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最後一週 高洛安牧師 5-27-2012
本週題綱
一、 耶穌第四次預言將要被釘十字架
二、 祭司長商議捉拿耶穌
三、 猶大賣主
四、 門徒預備逾越節的筵席
五、 耶穌與門徒吃逾越節的筵席
六、 耶穌指明賣他的人
七、 首次預言彼得不認主
八、 耶穌設立晚餐
九、 耶穌最後的談話
a)
b)
c)
d)

論他去的目的
論葡萄樹與門徒彼此相愛
論聖靈的降臨
論奉主名的禱告

本週問題：
1)
2)
3)
4)

請列出前三次耶穌預言將被釘十字架的經文章節及門徒們的反應？H.W.
猶大若不生在這世上，那麼主要怎麼上十架呢？救恩會如何成就呢？H.W.
人跌倒常常會失去信心，試分享你失敗或得勝的經驗？H.W.
試在本週的小組聚會中，分享你在掰餅紀念主時被主的愛摸著的經歷！請簡
要的把分享寫在這裡！
5) 主說：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不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裡不要
憂愁，也不要膽怯。試分享『真平安』？
第三課
壹〉 耶穌第四次預言將要被釘十字架 (太 26:1-2)
1) 請列出前三次耶穌預言將被釘十字架的經文章節及門徒們的反應？H.W.
 第一次：太 16:21-28; 可 8:31-9:1 路 9:22-27
 第二次：太 17:22-23; 可 9:30-21; 路 9:43-45
 第三次：太 20:17-19; 可 10:32-34; 路 18:31-34
2) 在第四次預告被釘十字架時，那一方面講的比較清楚了？(太 26:2)

貳〉 祭司長商議捉拿耶穌 (太 26:3-5; 可 14:1-2; 路 22:1-2)
1) 那時的大祭司是誰？〈在他家院裡的聚集是不合法的〉
2) 他們會議的主旨是什麼？

1

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最後一週 高洛安牧師 5-27-2012
他們明知沒有殺人的權柄但還是定了主意要殺耶穌，並不想經過正式的審判，
只是因為懼怕百姓，所以不敢公然下手
3) 他們還顧忌的另一件事是甚麼？(太 26:5)
4) 再過兩天是猶太人的什麼節期？(可 14:1)
5) 猶太人的逾越節是幾月幾日？除酵節是幾月幾日？
參〉 猶大賣主 (太 26:14-16; 可 14:10-11; 路 22:3-6
1) 猶大去見祭司長(和守殿官)，說了什麼話？(太 26:15)
2) 猶大用多少錢賣了耶穌？這剛好應驗了那位先知的預言？(太 26:15)
我對他們說：「你們若以為美，就給我工價。不然，就罷了！」於是他們給了
三十塊錢作為我的工價。耶和華吩咐我說：「要把眾人所估定美好的價值丟給
窯戶。」我便將這三十塊錢，在耶和華的殿中丟給窯戶了。(撒加利亞書
11:12,13)
肆〉 門徒預備逾越節的筵席 (太 26:17-19; 可 14:12-16; 路 22:7-13)
因為這兩個節日逾越節和除酵節相連接，當時的猶太人常常把它們交替使用，
所以，除酵節的第一天會吃逾越節的筵席
1) 耶穌打發那兩個門徒要他們進城去預備逾越節的筵席？(路 22:8)
2) 主耶穌叫兩位門徒進城去，給他們有那些的指引？
伍〉 耶穌與門徒吃逾越節的筵席 (太 26:20; 可 14:17; 路 22:14-18)
1) 猶太人逾越節晚餐的程序是如下：
a.
b.
c.
d.

