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太福音》預查  第二十七章   

講員：于宏潔 

今天我們要讀《馬太福音》第 27 章，平行的經文是在《馬可福音》第 15 章，《路加福音》

第 23 章，《約翰福音》第 18 章後半段和第 19 章。弟兄姊妹如果有時間，非常鼓勵大家

把相關的經文好好地對照著讀，這樣我們就比較能夠把耶穌被交受審、被釘受害、被安

葬的整個過程與其時間的順序，其他發生的事，以及耶穌最後所說的話，做一個清楚的

整理。 

本章分段 

基本上我們可以把第 27 章分為四段。 

1．第一段是第 1～19 節。這一段記載耶穌在彼拉多面前受審。中間插入猶大的結局。 

2．第二段是第 20～31 節。這一段記載耶穌被弟兄出賣，受兵丁戲弄。第 20 節到 26 節

講耶穌被猶太人、被自己的弟兄出賣。彼拉多願意釋放耶穌，但是猶太人卻要把祂釘十

字架，甚至願意承擔流無辜人血、流義人血的罪。他們把耶穌出賣了。第 27～31 節講祂

如何被兵丁戲弄，這是外邦人對主的戲弄。 

3．第三段是第 32～56 節。這一段記載耶穌被釘、受辱、受死，基本上涵蓋了耶穌在十

字架上的整個經歷：祂怎樣在十字架上受盡了別人的譏誚和羞辱，怎樣在其上受苦、受

害，到最後被釘、受死、斷氣。在這段聖經中我們看見，所有在祂的十字架下經過的人

都譏誚祂，甚至對祂搖頭說：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造起來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

是 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來吧！第 41 節特別說到祭司長、文士、和長老也都這樣

譏誚祂，說，他救了別人卻不能救自己。他是以色列人的王，現在就可以從十字架上下

來，我們就信他。下面接著記載他們對耶穌的羞辱， 甚至連與耶穌同時釘十字架的強盜，

也譏誚祂。接下來就講到，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黑暗，耶穌喊：我的 神，我的 神，為

什麼離棄我，喊完就斷了氣。這時，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裂為兩半。在十字架下的人看

見了這些景象都非常害怕，說，這真是 神的兒子！有一些婦女也在遠處觀看耶穌斷氣的

情形。  

4．第四段是第 57～66 節。這一段記載耶穌被埋葬。祂被安放在一個全新、沒有用過的

墳墓裡。這墳墓原屬於一個名叫約瑟的財主。這約瑟來自亞利馬太，也是耶穌的門徒，

他把耶穌放在自己所鑿的墳墓裏。耶穌被葬之後，祭司長和法利賽人很害怕若耶穌果真

第三日復活，將會有更多的人歸向祂。因此他們不僅去請彼拉多派很多兵丁看守住墳墓，

還輥了一塊很大的石頭堵住墓口。 

參讀平行經文的重要 

我們讀第 27 章時如果不對照《馬可福音》、《路加福音》、《約翰福音》的平行經文一起讀，

可能會漏掉了很多其他的細節，對時間的順序上也會有一些誤會。去年我們開了“耶穌

生平＂ 這門課，我們教會幾乎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都上了這門課。我很希望上過這門課

的弟兄姊妹，能夠把我發給你們的講義、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表拿出來，與小組的弟兄

姊妹一同參考。參讀平行經文的重要性可以從主的末後七言看出。  



末後七言及其時間順序 

主耶穌在地上所說的最後七句話，也就是末後七言，是哪七言？它們的時間順序是什麼？

這必需要參考其它的福音書才能回答。這點我們在上“耶穌生平＂時講得很清楚。這七

句話 

第一句是在《路加福音》第 23 章第 34 節，主禱告說：「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

做的，他們不曉得。」   

第二句話是在:《路加福音》第 23 章第 43 節：「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樂園

裏了。」這是耶穌對同時釘十字架的強盜所說的話。 

第三句話是在《約翰福音》第 19 章 26 節，耶穌對母親說：「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

他的門徒約翰說：「看你的母親。」 他等於把自己的母親托給了約翰。 

第四句話是在《馬太福音》第 27 章第 46 節，和《馬可福音》第 15 章第 34 節，耶穌大

聲喊著說：「以利，以利，拉馬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 神，我的 神，為什

麼離棄我。」今晚我們所讀的《馬太福音》第 27 章，只記載了主耶穌末後七言中的一句

話而已，就是這第四句話，它也是四卷福音書所記載的末後七言中，唯一被重複記載的

一句，其他的六句都是單獨記載的。 

第五句話是《約翰福音》第 19 章第 28 節，耶穌說：「我渴了。」  

第六句在《約翰福音》第 19 章第 30 節，耶穌說：「成了。」  

第七句在《路加福音》第 23 章第 46 節：耶穌大聲喊著說：「父啊，我將我的靈魂交在

你手裏。」  

在“耶穌生平＂ 那門課裏，也曾經特別提到，在這七句話裏，第一句、第四句、和第七

句是對  神說的，其他三句是對人說的。《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各記載了一句，《路

