話。”38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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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多說：“真理是甚麼

呢？”  

 

 
 

2-第二回合的審判：（路 23:8-12） 
馬太福音 27章 
（被省略） 

馬可福音 15章 
（被省略） 

路加福音 23章 

那 時 希 律 正 在 耶 路 撒

冷。8 希律看⾒耶穌，

就很歡喜，因為聽⾒過

他 的 事 ， 久 已 想 要 ⾒

他，並且指望看他⾏⼀

件神蹟，9 於是問他許

多的話，耶穌卻⼀⾔不

答。10 祭司長和⽂⼠都

站 著 ， 極 ⼒ 地 告 他 。

11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

視耶穌，戲弄他，給他

穿上華麗衣服，把他送

回彼拉多那裡去。12 從

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

仇，在那⼀天就成了朋

友。  

約翰福音 18章 
（被省略） 

 

3-第三回合的審判：（可 15:6-20；路 23:13-24；約 18:38b-19:16） 
馬太福音 27章 

15 巡撫有⼀個常例，每

逢這節期，隨眾⼈所要

的，釋放⼀個囚犯給他

們。 

 

16 當時，有⼀個出名

(惡名昭彰)的囚犯叫巴

拉巴。 

 

馬可福音 15章 

6 每逢這節期，巡撫照

眾⼈所求的，釋放⼀個

囚犯給他們。 

 

7 有⼀個⼈名叫巴拉

巴，和作亂的⼈⼀同捆

綁。他們作亂的時候，

曾殺過⼈。 

8 眾⼈上去求巡撫，照

常例給他們辦。9 彼拉

路加福音 23章 

13 彼拉多傳⿑了祭司長

和官府並百姓，14 就對

他們說：“你們解這⼈到

我這裡，說他是誘惑百

姓的。看哪，我也曾將

你們告他的事，在你們

⾯前審問他，並沒有查

出他甚麼罪來；15 就是

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

他送回來。可⾒他沒有

約翰福音 18-19章 
第 3幕（38b-40） 

說了這話，⼜出來到猶

太⼈那裡，對他們說：

“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

來， 

 

39 但你們有個規矩，在

逾越節要我給你們釋放

⼀個⼈，你們要我給你

們 釋 放 猶 太 ⼈ 的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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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眾⼈聚集的時候，彼

拉多就對他們說：“你們

要我釋放哪⼀個給們？

是巴拉巴呢？是稱為基

督的耶穌呢？” 

 

18 巡撫原知道，他們是

因為嫉妒才把他解了

來。 

 

19 正坐堂的時候，他的

夫⼈打發⼈來說：“這

義⼈的事你⼀點不可

管，因為我今天在夢中

為他受了許多的苦。” 

 

20 祭司長和長老挑唆眾

⼈，求釋放巴拉巴，除

滅耶穌。21 巡撫對眾⼈

說：“這兩個⼈，你們要

我釋放哪⼀個給你們

呢？”他們說：“巴拉

巴！” 

 

22 彼拉多說：“這樣，

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

怎麼辦他呢？”他們都

說：“把他釘⼗字

架！”23 巡撫說：“為

甚麼呢？他做了甚麼惡

事呢？”他們便極⼒地喊

著說：“把他釘⼗字

架！” 

 

 

多說：“你們要我釋放猶

太⼈的王給你們嗎？” 

 

 

 

10 他原曉得祭司長是因

為嫉妒才把耶穌解了

來。 

 

 

 

 

 

 

 

11 只是祭司長挑唆眾

⼈，寧可釋放巴拉巴給

他們。 

 

 

 

 

 

 

12 彼拉多⼜說：“那麼

樣，你們所稱為猶太⼈

的王，我怎麼辦他

呢？”13 他們⼜喊著

說：“把他釘⼗字

架！”14 彼拉多說：“為

甚麼呢？他做了甚麼惡

事呢？”他們便極⼒地喊

著說：“把他釘⼗字

架！” 

 

做甚麼該死的事。16 故

此，我要責打他，把他

釋放了。” 

 

18 眾⼈卻⼀⿑喊著說：

“除掉這個⼈！釋放巴拉

巴給我們！”19 這巴拉

巴 是 因 在 城 裡 作 亂 殺

⼈，下在監裡的。 

 

 

 