開始→眾人以傳遞方式共用第一杯葡萄酒，用以祝謝和感恩
儀式→家中年長者追述設立逾越節的經過，喝第二杯葡萄酒
用餐→為餅祝謝後掰開傳給各人，為第三杯葡萄酒謝恩並吃苦菜和羊羔
最後→唱詩，詩篇 115-118。喝第四杯葡萄酒

主耶穌明明的告訴和祂同席吃逾越節晚餐的 12 個門徒說：從今以後，我不再吃
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裡。現在教會不守逾越節，而以聖餐代之。
陸〉 耶穌指明賣他的人 (太 26:21-25; 可 14:18-21; 路 22:21-23; 約 13:21-23)
1) 他們正吃的時候，耶穌宣佈了一個消息後怎樣？(太 26:21; 可 14:18;約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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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家中沒有垃圾，老鼠、蟑螂會來麼？(路 22:22)
 撒但入了猶大的心不是因為餅
 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去世，但賣人子的人有禍了！那人不生在這世上
倒好
3) 猶大若不生在這世上，那麼主要怎麼上十架呢？救恩會如何成就呢？H.W.
4) 賣耶穌的猶大在跟隨了主三年多他和主的關係還只是？(太 26:25)
5) 當初耶穌是禁食禱告才揀選了猶大的，難道選錯了嗎？這要如何理解？
主耶穌揀選了猶大並且教導他三年半，至終他出賣了耶穌；這是主給了我們一
個很好的榜樣；我們也會遇到像猶大這樣的人。『同我吃飯的人用腳踢我』，
『用親嘴的記號賣主』。
柒〉 首次預言彼得不認主 (太 21:31-38; 約 13:36-38)
1) 主耶穌對西門說撒旦要得著你們(Satan demanded to have you)好像什麼？
(路 22:31)
2) 彼得會跌倒但不會失去信心(your faith may not fail), Why？(路 22:32)
即使知道彼得即將遭遇失敗，耶穌還是滿懷慈愛的面對彼得，還替他禱告讓他
不因失敗而失去信心。這樣慈愛的主，他常用慈愛來面對我們的失敗；這使得
常遭失敗的我們，可以得鼓勵、安慰並願意坦然的來面對神。
3)
4)
5)
6)
7)

人跌倒常常會失去信心，試分享你失敗或得勝的經驗？H.W.
彼得從跌倒中會回頭，回頭後會怎樣？(路 22:32)
彼得說了那一句不認識自己的話？(路 22:33)
耶穌如何首次預言彼得不認主？(路 22:34)
上次耶穌差門徒出去時(路 9:1-6)，不帶錢囊、口袋，現在可以了，why?

耶穌上次差門徒出去時是實習，雖然沒有任何物質上的準備，卻因學習依靠神
就沒有缺乏。現在耶穌要門徒開始準備物質，因為耶穌將上十字架，離世。
今天許多的基督徒還想以(路 9:1-6)作為神對跟隨祂的人「靠信心生活」的命
令。那是錯的。今日面對傳福音的挑戰，我們要靈巧，要有更充分的準備
約翰福音從彼得問耶穌往那裡去這問話而引出了彼得誇下為主捨命的海口！
8) 到底主耶穌要往那裡去呢？(約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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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父的家裡有許多住處；若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了。我去原是為你們
預備地方去。我若去為你們預備了地方，就必再來接你們到我那裡去，我在那
裡，叫你們也在那裡。
9) 主怎樣回答彼得的？(約 13:36)
10)彼得真願意為主捨命嗎？(約 13:37)
捌〉 耶穌設立晚餐 (太 26:26-29; 可 14:22-25; 路 22:19-20)
A 約 6:53 耶穌說你們若不吃人子的肉，不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裡面。
B 約 6: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復活。
C 約 6:55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B＇約 6: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裡面，我也常在他裡面。
A＇約 6:57 照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就是生命的糧。到我這裡來的，必
定不餓；信我的，永遠不渴。我們到祂這裡來，信祂 →就是→吃祂、喝祂了
1. 試在本週你的小組聚會中分享掰餅紀念主時被主的愛摸著的經歷
玖〉 耶穌最後的談話

(約 14:1-31)

a) 論他去的目的
1.
2.
3.
4.
5.