加福音》、《約翰福音》各記載了三句，其中只有一句是重複記載的。 

主在地上的最後日子 

耶穌在地上的最後日子經歷了被交，被審判，被釘十字架，到最後受死，被安葬。在這

段經歷裏，有幾件重要的事我們要稍微提一下。 

猶大的結局 

猶大等於是白跟了耶穌三年半，因為他的生命並沒有真實地被改變，他也拒絕改變。這

對我們來說是一個很大的警惕。其他的十一個門徒，其實本性裏有很多的軟弱、很多的

自私、很暴躁的脾氣，甚至被稱為半尼其，就是雷子，像打雷一樣。他們也會自私、膽

小，沒有信心。可是因著他們跟隨耶穌，就一路被主改變。教會歷史告訴我們，這些門

徒們到最後都殉道了。除了施洗約翰以外，每一個都是殉道而死，都非常勇敢，非常忠

誠，惟獨猶大的結局是這樣悲慘。他後來雖然後悔了，覺得流無辜人的血是有罪的，但

他沒有勇氣直接回到 神的面前去向祂認罪，卻選擇自殺、吊死。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更是一個很可憐、很悲慘的結局。我們今天跟隨耶穌，到底肯不肯順服祂？肯不肯讓祂



的話、讓祂的命令、讓祂的旨意在我們身上成就？肯不肯讓他的美麗、祂的生命吸引我

們？尤其我們是新約的子民，有基督的內住，有聖靈在我們裏面改變我們。這是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希望這一生結束的時候我們的結局不是悲慘的，不是遺憾的，不是令人惋

惜的，而是我們都被祂改變了。 

被拒絕的彌賽亞 

1. 被外邦人拒絕。我們讀福音書時，可以看到，在耶穌行過的路途上有各式各樣的人；

他們離棄耶穌，他們傷害耶穌，譏誚、辱罵耶穌，他們讓耶穌受苦。這些人中有外邦人

的兵丁，不論是希律的兵丁還是彼拉多的兵丁，他們都不認識 神，因他們是外邦人。他

們羞辱、戲弄耶穌，可能是出於他們本性裏的殘暴。希律王、巡撫彼拉多也拒絕耶穌，

嘲笑耶穌；彼拉多甚至因不敢擔待釘死耶穌的罪而洗手保護自己，表明流這個義人血的

罪不能歸到他身上。所以他們兩個人也都選擇拒絕耶穌。《路加福音》告訴我們，彼拉多

和希律原本是仇人，可是從那一天開始，他們變成了好朋友。可見世界上的人、世界上

的政權、還有那些不認識主的人，他們就是會選擇拒絕耶穌。 

2. 被猶太人拒絕。令人稀奇的是，猶太人也拒絕耶穌。他們不信耶穌也就罷了，他們恨

祂竟恨到非要把祂釘十字架不可！有時我心裏也不能明白，為什麼他們看過耶穌行神

蹟，聽過耶穌講道，也風聞過耶穌有那麼多充滿愛心、正義、愛 神的舉動，但是為什麽

卻選擇棄絕耶穌？我想唯一的解釋就是，除了人的本性、舊造的生命會被仇敵利用，以

至於罪人竟拒絕 神之外，另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被蒙蔽了。他們的主觀太強，成見

太深。他們認為彌賽亞應該是在大榮耀中來拯救他們，成為他們的救主，帶領他們脫離

外邦人的轄制。但是拿撒勒人耶穌是這樣的貧寒、卑微，他和門徒們甚至連枕頭的地方

也沒有，還常常因為肚子餓而掐麥穗來吃。他們看耶穌的生平，雖然有很多地方讓他們

感動，讓他們看見一些奇妙的作為，但是他們仍然受到仇敵的蒙蔽，受到自己成見的限

制，而最終拒絕了這位彌賽亞。他們覺得如果彌賽亞是這副樣子，那真是羞辱。而且這

耶穌還居然自稱是 神的兒子，這是褻瀆 神，他們不能接受。 

3. 被猶太人的領袖拒絕。祭司長，文士和長老則是因著嫉妒而拒絕耶穌。他們因看見

有那麼多的百姓歸向耶穌而心生嫉妒。《馬太福音》第 27 章第 18 節記載，巡撫原知道他

們是因為嫉妒才把祂解了來。《馬可福音》也記載他們是因為嫉妒才把耶穌解來。 

拒絕耶穌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我們看見，人因各種的原因而用各樣的方法拒絕耶穌，羞