20 彼拉多願意釋放耶

穌 ， 就 ⼜ 勸 解 他 們 。

21 無奈他們喊著說：

“釘他⼗字架！釘他⼗字

架！”22 彼拉多第三次

對他們說：“為甚麼呢？

這⼈做了甚麼惡事呢？

我並沒有查出他甚麼該

死的罪來。所以，我要

責打他，把他釋放了。” 

 

23 他們⼤聲催逼彼拉

多，求他把耶穌釘在⼗

字架上。他們的聲⾳就

得了勝。 

 

 

 

 

 

 

 

嗎 ？ ”40 他 們 ⼜ 喊 著

說：“不要這⼈，要巴拉

巴！”這巴拉巴是個強

盜。  

 
第 4幕（19:1-3） 

19:1 當下彼拉多將耶穌

鞭打了。2 兵丁⽤荊棘

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

給他穿上紫袍，3 ⼜挨

近他說：“恭喜猶太⼈的

王啊！”他們就⽤⼿掌打

他。 

 

第 5幕（4-7） 

4 彼拉多⼜出來對眾⼈

說：“我帶他出來⾒你

們，叫你們知道我查不

出他有甚麼罪來。” 

 

5 耶穌出來，戴著荊棘

冠冕，穿著紫袍。彼拉

多對他們說：“你們看這

個⼈！”6 祭司長和差役

看⾒他，就喊著說：“釘

他 ⼗ 字 架 ！ 釘 他 ⼗ 字

架！”彼拉多說：“你們

⾃⼰把他釘⼗字架吧！

我 查 不 出 他 有 甚 麼 罪

來。” 

 

7 猶太⼈回答說：“我們

有律法，按那律法，他

是該死的！因他以⾃⼰

為神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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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彼拉多⾒說也無濟於

事，反要⽣亂，就拿⽔

在眾⼈⾯前洗⼿，說：

“流這義⼈的⾎，罪不在

我，你們承當吧！” 

 

25 眾⼈都回答說：“他

的⾎歸到我們和我們的

⼦孫⾝上。”26 於是彼

拉多釋放巴拉巴給他

們，把耶穌鞭打了，交

給⼈釘⼗字架。  

 

 

15 彼拉多要叫眾⼈喜

悅，就釋放巴拉巴給他

們，將耶穌鞭打了，交

給⼈釘⼗字架。  

 

16 兵丁把耶穌帶進衙⾨

院裡，叫⿑了全營的

兵。17 他們給他穿上紫

袍，⼜⽤荊棘編做冠冕

給他戴上，18 就慶賀他

說：“恭喜，猶太⼈的王

啊！”19 ⼜拿⼀根葦⼦

打他的頭，吐唾沫在他

臉上，屈膝拜他。20 戲

弄完了，就給他脫了紫

袍，仍穿上他⾃⼰的衣

服，帶他出去，要釘⼗

字架。  

 

24 彼拉多這才照他們所

求的定案，25 把他們所

求的那作亂殺⼈、下在

監裡的釋放了，把耶穌

交給他們，任憑他們的

意思⾏。  

 

第 6幕（8-11） 

8 彼拉多聽⾒這話，越

發害怕。9 ⼜進衙⾨，

對耶穌說：“你是哪裡來

的？”耶穌卻不回答。

10 彼拉多說：“你不對

我說話嗎？你豈不知我

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

柄 把 你 釘 ⼗ 字 架

嗎？”11 耶穌回答說：

“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

的 ， 你 就 毫 無 權 柄 辦

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

那⼈，罪更重了。” 

 

12 從此彼拉多想要釋放

耶穌，無奈猶太⼈喊著

說：“你若釋放這個⼈，

就不是凱撒的忠⾂。凡

以⾃⼰為王的，就是背

叛凱撒了。”  

 

第 7幕（13-16a） 
猶太教效忠地上政權 

13 彼拉多聽⾒這話，就

帶耶穌出來，到了⼀個

地⽅，名叫鋪華⽯處，

希伯來話叫厄巴⼤，就

在那裡坐堂。14 那⽇是

預備逾越節的⽇⼦。約

有午正，彼拉多對猶太

⼈說：“看哪，這是你們

的 王 ！ ”15 他 們 喊 著

說：“除掉他！除掉他！

釘他在⼗字架上！”彼拉

多說：“我可以把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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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釘⼗字架嗎？”祭司長

