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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课 

最后的晚餐和客西马尼园 

 

在基督和门徒待在耶路撒冷的这一周里，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使他

定意要将他的主人出卖给犹太领袖。犹大和犹太领袖们商定，愿意为了三十块

银子的报酬，找机会把耶稣交到他们手上。 

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去城内的一间上房准备逾越节的晚餐。当他们吃完逾越

节筵席之后，耶稣擘饼倒酒，设立了主的晚餐这一圣礼。饼代表耶稣的身体将

要在十字架上破裂，酒代表耶稣的血将要在十字架上流淌。在筵席上，耶稣告

诉门徒们，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背叛祂。 

当犹大离开众人后，耶稣带着十一个门徒进入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犹大也

知道那个地方，于是带着一伙人来抓捕耶稣。耶稣甘心愿意将自己交到他们手

上。祂为了应验经上的预言、为了拯救罪人而舍己。 

 

 

A. 最后的晚餐 – 阅读《路加福音》22 章 1-34 节 

 

选择正确答案： 

1. 谁私下跑到祭司长和文士那里出卖耶稣？ 

a) 加略人犹大 

b) 西门彼得 

 

2. 加略人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子背叛耶稣，这笔钱是： 

a) 购买一只羔羊的价钱 

b) 购买一个奴隶的价钱 

 

3. 彼得和约翰如何知道要去哪里准备逾越节的晚餐？ 

a) 他们跟着一个拿水瓶的人就可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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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们要去马大和马利亚的家里。 

 

4. 为什么耶稣特意要和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 

a) 耶稣不知道今后大家还能否再相见。 

b) 耶稣知道这是祂去世前和门徒们最后一次过逾越节。 

 

5. 在吃完逾越节筵席后，耶稣设立了： 

a) 五旬节 

b) 主的晚餐（圣餐） 

 

6.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当祂： 

a) 拿起饼擘开，递给门徒们 

b) 倒酒入杯，然后将杯递给门徒们 

 

7. 当耶稣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祂了， 

a) 犹大离开到文士和法利赛人那里去了。 

b) 门徒们说这不会发生。 

 

8. 这件事过后门徒们开始争论： 

a) 他们中间谁会出卖耶稣 

b) 耶稣离世后，他们中间谁最大 

 

9. 为什么耶稣说祂已经为彼得祷告？ 

a) 如此叫彼得的信心在面临撒旦试探的时候不至于失落。 

b) 为了预备彼得，让他和耶稣一同坐监、一同去死。 

 

10.彼得那天晚上将会做什么？ 

a) 他将要出卖自己的夫子。 

b) 他会三次否认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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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客西马尼园 – 阅读《马太福音》26 章 36-56 节 

填空： 

1. 耶稣带领十一个门徒去了 _______________ 园。 

2. 祂只带了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 与他一起

进了客西马尼园。 

3. 耶稣吩咐这三个门徒和他一起 ____________，然后往前走了一小段距离，

__________________。 

4. 耶稣祷告说：“我 _______ 啊，倘若可行，求你叫 ____________ 离开我；然

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 __________ 意思。” 

5. 当耶稣祷告回来，发现三个门徒 ___________________。 

6. 耶稣告诫他们总要 _________________，免得 __________________。 

7. 耶稣独自往前去了 ___________ 次，每次祷告的话都一样。 

8. 祷告之后，_______________ 领着一大群带着 ___________ 的人来捉拿耶稣。 

9.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_______________。”就与祂 _____________。 

10.门徒 ___________ 拔出刀来，削掉了大祭司仆人 _____________ 的一个耳朵。 

11.耶稣此时仍然行了一个神迹，祂 ________ 那人的耳朵，把他医好了。 

12.然后，所有的 ___________ 都离开耶稣，并且 _______________。 

 

附加学习题 

1. 主的晚餐是新约的一项圣礼。请问什么是圣礼？为什么要定期举行主的晚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请使用至少两个在客西马尼园中发生的事件，来证明耶稣是主动甘心将自己交到仇

敌的手中，作为救赎罪人的赎罪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