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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歌：（4分钟）《三一颂》  

2. 背诵经文： 

3. 本课的内容： （45 分钟） 

本课的内容： （45 分钟）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约翰福音十九章的内容，我把这一章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耶稣被判钉十字

架， 第二阶段十字架之路， 第三阶段耶稣被钉十字架， 第四阶段耶稣的安葬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读经文了。 

我们现在学习 

第一阶段 耶稣被判钉十字架  

这段经文从约翰福音的十九章 1-16节 这里我们有 3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 

1.“彼拉多愿意钉耶稣十字架”吗？ 我们一起来看十八章 38 十九章 4，12节。 

 

2. 为什么彼拉多回避钉耶稣十字架？害怕 

a) 第四节“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参考其它福音书。耶稣没有罪 

b) 马太福音 27：19，耶稣是个义人 

c) 马太福音 27：24 耶稣是个义人 

d) 约翰福音 19：7-9 耶稣是神的儿子  

 

3. 彼拉多作为罗马帝国犹大省的总督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任由耶稣钉十字架？ 

a) 我们来看 12节  他們說：「你若釋放耶穌，就不是該撒的忠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指

出：「如果你不照我們的意思做，我們會向皇帝告發，那時你的官就保不住了。」彼拉

多把耶穌釘死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保住他的官職。 

b) 14节 逾越节的前夕 犹太人要上到耶路撒冷，当时有几大势力，从宗教上：有法利赛

人，文士，撒都该人，信耶稣的，祭司。从民族冲突上：犹太人，奋锐党人，罗马人，

希律王。我用“沸腾的油锅”来描述当时的情景，有一点火星就可能引起暴乱。作为总

督的彼拉多怕乱 - 为了好的政绩。 

c) 马太福音 27：25节 犹太人愿意承担罪。彼拉多乐的撇得干干静静。 

彼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他也不愿意钉死主基督耶稣。然而在当时自己的利益不受亏损的情

况下，还是让耶稣钉死在十字架。这样自己也留下了千古的臭名。我們是不是很为彼拉多婉惜

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为自己的利益不受亏损，而把我们的救主钉在十字架，让主的名

受亏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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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祭司长控告耶稣的罪名是什么？18：30 

解释：约翰福音 12节 耶稣的罪名是什么呢？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是“犹太人的

王”，企图篡夺王权这是死罪──因为这权是只有该撒才能赐与的。耶稣被控违犯了皇帝的权

威。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解释：19节 这本来是耶稣的罪状，但同时也是宣告耶

稣就是犹太人的王。 

 

1.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2. 兵丁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 

3. 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4.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5. 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6.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彼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

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7.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8. 彼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 

9. 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 

10. 彼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

吗﹖ 

11. 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

人罪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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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该撒的

忠臣（原文作朋友）。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 

 

13. 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

大，就在那里坐堂。 

14.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午正。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 

15. 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

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 

16.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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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各各他之路 

17.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

希伯来话叫各各他。 

 

解释：耶穌走出來，傷痕纍纍，血跡斑斑，身上儘是皮鞭鞭打的伤痕，背負十字架向各各他走

去。在这里我稍微说一下钉十字架。可以说沒有一隀死是比釘十字架更慘無人道的。連羅馬人一

想到十字架也會膽戰心驚。西塞祿（Cicero）說，十字架是「最殘酷最可怕的死刑」。羅馬本土

並不採納十字架的極刑，它只用在屬地的省分，對象也只限於奴隸。而耶穌所受的，正是古代世

界最殘忍，只有奴隶才受的極刑。 

 