回答說：“除了凱撒，我

們沒有王！”16 於是，

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

去釘⼗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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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認識耶穌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事？因為認識耶穌不僅是你和我屬靈⽣命成長，唯

⼀的和最最重要的動⼒，認識耶穌是我們信⼼的內容。認識耶穌也是我們最後是否進入神

國度的標準。我們需要從整本聖經中認識耶穌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抹的君王的意思。基

督是耶穌的頭銜。耶穌是神的兒⼦成為⾁⾝之後的名字，意思就是「祂要將⾃⼰的百姓從

罪中拯救出來」（太 1:21）。耶穌被稱為「以⾺內利」。以⾺內利是希伯來⽂

[ לֵאּונָּמִע ]，意思就是「神與我們同在」。所以，當我們講到耶穌的時候，是講到耶穌具

有完全的神性和完美的⼈性。耶穌的完美的⼈性表⽰祂是無罪的，祂連思想情感意志中都

是沒有罪的。⽽祂在受猶太公會的審判中，在受羅⾺政權的審判中，都彰顯出祂這種屬天

⽣命的特質。⽽耶穌在施⾏祂的救恩的同時，會彰顯出⼈本性的罪。 
 

中心思想：天國君王在忍受羞辱⾝體痛苦中彰顯智慧的沈默並揭露⼈本性的特質。 

 

經文重點分析。耶穌之所以受羅⾺政府審判，是因為猶太教公會在羅⾺政權統治之下沒有

執⾏死刑的權柄。猶太教公會為了要羅⾺政府處耶穌死刑，就控告耶穌是顛覆煽動叛亂的

反動份⼦，是造成為引起社會暴動的叛黨。對耶穌的指控有三部分：第⼀，耶穌誘惑國

⺠。第⼆，耶穌禁⽌納稅給羅⾺皇帝凱撒。第三，耶穌稱⾃⼰是基督，是王。但是審判的

重點都圍繞在第三部分上：耶穌是基督，是王。這是⼀項嚴重的指控。猶太⼈知道羅⾺政

權對於反動份⼦的容忍度是非常非常⼩的。他們把反動份⼦釘在⼗字架上作為懲罰和公開

的展⽰。 

 

耶穌受彼拉多第一回合的審判。你會發現，耶穌對前⾯兩項不實的指控都不做任何辯護和

說明。但是，當彼拉多問到祂是否是猶太⼈的王的時候，祂就打破沈默做出回應。⾺太、

⾺可、路加福⾳中，耶穌的回答是：「你說的是」。約翰福⾳則紀錄了耶穌向彼拉多啟⽰

了祂的國度。祂說祂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祂的國度是真理的國度，祂是為此⽣的。真

理是約翰福⾳的主題之⼀。耶穌是「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

典，就是真理（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4:24神是

靈，所以要敬拜祂的人，必須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祂。」。耶穌是真理，祂的國

度是真理的國度，是約翰要帶出的主題。這是我們上週主⽇思想耶穌受到彼拉多第⼀回合

審判的內容。耶穌雖然許多時候是沈默的，但是在關於祂的國度和王權的問題上，祂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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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沈默，啟⽰祂的國度和權柄。耶穌的沈默是沒有罪的沈默，是智慧的沈默，是⼀種⼗

字架的智慧，從上頭來的智慧。 

 

耶穌受希律王第二回合的審判。第⼆回合的審判被紀錄在路加福⾳ 23 章 8-12 節。路加

說，當彼拉多發現耶穌是加利利⼈時，立刻把這個燙⼿⼭芋丟給希律王。當時希律王也在

耶路撒冷。加利利是屬於希律王統治的範圍。因此，彼拉多希望藉此把這個敏感棘⼿的案

件交給希律王來辦。希律王早就聽說過耶穌的名聲，他希望耶穌可以⾏神蹟給他看。耶穌

在他⾯前卻是⼀⾔不答。我們可以推論，希律王問的許多話，都和基督的國度王權沒有關

係。這時候祭司長和⽂⼠也在場，極⼒地控告耶穌。所以耶穌仍然保持沈默。當希律王看

到⾯前這位⾯站在他⾯前⼀⾔不發的耶穌，被猶太⼈毆打羞辱後，完全沒有君王的外貌，

對他的王權完全不構成任何的威脅。希律王就和他的⾂僕⼠兵都開始羞辱戲弄耶穌。他們

給耶穌穿上華麗的衣服，通常是⼀件⽩⾊有銀邊，會發亮的，猶太君王穿的袍⼦。然後，

把耶穌送回到彼拉多那裡去。 

 