彼得在約 13:36 節的問話！主的第一個答案。主也看見門徒開始憂愁！
多馬說我們不知道你往那裡去？也不知道那條路？耶穌說？(約 14:6)
試用自己的話說說『你們若認識我，也就認識我的父』？
約 14:12 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比這更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裡去。Why?
為什麼『奉主的名求有如此大的能力？

在希伯來文中，名字代表一個人的本質，特徵和人格，
「奉我的名」：透過對「名」字的瞭解，照我們對這『名字』的認識或照著一
個人他向我們啟示的程度。所以「奉耶穌的名」的意義是指「所求的事情是根
據我們對他的認識，照著耶穌祂的本質、特徵與性格」來成就
6. 聖靈保惠師所要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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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與門徒同住 (約 14:25)
他要將一切的事指教你們(約 14:26)
他要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說的一切話(約 14:26)
他要為耶穌作見證(約 15:26)
他要榮耀耶穌(約 16:14,15)

7.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不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裡不要憂
愁，也不要膽怯。試分享『真平安』？H.W.
b) 論葡萄樹與門徒彼此相愛
1. 舊約中用葡萄樹來比喻以色列，試列出三處經文？




詩 80:8
賽 5:1-8
耶 2:21

主說我是真葡萄樹！凡屬我不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
理乾淨，使枝子結果子更多。天父會剪去不結果子的枝子，修理結果子的枝
子，使其結果更多。
剪去是指受審判。修理枝子是指用神的話來潔淨自己。接受十字架的煉淨。我
們得能力，結果子都是因為『聯於基督』。離了祂我們只有枯乾死亡！
2. 你們若遵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了。朋友和僕人有什麼不同？



僕人只是聽命服事主人，
朋友卻是參與計劃，交換意見，平起平坐

3. 在聖經中我們的神稱呼過誰是祂的朋友？




出 33:11 耶和華稱摩西是朋友
約 11:11 耶穌稱拉撒路是朋友
雅 2:23 神稱亞伯拉罕是朋友

4. 你們不屬世界，除了指你們是世界不配有的人(希 11:38)以外，還有什
麼意思？
世界是以恨來解決衝突，而門徒是以彼此相愛來彰顯自己是屬神的子民。耶穌
被世人逼迫，那些凡在耶穌裡的也都要受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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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約 15:26 從父出來真理的聖靈；他來了，就要為我作見證。除了聖靈以
外，還有那些也為耶穌作見證？(約 5:32-39)







施洗約翰為耶穌作見證
耶穌在地上的工作為耶穌作見證
父為子作見證
聖經為耶穌作見證
聖靈為耶穌作見證(約 15:26)
門徒為耶穌作見證(徒:1:8)

6. 從(約 15:16-18)試寫出門徒該有的特徵？







是蒙神揀選的
接受分派
結果子
有代禱的權柄
彼此相愛
被世人恨

c) 論聖靈的降臨
1. 彼得在約 13:36 節的問話！主給的第二個答案：
2. 保惠師來了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耶穌怎樣解釋
這句話？(約 16:8-11)
3. 真理的聖靈來了，他要怎樣？(約 16:13,14)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切的真理；因為他不是憑自己說
的，乃是把他所聽見的都說出來
 他要榮耀耶穌，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聖靈就是復活主的靈在地上的化身！
(約壹 2:1) 在父那裡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
(林前 15:45) 首先的人亞當成了有靈（靈：或作血氣）的活人；末後的
亞當成了叫人活的靈。

d) 論奉主名的禱告(約 16:17-33)
1. (約 16:20)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樂。耶穌指的
是什麼事說的？(約 16:21-23)
2. 耶穌也用婦人生產來形容這事！它起初為什麼憂愁？後來又為什麼
喜樂？(約 16:21)
3. 主耶穌在這裡給了門徒一個什麼樣子的應許？(約 16: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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