辱耶穌，甚至把祂釘在十字架上。今天我們的揀選又到底會如何？也許我們不會出賣耶

穌，但是很多的時候，我們在人生的路途上也會面臨類似的揀選，就像彼拉多在第 17 節

所問的：「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是巴拉巴呢、是稱為基督的耶穌呢？」 很

多時候，罪惡、肉體、世界在我們裏面與耶穌相爭，我們到底要選擇哪一邊呢？

這樣的揀選是我們一生都要面對的。 

順服的羔羊 

接下來我們看見耶穌受審、受辱、受害、受死。祂一言不答，這是出於祂那偉大的

生命，那羔羊受苦的生命。聖經告訴我們，祂不言不答到一個地步連彼拉多都覺得稀奇。

《希伯來書》第 5章第 8-9 節也講到：「祂雖然為 神的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了

順從。祂既然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祂的人成了永遠得救的根源。」 在耶穌的身上

我們看見祂是那樣的美麗，那樣的討 神喜悅，而且祂對 神的旨意絕對地順服。這個順

服的生命今天不僅為我們完成了救贖，更要成為所有順從之人永遠得救的根源。我們看



見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祭司長、文士、長老、還有路過的人都譏誚祂說，你如果真

是 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來吧，我們馬上就信你。有人甚至嘲笑說，他救了别人卻

不能救自己。我想也只有耶穌能夠不救自己，也還好祂沒有救自己，否則今天我們

沒有一個人能夠成為得救的人。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接下來我們看到，彼拉多在審判祂的時候說，你豈不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麼？我們從《約

翰福音》所記載的耶穌對他的回答，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到底誰才有真正的權柄。《馬太

福音》第 2 章第 2 節記載，博士們來拜耶穌時，問希律王說：「那生下來做猶太人之王

的在哪裡？」 換句話說，真正做王的其實是耶穌。耶穌來就是要做王的，所以彼拉多在

《約翰福音》第 18 章問耶穌說：「你是王麼？」 在《路加福音》第 23 章耶穌的回答是：

「你說的是」。在《約翰福音》第 18 章第 37 節耶穌回答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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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了

《約翰福音》第 19 章第 10節彼拉多對耶穌說：「你豈不知我有權柄釋放，也有權柄把

你釘十字架麼？」在第 19 章第 11 節耶穌回答說：「若不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

無權柄辦我。」接下來在《約翰福音》第 19 章第 19-22 節記載，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

時候，他們在上面也釘了一個牌子，上面寫著說：「猶太人的王，拿撒勒人耶穌。」這句

話是分別用希伯來文、拉丁文、跟希臘文寫的。這三種文字可以代表當時的世界：希

伯來文代表當時的宗教世界，拉丁文代表當時羅馬的政治、政權、和軍事，希臘

文代表當時的文化，希臘文化是當時最普遍的文化，其哲學影響當時的世代至巨。

用這三種文字寫在牌子上正是表示耶穌是萬王之王。所以猶太人的祭司長看到以後就

去對彼拉多說，不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他自己說我是猶太人的王」。但是彼拉多說

我要寫的已經寫上了。這些事情的發生都在 神主宰的權柄裏，它們正顯示出耶穌才是真

正的王。 

我們的態度與回應 

《馬太福音》第 27 章帶我們回到一個很關鍵的主題，就是，對於這一位真正的王，我們

對祂的態度是什麼？祂是為了作王而來到這個世界。祂在被釘死以前就說過，我是為此

而生，也是為此來到世上。今晚讀的經文讓我們看到，在這位王的面前，人背叛祂，離

棄祂。他們出賣耶穌，羞辱、譏誚耶穌，釘耶穌十字架，甚至連祂的門徒也都逃跑了。

今天我們對這位王的態度到底是什麼？祭司長、文士、長老因為嫉妒而把耶穌交出釘十

字架；猶太人因為不認識耶穌，因為主觀成見，因為被仇敵蒙蔽而拒絕耶穌。兵丁、希

律王、彼拉多因不認識 神而羞辱逼迫耶穌。我想要問的是，今天我們是新約的子民，

已經有全備的救恩，有清楚的真理，福音也傳給了我們，那麼，我們對主的態度

到底是什麼？我們真把祂當王麼？彼拉多說：看這個人。祂真的是一個完美的人、標

準的人，是各方面都無瑕疵、無斑點、 神的羔羊。為了救我們，祂在十字架上面還為我

們代求說：「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不曉得。」。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今天是用一種怎樣的態度來對耶穌呢？當我們讀這些故事的時候，我們不能只把它