加爾⽂指出：「耶穌在那裡所表現出來的除了祂的外表是令⼈鄙視的之外，沒有表現任何

東⻄。然⽽，希律王的驕傲，把神的恩典的⾨關上了。在地上君王的法庭中，很少的時候

會把神當得的榮耀歸給神的」希律王知道耶穌在加利利所⾏的神蹟，他也很喜歡耶穌。但

是⼀⾔不發的耶穌，看起來是懦弱的，完全沒有君王的架勢。當耶穌無法滿⾜他的⽬時，

他就鄙視耶穌，羞辱耶穌了。耶穌不是來滿⾜我們個⼈的喜好和需求的，耶穌是要執⾏⽗

神建立神的國度的計劃的。 

 

耶穌受彼拉多第三回合審判。在第三回合的審判中，我們看到四卷福⾳書都提到，在猶太

⼈過節的期間會有政治⼤赦的慣例。當時要被處⼗字架刑罰的囚犯，是惡名昭彰的巴拉巴。

巴拉巴是強盜，是當時暴動叛亂份⼦的⾸領。彼拉多企圖要百姓來決定他應該要釋放耶穌

還是巴拉巴。這是他脫困的⽅法。他多兩次審查耶穌，都沒有找到⽀持猶太教公會控告耶

穌的事實，⽽耶穌的回答也不構成反動叛亂威脅羅⾺政權的證據。不僅他⾃⼰的良⼼知道

耶穌是無罪的，神也利⽤他夫⼈的夢告訴他耶穌是義⼈。但是他最後還是沒有⾏出公義的

判決，他沒有執⾏神賦予政府的基本責任：控制罪的發⽣。他容許無辜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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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上政權的掌權者都是神的僕⼈，不管他們是否認識神，他們的職分都是神所賦予的。

這是神和整個⼈類所立的彩虹之約的內容。執⾏公義的審判是地上政權最基本的，天賦的

責任。因此，在彼拉多知道耶穌是無罪的之後，神仍然藉著他夫⼈的夢向彼拉多啟⽰耶穌

是義⼈。但是彼拉多仍然沒有⾏公義的審判。他把最後決定權交給群眾。為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兩個⾓度來看：第一，從彼拉多的⾓度來看，他這樣做是為

了⾃⼰的私⼼，他為了要確保⾃⼰的巡撫的職位。因為，彼拉多從他上任的時開始，就引

起過三次的猶太⼈暴動。每次的動亂都是因為他故意挑戰了猶太⼈的⽂化傳統，結果使得

羅⾺皇帝⼤怒，對他發出警告要⾰除他的職分。羅⾺皇帝所要的是維持社會的安定，這樣

羅⾺政府就可以在稅務和經濟上搜刮⺠脂⺠膏。 

 

根據歷史學家斐洛的記載，彼拉多是性情急躁的⼈，常常不經審理就處死肇事者。耶穌當

代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斯紀錄了彼拉多引起的三次的猶太⼈的暴動：第⼀次：「⼀般羅

⾺軍隊在進入耶路撒冷時，都會將所有偶像去除，⽽彼拉多卻允許⼠兵在夜間，把當時羅

⾺皇帝的像帶入城中。當耶路撒冷居⺠在次⽇發現時，他們要求彼拉多把凱撒像移往城

外。在故意這樣做了 5 天後，彼拉多最後命令⼠兵⽤武⼒威脅猶太⼈，猶太⼈寧死不犯

摩⻄律法。再僵持五天之後，彼拉多才移走凱撒塑像。」第⼆次暴動：「在耶路撒冷，他

放置了包⾦盾牌以討好羅⾺皇帝提庇留。雖然這次盾牌沒有什麼形象，但是仍然遭到⼤眾

反對。猶太⼈最初向彼拉多抗議，當他拒絕移除後，寫信給羅⾺皇帝提庇留。羅⾺皇帝在

回信中對彼拉多充滿了斥責，以及對前任的不尊重，並要求他立即將盾牌拆卸、送回凱撒

利亞⾸府。」第三次暴動：「彼拉多把修護聖殿的款項，轉⽤於修建引⽔渠。當猶太⼈再

次抗議時，彼拉多讓⼠兵藏在猶太⼈中。在彼拉多的⽰意下，⼠兵亂砍了許多猶太⼈，封

了他們的嘴。」所以，彼拉多和猶太⼈之間是⼀種衝突的關係。 

 

