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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课 耶稣在公会前受审，彼得三次不认主 

逐字稿 

 

有关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第 25 课。本课主题是耶

稣在公会前受审。我们分三部分来查考。首先，耶稣被带到公会前受审，这

部分内容记载于《马太福音》26 章 57-68 节。其次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记

载于《路加福音》22 章 54-62 节。第三部分是犹大之死，记载于《马太福

音》27 章 3-10 节。 

首先，耶稣被带到公会前受审，记载于《马太福音》26 章 57-68 节。正

是半夜的时候，官长和兵丁在客西马尼园抓捕了耶稣，然后把祂带到大祭司

该亚法的院子里。他们已经召集了公会成员，为要审判耶稣。尽管耶稣被捕

时门徒们都四散逃离，但我们仍然看到有两个人不忍离去，而是一直跟随耶

稣到了大祭司的院里。我们相信，是他们心里所存的对耶稣的爱，驱使他们

想一路尾随探个究竟。我们看到约翰先跟过去了。约翰认识宗教领袖中的某

些成员，因此他被许可进入了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当他意识到彼得也跟了

过来，就请求守门的让彼得也进来了。所以，当耶稣在那里被审讯的时候，

约翰和彼得都在场。他们想亲眼目睹、亲耳听见现场所发生的一切。祭司长

和全公会开始寻找可以控告耶稣的见证，要作为凭据呈到罗马官府那里。他

们没有权柄处决耶稣，因为他们受罗马人的统治，自己没有司法权。所以他

们必须得捏造一个罪名，以此到本丢彼拉多面前控告施压，才能置耶稣于死

地。最后他们找到了两个假见证人，他们甚至都找不到真见证人。这两个人

宣称，耶稣曾经说过：我能拆毁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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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耶稣的原话。耶稣说的是：“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并且祂指的是以祂的身体为殿。但犹太人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们只要抓

到罪状就行，哪怕是虚假的控告。所以这两个假证人的证言正中他们下怀。

当假证人上前乱喷的时候，耶稣一直沉默不语。祂一言不发。此情此景，不

禁让我们想起了先知在以赛亚书 53 章 7 节所写的经文：“祂像羊羔被牵到

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祂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始终不

作声显然激怒了大祭司该亚法。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

回答吗？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仍不言语。于是该亚法直接

问道：“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不能再保持沉默。祂肯定了大祭司的宣告，承认说：“你说的是。”然后

给出了一个证据，祂说：“那日人子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大

祭司听见此言就撕裂衣服，说：“亵渎！这个人称自己是上帝，是上帝的儿

子。他说了亵渎僭妄的话！亵渎是要定死罪的。”现在他们拿到了可以上告

于本丢彼拉多面前的罪状。我们要明白的是，他们在不择手段搜集任何可以

定罪耶稣的呈堂证供。这些人又吐唾沫在祂脸上，用拳头打祂，然后准备带

祂去见巡抚彼拉多。 

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彼得对耶稣的否认。我们在 

《路加福音》22 章 54-62 节读到相关的记载。很多人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 

里聚集。当彼得置身其中时，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多么不自在，因为周遭都是 

与他的夫子为敌的人。为了尽量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彼得就钻到那些生火 

取暖的仆人和差役中间，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烤火。但有众人中有一个使女 

仔细盯着他看，就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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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一会儿，彼得出来到了门廊，又有一个

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彼

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

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从他的口

音可以听出来，从他的穿着也可以看出来。” 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

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当彼得听到鸡叫，就转过来看耶稣，耶稣

正在看着他。耶稣慈爱的目光破碎了彼得的心，因为彼得想起了耶稣之前所

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哦，彼得三次否认了他的主！他逃

离了该亚法的院子，出去到外面痛哭。我们看到在彼得的心里产生了真实的

悔改。他深知自己犯罪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他的主，他的心伤恸不已。也许

你我的头脑中会浮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我们需要认

识到两件事。第一，这罪本是可以避免的。约翰能够站立得住，但彼得跌倒

了，因为彼得认为靠自己的血气之勇可以站立得稳。然而耶稣已经警告了彼

得，预言他会否认主。我们从中可以晓得：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独自站立的。

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二件事，也是一个警告。你和我是不是经常否认耶稣

呢？只要设想一下，如果你坐在公共场所进餐的时候，你敢当众作谢饭祷告

吗？你敢于在人前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人吗？当你听到有人发表有关信仰

的错误言论，或者听到有人妄称上帝的名，你敢于为了耶稣的名，并且单单

为了耶稣的缘故，站起来发声反对吗？不，我们不要把指头指向彼得，而应

当总是指向自己。 

在第三部分，我们要来看犹大的死。隔天早晨，犹大领袖们把耶稣捆

绑，解去交给巡抚彼拉多。他们希望彼拉多在天亮人们都醒起之前就把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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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子给判了。他们仍然相当害怕民众，所以摸黑把耶稣押送到彼拉多的府

内。这时候，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那三十块

银子在他手里就像火炭一样。于是他把这笔钱拿到殿里，想交还给祭司长和

长老。犹大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祭司和长老们不屑一顾，

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那是你的问题。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我

们已经抓到耶稣了。我们已经把他交给了本丢彼拉多。你做的事，你自己承

担吧！”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逃走了。他的良心必定在尖叫着控告他。

多么可悲啊！看看犹大作了什么？他没有跪下来真诚悔改、向上帝祈求饶恕，

而是出去吊死了。经上说，犹大身子仆倒，肚腹崩裂。他的下场何等可怕！

他曾经是耶稣的贴身门徒，和耶稣同行三年之久，听过耶稣许多的警告和教

训，如今却上吊自杀了。我们认为所有以自杀结束生命的人都不能得救。对

犹大而言，那意味着永远的黑暗。 

祭司们如何处理那三十块银子呢？他们不能把这笔钱投入到银库里，因

为他们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 于是他们商议，用那银钱买了城

外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那块田叫作“血田”，因为是用血的代

价购买的。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你和我面前：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彼得的悔

改和犹大的懊悔之间有何区别？我们看到，真悔改是为罪忧伤，并不是出于

对惩罚的惧怕。这就是我们在彼得身上所看到的：为罪哀恸忧伤产生了真悔

改。这就是为什么他心碎痛哭，因为他知道自己罪无可恕，只配承受上帝公

义的忿怒。但犹大是惧怕惩罚。我们从来没有读到他曾经跪下来祈求主的赦

免。盼望你和我都能将此存记于心。愿主在你和我的心中来做成真悔改的工

作；如此我们才能逃奔到基督那里，祂要赦免那些真心悔改的人。我们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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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故事中，在彼得的生命里会看到这一切是如何成就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