第三阶段 耶稣被钉十字架 6 个小时 

1-3天，为什么主只有六个小时？1 自从耶稣与门徒同吃逾越节晚餐之后，他

没吃过一点食物，未喝过一口水。那时他已忍受被卖的惨痛，又看见自己的门徒都弃他而逃。他被解到亚那和

该亚法那里，又解到彼拉多那里；以后，从彼拉多那里，被送交希律，之后再被送回彼拉多手里。2 从侮辱到

侮辱，从讥诮到讥诮，两次饱受鞭打之苦整整一夜，皆是一幕幕把人的心灵逼到绝处的惨景。但在第二次受鞭

打后，将十字架放在他身上时，他的血肉之躯因体力不支，晕倒在重负之下。 

18. 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

间。 

19. 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

稣。 

20.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

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 

21.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

王。 

22. 彼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 

23.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分，每兵一分；又拿他的里

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 

24. 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

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9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80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53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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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24节 罗马法后来在法律提纲中规定，兵丁有权得到死刑犯所穿的衣服；死囚行刑时常是全裸的。

这更加剧了耶稣在钉十字架时，所受的极大羞辱。 

 

25.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革罗罢的妻子马利亚，和抹

大拉的马利亚。  

26.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作妇人），

看，你的儿子！ 

27.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解释: 25-27节 耶稣虽身受钉十字架的锥心刺骨之痛，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

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此处我们看见耶稣在祂穷困

潦倒时，仍作个模范儿子，将母亲交托给祂最爱的门徒，照顾她以后的生活。 

 

28.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 

29.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

口。 

30. 耶稣尝（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31.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32. 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解释：32节 在十字架上的人，有的能支撑很长时间。这种支撑让他能够呼吸，但却延长了痛苦。如果兵

丁需要加速让他们窒息而死，就会用铁棍打断囚犯的腿，让他们不能把自己撑上去。罗马人容许尸体在

十字架上腐烂，但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习俗，要求加速处死，而罗马人在拥挤的节期会特别通融犹太人的

要求。这样把十字架犯人的脚打断，将使他们无法用腿支撑身体，单靠双臂无法承担自己的体重太久，

犯人就会因缺氧而毙命，如此可加速他们的死亡。 

 

33.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 

34. 惟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35.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

你们也可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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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37. 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旧约中的预言： 

诗篇

22:14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22:15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

土中。 

22:16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22:17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 

22:18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22:19 耶和华阿、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阿、求你快来帮助我。 

1.耶稣说：“我渴了”，是应验旧约圣经所预表的事。那位受苦者说道：“我的精力枯干，如同

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2.34节约翰特别看重这点，他知道这是应验了撒迦利亚书十

二章十节的预言：“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 

结论：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是应验旧约圣经的记载，这显示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计

划进行。 

從早上九點被釘十字架，直到下午三點斷氣，共 6 小時。人們不斷嘲笑祂，譏刺祂，祂的身體無

一完全，祂的心如蠟溶化(詩 22:6-18; 69:19-21)。雖然承受肉體和心靈極深的痛苦，祂被罵不還

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口裡仍出恩言，為逼迫祂的人代求，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神(彼前 2:22)。 

第四阶段 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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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这些事以后，亚利马太的约瑟请求彼拉多，要领取耶稣的遗体。约瑟也是耶稣的门徒，不过是

暗暗地做门徒，因为他怕那些犹太人。彼拉多准许了，他就来把耶稣的遗体领去。 39 当初在夜

里来到耶稣那里的尼克迪莫也来了。他带着没药和沉香的混合香料，大约三十公斤[j]。  

解释： 38，39约瑟与尼哥底母一同将自己门徒的身分公诸于世，且同心协力地确保耶稣得到体

面的葬礼。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从慕道友渐渐变成怯怯地支持耶稣，最后坚定地公开承认他信耶

稣。他可作为信徒的另一表率，约翰希望他的读者也成为同样的人。 

 

40 他们领了耶稣的遗体，按犹太人预备葬礼的规矩，用细麻布条和香料把遗体缠裹起来。 41 耶

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墓穴，从来没有安放过人。 42 因为那天是犹

太人的预备日，那墓穴又在附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课后作业及提醒： 

作业：阅读 20 章 

 

背诵经文：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BA%A6%E7%BF%B0%E7%A6%8F%E9%9F%B3+19&version=CSBS#fzh-CSBS-372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