彼拉多在引起三次猶太⼈暴動之後，他的政治⽣涯盪到了⾕底。耶穌的事件成為他的考

驗，如果再發⽣暴動，他就會被羅⾺皇帝炒魷⿂了。因此，他刻意地要避免引起猶太⼈的

衝突，他採取中立的⾓⾊。他不要得罪擁護耶穌的⼈，也不要得罪猶太教公會。因此，他

企圖要利⽤⼤赦的規定，要擁護耶穌的⼈提出釋放耶穌的要求。這樣，不僅安撫了擁護耶

穌的群眾，也使得猶太教公會無法反對他。這是彼拉多的計劃。因此，路加福⾳ 23: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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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彼拉多傳⿑了祭司長和官府並「百姓」。在前⾯第⼀回合和第⼆回合的審判中，百姓

沒有出現。現在是彼拉多刻意把百姓召喚來參與他最後的判決。彼拉多要釋放耶穌，但是

他釋放耶穌的⽅式告訴我們，他是為了⾃⼰政治的利益，⽽不是為了公義。政權執⾏公義

的動機往往是附屬在政治利益考量之下的。政治利益是彼拉多優先的選項。這是第⼀點。 

 

第二點，我們試著從神的⾓度來看，這是要神要揭露彼拉多⼈性中的罪。彼拉多知道按照

羅⾺律法，根據他的審查耶穌是無罪的，但是他卻違背神所賦予他作為統治者的責任。他

想要釋放無罪的耶穌，但他沒有按照⾃⼰的良⼼去⾏事。他也不顧他妻⼦告訴他耶穌是義

⼈的啟⽰。所以，他是違背是非善惡之⼼的⼈。即使他顯出本性中的⼀些良善，最後也無

法逃出以⾃我為中⼼的利益的轄制——基督在受審判的過程中揭露了⼈類本性的特質。 

 

應用：我們也許會認為，我不會像彼拉多⼀樣只顧⾃⼰的利益，我是愛主的。不要忘了已

經逃離現場的使徒彼得，不要忘了其他的⾨徒，他們都為了⾃⼰⽣命受到威脅⽽逃跑了。

如果主的聖靈光照我們的話，我們會看到我們愛惜⾃⼰的⽣命是勝過愛⼀切的。⼈受到死

亡的恐懼的轄制是巨⼤的，也是我們天然本性中最強⼤的動⼒。彼得只聽到該亞法使女的

聲⾳就嚇到忘了⾃⼰對耶穌信誓旦旦的話。彼得⽣命⼀受到威脅，就忘記了耶穌之前對他

說的話。我們的本性和彼得是⼀樣的，我們的本性和彼拉多是⼀樣的。除非基督賜給我們

的新⽣命在我們裡⾯，在認識基督的知識中漸漸長⼤，否則我們就和彼拉多和彼得⼀樣都

是會愛惜⾃⼰的⽣命勝過⼀切的。除非我們真實的經歷到基督在我們⽣命中掌權，知道基

督在我們⾝上⼯作的⽅式與原則，我們永遠會處在⼀種被轄制的狀態，即使是重⽣得救的

基督徒。因為愛惜⾃⼰的⽣命是⼈本性中最顯著的特質。⽽耶穌為了拯救我們，祂必須揭

露我們舊⼈的特質，好使我們知道如何脫下舊⼈，穿上新⼈——這是福⾳救恩的原則。 

 

愛惜⾃⼰的⽣命不僅包括愛惜⾃⼰⾁體的⽣命，還包括了所有與我們存在有關的東⻄：我

們的意⾒，我們的想法，我們的⾃尊，⾃義，⾃卑都是我們的⽣命。我們會本能地把這些

放在⼀切事物之上。因此，主耶穌說：約 12:25「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

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26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