們當成歷史而讀過去。希望 神藉著這一段經文對我們心靈的深處說話，使我們這個

人能夠真正地被祂折服，使我們能從心裏面說，主啊，你真是主！你是我的主！

你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古利奈人西門 



在這故事裏我們看見一個人，他名不見經傳，而且是一個古利奈人。古利奈在今天的北

非利比亞一帶。到今天非洲人還常常被人輕視，更不要說在耶穌那個時代了。這個古利

奈人西門那天被羅馬兵抓來幫耶穌背十字架。剛開始時他是很勉強的，因為他是被迫的。

但是，當他踏上這一條與耶穌同行的窄路後，主耶穌的愛、主耶穌受苦的情景，主耶穌

的禱告，主耶穌的表現，主耶穌的偉大，…… 都震撼他，使得這個人被改變了。教會的

歷史記載，他是一位非常愛主的弟兄。有人說保羅在《羅馬書》最後的問安裏，特別問

候他的兒子魯孚和魯孚的母親。保羅甚至稱魯孚的母親，就是古利奈人西門的妻子，是

他屬靈的母親。 

弟兄姊妹，有人可能原來完全不認識主，只是因為被迫背十字架而有機會接觸、認識到

這位被釘的耶穌。但是人真正地看見耶穌所經歷的一切，沒有人會不受震撼而願意成為

一個愛主的人。我們也看見，那麼多人看見了耶穌，但是他們卻拒絕祂、嘲笑祂、諷刺

祂、辱罵祂。親愛的弟兄姊妹，雖然我們已經信主多年，我們還是要求主在十字架上的

愛，常常活化在我們眼前，讓我們甘心地起來愛祂、跟隨祂。 

最後的話 

最後再提一件事。祭司長、文士，長老們要彼拉多封住墓口，這使我想起聖徒詩歌第 108

首“他起來＂。第二節歌詞說：兵丁徒然看守，石頭徒然封口。第三節說：死亡無法

鎖關。這是何等偉大的生命！雖然祂曾經為我們受苦、受辱、受害、受死、被釘在十字

架上，然而當祂死的時候，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裂為兩半，使我們這些被定罪的罪人，

可以坦然無懼地來到至聖所，來到施恩的寶座前，來親近 神。不但如此，我們也看到復

活的大能勝過了死亡，祂藉著死敗壞了掌死權的魔鬼，所以兵丁是徒然看守，石頭是徒

然封口，因為連死亡都沒有辦法拘禁祂。今天，復活的耶穌正活在我們的心中、正活在

我們的生活中，哈利路亞！感謝 神！求 神祝福我們。但願我們讀了這一段經文之後

能更愛耶穌，對我們復活的生命更有把握，並能夠靠著主過得勝的生活。 

討論問題 

1. 主耶穌的門徒是期望祂來作王的，結果祂卻被釘在十字架上受害並受死，你認為門徒

當時的感想是什麼？現在讀完這一章經文，對主流血捨命的大愛，你有哪些回應？ 

2. 主耶穌所說的末後七言，是哪七言？它們的時間順序是什麼？哪句話最觸動你？為什

麼？ 

3.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流血捨命時，說了一句「成了！」，因為祂為全人類完成了一次又永

遠的救贖。主耶穌已經花了寶血的重價，買贖了你歸給祂，你的回應是什麼？你在哪些方

面願意交出來給主，讓祂完全掌管、支配、並使用？ 

禱告 

主耶穌啊，我們謝謝你。 當我們想到你、講到你，我們的心就忍不住要喜樂。你是何等

的有恩典！我們原是一般遠離你的罪人，是沒有盼望的，在以色列的諸約之外，是局外

人，然而今天我們能夠成為 神的兒女，成為蒙愛的兒女。我們謝謝你。我們要紀念你在

十字架上為我們所受的苦，我們也要紀念你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禱告，我們也更加要讚

美你。你為我們死，也為我們活。你為了我們已經擄掠了一切的仇敵，讓我們可以靠著

你復活的大能，在地上過得勝的生活。是的，耶穌，讓我們每一個人讀完這一段經文後



都更愛你、生活都更得勝！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