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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第十二講：二六，二七，二八章，可以分為八個段落，兩兩對照，共四個組: 

 

值王的價 (26: 1-16) .. 王的十字架(27:26 - 50) 

王的桌子(17-30) 新紀元的開始 .. 王的死與埋葬(51- 66) 

王的禱告(31-45) .. 王的復活(28: 1 - 15) 

王的受審(46 - 27:25) .. 得勝的王(16-20) 

 

 

王的價值： 

 

馬太福音 26：1 ～16    馬可福音 14：3 ～ 9    出埃及記 21：32  

一面講，猶大，主的十二個門徒之一，用三十塊錢，（等於五個禮拜的工資），把

耶穌交給祭司長。另一面講，有一個姊妹，她爲主作了一件非常美的事，用一瓶至

貴的真哪噠香膏來膏耶穌。在猶太地，家裏面如果生了一個女兒，媽媽就會爲女兒

積攢錢，買香膏。等女孩子出嫁的時候，她帶著這個香膏去膏她的新郎。這個至貴

的真哪噠香膏，值一年的工資。 

 

說出埃及記裏面 到，如果一個僕人，或一個婢女意外被牛撞死了，這個主人就要賠

30 舍克勒，30 舍克勒相當一個月到一個多月的工資。在猶大跟這些大祭司協定

中，耶穌只值 麽一個奴僕的價錢。我們怎 樣來衡量我們的神，我們的主，對你來

值講，他有多少價 ？ 

對這 值個姊妹來講，他 得她一生的積蓄來投在主的身上，門徒們認為太浪費了。這

件事，主給了她衡量與評價。祂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的時候，要提這個女

人所做的事，以爲紀念。”  

 

這事可以拿來跟福音等量齊觀。你去傳福音，你就要提這個女人所做的事情。你

看！ 麽主多 重視這個女人所做的。主又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常有窮人與你們同

說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這句話很能 出主的心， 祂 祂主看我們多昂貴， 擺上 的

命，為了救贖我們。這個女孩子，也把她一生最寶貴的爲主擺上，因為她愛主。

你們不常有我， 麽什 意思？主是說，你們常常會因爲人本能的慈悲心，顧到窮人，

其實你們想到我的時間不多，所以你們要以這事爲紀念。 

 

 

王的桌子：王在敵人的面前擺設筵席（詩 23：5）  馬太 26：17－30 

 

逾越節到了， 晚主耶穌在那天 上設立， 晚主的 餐，就是 晚主的桌子。那天 上主講了

很多的話，記載最多的是在約翰福音。 

"你們如此行，爲的是紀念我。”這裏的紀念我，和香膏的紀念有著同樣的意思 

我們再來思想”紀念我”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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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深的愛 

 

當你愛的多，你關係就深；思念也就多。藉著這個餅，這個杯，想起耶穌的愛，想

起祂的身體爲我們擘開，想起祂的血爲我們流出來。這裏有一個最深的愛，就是

神對我們沒有保留的愛，在 歷人類 史中你沒有看到第二個比這更深的愛。照著人的

光景，在神的眼中，人實在不可愛。我們犯罪、作惡、背叛神，不要神，我們根本

不配神犧牲自己來愛我們。主啊！你的愛奇妙、深測、難尋。我們實在懂得很少，

這是主耶穌設立這個桌子的原因；我們要如此行來紀念、來思想主的愛，主，愛

我們，愛到身體爲我們擘開，血爲我們流出來。 

 

• 無酵餅：主無罪的身體 

 

路 22：1.除酵節又名逾越節， 

代下 35：17 當時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節，又守除酵節七日。 

除酵節，那一天猶太人要大清掃，要把房間從裏到外，整個房子裏裏外外都要打掃

晚得乾乾淨淨，沒有任何發黴的東西。逾越節 上的宴席，吃的是無酵餅。任何有酵

的東西都不准在家裏存留。在屬靈意義上來講，麵酵預表”罪”。神要把神的家裏

所有的罪，所有的錯誤的教訓，不管是法利賽人的教訓也好，撒都該人的教訓也

好，希律的教訓也好，統統要除掉。（參照第七講麵酵 喻的比 ） 

這個餅是耶穌的身體，沒有罪的，耶穌的教訓是純正的，是沒有任何麵酵的。 

 

• 擘餅：捨己 

麽這個餅怎 樣成爲我們的食物呢？耶穌祝謝了以後擘開。擘開所預表的意思很深。

如果主耶穌沒有把 麽餅擘開，那 ，我們也 祂就與 無分了。他爲我們裂開，如同五餅

二魚，一樣。那小孩子手裏一點食物到主耶穌面前，主耶穌把它擘開，餵飽了許許

多多的人。 

 