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耶穌在這裡說的不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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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性的特質，⽽是天國⽣命的特質。這也正是耶穌在受審判中所彰顯出來的天國君王⽣

命特質。耶穌完美的⼈性在受苦的時候彰顯出⼀種屬天⽣命的特質。 

 

耶穌被鞭打羞辱。彼拉多把耶穌帶出來之前，約翰福⾳ 19 章說：「當下彼拉多將耶穌鞭

打了。2 兵丁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3 又挨近他說：“恭喜猶太人

的王啊！”他們就用手掌打他。」你知道那是什麼鞭⼦嗎？那是⼀個短⽊棍，⼀頭是⽪鞭，

在⽪鞭的頂端是⼀串⾦屬或骨頭做成的尖銳釘⼦。⼀鞭打下去，就會⽪裂⾎流。幾鞭之後，

骨頭都會露出來。你看到耶穌受到痛苦嗎？祂不僅受鞭打，還受羞辱被⼈⽤⼿掌打嗎？ 

 

賽 53:5「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

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耶穌非常清楚祂所受的⼀切痛苦和羞辱是神的旨意，是神為了我們，

要祂的兒⼦擔當我們的罪⽽受苦。這些都是為了你和我將來要分享基督的榮耀的。因此，

羅⾺書 8 章說：「如果我們和他⼀同受苦，也必和他⼀同得榮耀。」基督徒受苦是⼀種與

進入神國度有關的經歷。苦難的本⾝，死亡的本⾝不是⽬的和結局，通過苦難和死亡之後

進入神國度的榮耀才是⽬的。 

 

耶穌在登⼭寶訓中也教導我們，當祂把律法成全在祂百姓⾝上時，也會彰顯像耶穌⼀樣的

⽣命特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40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

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41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這些都是⼀些極

端的例⼦說明稱義的信⼼所產⽣的⽣命新樣式。也就是說，當基督徒受到羞辱和不公平的

待遇時，所應該表現出來的⽣命特質。 

 

彼拉多知道耶穌是無罪的，他知道猶太祭司長是因為忌妒才誣告耶穌（太 27:18，可

15:10）。他仍然決定要鞭打羞辱耶穌。為什麼？他⼀⽅⾯為了要滿⾜猶太公會對耶穌恨

意的發洩，安撫他們，使他們同意釋放耶穌，這本是他的計劃。⼀⽅⾯要彰顯他的優越感。

但是猶太⼈不僅沒有要釋放耶穌，並且提前彼拉多的弱點：「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是凱

撒的忠臣。凡以自己為王的，就是背叛凱撒了。」猶太⼈提醒彼拉多，羅⾺皇帝不願意再

看到⼀次猶太⼈的暴動，他的決定將關係⾃⼰的政治⽣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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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太福⾳ 27:20 節說猶太祭司長和長老挑唆眾⼈，要求釋放巴拉巴，除滅耶

穌。你也許會問：先前擁護耶穌的⼈群那裡去了？這表⽰許多先前跟隨耶穌擁護耶穌的群

眾都因為挑唆煽動⽽改變了⽅向。⼤部分擁護耶穌的群眾都是⼀陣⼦的熱⼼，經不起試探

和考驗的。群眾是善變的，是容易受到影響和煽動的。彼拉多雖然招來了許多的群眾，在

他回屋⼦內接他妻⼦傳來的消息，告訴他耶穌是義⼈，不要管這件事時，猶太⼈就開始煽

動群眾，破壞了彼拉多的計劃（也許群眾中也包括了⽀持巴拉巴的⼈）。猶太⼈更進⼀步

告訴彼拉多，耶穌稱⾃⼰是神的兒⼦。彼拉多更害怕了，他不願意介入猶太⼈與猶太⼈的

神有關的事。他已經有三次失敗的經歷。 

 

當他回到屋內，再詢問耶穌的時候，耶穌卻不回答。但是當彼拉多說：約 29:10「你豈不

知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嗎？」「11 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

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這是耶穌最後向彼拉多

啟⽰祂的王權。基督的王權超越在彼拉多之上，⼀切發⽣的事都出於神主權的計劃。 

 

最後，彼拉多出來⾯對猶太祭司長和長老們以及群眾，他提出了⼀個問題：「這個稱基督

的耶穌，我要把祂怎麼辦？」彼拉多這次⽤了基督受膏君王這個頭銜來稱呼耶穌，他要把

基督以⾊列的受膏君王，和地上的強盜巴拉巴做對比，他要猶太⼈做選擇。所以，他問了

⼀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如何對待被稱為基督的耶穌？」這個問題今天我們每個⼈

都需要回答。我們如何對待成為基督的耶穌。你把耶穌放在你⽣命中什麼位置？ 

 

經⽂說：「巡撫說：“為甚麼呢？他做了甚麼惡事呢？”他們便極力地喊著說：“把他釘十

字架！”24 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

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25 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

上。”26 於是彼拉多釋放巴拉巴給他們，把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 」這是耶穌

受羅⾺巡撫彼拉多審判的最後結果。我們看到幾件事： 

 

1-耶穌的受苦。主耶穌在受審判中忍受鞭傷痛苦，祂順服神的計劃，祂因為愛神⽽樂意受

苦，祂知道⾃⼰是在成就⼀項偉⼤的救贖計劃，你和我都在祂裡⾯。祂忍受羞辱為了使我

們將來可以分享祂的榮耀。使我們在受苦受羞辱時，認識我們本性中殘留的罪，使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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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仰望祂已經為我們成就的救恩，使我們可以把眼光轉向祂。因為祂正是在帶領我們經歷

祂的得勝，經歷勝過我們的的本性，勝過我們本性中對死亡和⾝體痛苦的懼怕。祂要使我

們裡⾯像祂那樣的天國⽣命的特質被彰顯出來，成為祂的⾒證。這是⼗字架的智慧，神的

救恩法則。 

 

2-耶穌的沈默。祂在受審判的過程中彰顯出智慧的沈默。祂知道什麼時候要沈默，什麼時

候要說話。基督智慧的沈默使我們認識到我們許多時候，不知道⾃⼰的舌頭是需要制伏

的。我們往往該沈默的時候不知到沈默，該說話的時候不知道說話，說話的時候總是不經

意地，就帶出本性中的驕傲、⾃我、⾃卑，甚⾄苦毒和紛爭。這些都不是從上頭來的智

慧，都是屬本性⾁體的智慧。我們需要禱告求主賜給我們從上頭來的智慧。 

 

3-耶穌揭露人本性的特質。最後，我們看到耶穌在受審判的過程中，揭露了⼈本性的特

質：猶太⼈虛假的宗教彰顯出⼈本性的罪惡往往被隱藏在外在宗教⾏為之下。當受到挑戰

和激動時，就會彰顯出內⼼的忌妒和苦毒。基督為了要把我們帶進祂的國度，祂也會把我

們⽣命中那些隱藏在宗教外殼之下的罪除去，使祂的義成就在我們⾝上，使我們像祂。 

 

彼拉多和希律王彰顯出地上政權在⼈本性⾃我的轄制下彰顯出的罪惡：希律王對公義和公

平毫不關⼼，他只關⼼⾃⼰有興趣的事，他只要看神蹟，希律王代表⼈本性中隨著⾃⼰喜

好⾏事的慾望。當耶穌無法滿⾜他的興趣或他所追求的，他就立刻把耶穌送走，並且還鄙

視耶穌。 

 

彼拉多則彰顯⼈本性最關⼼的，是⾃⼰的利益是否受到損傷，⽽非關⼼耶穌的國度和耶穌

的王權。只要耶穌的國度和耶穌的王權不影響到⾃⼰的利益和主權。雖然知道耶穌是好

的，但是耶穌是可以被犧牲的，隨時都可以被忘記的，為了所追求的許多美好的事物。 

 

結論：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經⽂的中⼼思想是：天國君王在忍受羞辱中彰顯智慧的沈默並揭

露⼈本性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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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要問⾃⼰的問題是：耶穌是否在我們裡⾯掌權？我們認識基督的⼗字架嗎？我們

如何⾯對⼼中對死亡、⾝體受苦時的所感到的害怕和恐懼？當我們的⾃我利益受到威脅傷

害時，耶穌在那裡？當我們在思想情緒上離開耶穌時，我們是否知道是祂正在揭露我們天

然本性中殘留的罪和軟弱？我們是否知道基督正在帶領我們經歷祂的得勝。耶穌說：「約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