主擘開餅，沒保留自己，他把他自己捨了。他的身體爲我們擘開，成爲我們的

生命，成爲我們的供應。回過來看那個姐妹所作的，她是把玉瓶打破。玉瓶打

破，才有香味。 說保羅 過，基督徒有一個香氣，哥林多後書第二章 14 節：“感謝

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

氣。” 香氣有影響力的，香氣叫人活，香氣也叫人死。 

 

每次羅馬的將軍出去打仗，凱旋回來時， 閱這個將軍或者元帥會在 兵遊行的隊伍

中，有人拿著香乳在那裏燒，整個街就充滿香氣。這個香氣有兩種結果；對這些有

功的戰士、有功的將軍，是獎賞，這就叫這香氣叫人活。而被抓來的俘虜呢，他們

要被殺掉的，這就叫這香氣叫人死。耶穌是整個部隊的大元帥，祂凱旋回來時，有

的要得獎賞，有的人就要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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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這個香氣怎 出來呢？玉瓶要打破，福音要傳出去。我們傳福音，常常只傳上一

段；凡接待他名的，凡相信的就得永生。落了下一段；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我

們悔改，歸向主外，更要捨己，跟隨主。 

 

• 杯：王立約的血 

 

民數記第五章 14 節，丈夫如果生了疑恨的心，疑恨妻子，是否 污被玷 ，這人就將

妻送到祭司那裏，行疑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這妻子要喝祭司

手中的苦水。當這個水喝下去的時候，如果那女人是不貞潔的話，她就受咒詛；如

果那個女人貞潔的話，她就要受祝福。 

 

猶太人與神的約，如同新郎與新娘的婚約，耶穌站在新郎的地位上立這個約，而且

是用自己的血來立約的。舊約是用牛羊的血來立的，是刻在石板上的。 

希伯來書第八章 6 節：“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

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

新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爲他

們不恒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10 說節：“主又 ，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

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

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

記念他們的罪愆。 

 

舊約已被破壞了，因爲猶太人沒有遵守這個約，猶太人背叛了她的丈夫。 

這天，在王的桌子，耶穌用自己的血與教會立約，這個杯代表著 內一個新的 容，一

個愛的保證。這是很稀奇很稀奇的事情。創造萬有的神跟他被造的人定了這樣一個

深的婚約，祂跟我們永永遠遠綁在一起。 

 

每 麽一次喝這個杯，什 意思？我覺得就像，舊約中，思念的素祭所表達的。主問我

們：‘在我以外還有別人嗎？’‘還有別的所愛的嗎？’‘你對我是不是百分之

百？’ 每我們 一次擘餅紀念主，實在要省察自己；還有其他的愛慕超過愛主嗎？要

把偶像，罪惡去掉，把麵酵去掉，…擘餅是很嚴肅的事，我們要蒙主的光照，把事

情放在主面前，弄清楚，然後才來擘餅，喝這杯。 

哥前 11：28，29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因爲人吃喝，若不分辨

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王的禱告 

 
晚那天 上他們吃完了逾越節的宴席，他們來到客西馬尼，耶穌 祰三次禱 ，這是主禱

文。第六章，是耶穌教導門 祰徒的禱 ，不叫主禱文，是公禱文。約翰福音第十七章

詳細記載著主分離時的 祰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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祰客西馬尼的禱 ，是主耶穌最痛苦的禱告，是撒但的意志和神的意志的交戰。宇宙

中兩個最大的意志在交戰；體貼肉體與體貼神的 說交戰。主耶穌 ，我心裏難過得幾

乎要死。聖經形容他難過到汗如血點。耶穌順服了天上的父：父啊，倘若可行，求

你把這個杯挪去。如果你要我喝，願你的旨意成就。 

 

晚這個又深又痛苦的禱告，我們沒有辦法去體會。但我們知道一件事情，這一天 上

步的禱告是撒但跟耶穌面對面的交戰。心靈的煎熬到了一個地 ……，主耶穌請他的

門徒幫忙禱告 祂。 來到門徒那 說裏，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 ，你們不能同我儆醒

麽片時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耶穌 祰三次禱 ，可以看到； 俱整個舊約裏面那個會幕。進到聖所，你看到三件家 ：

左邊是金燈檯，右邊是陳設餅，正前方是金香爐。祭司先要把燈料理好，然後把陳

設餅擺好，然後來到金香爐面前燒香。這是舊約的祭司要做的事情，告訴了我們一

些屬靈的原則。 

約翰福音，解釋那個光，金燈檯就是耶穌，耶穌就是生命的光，耶穌就是生命的

糧。陳設餅代表耶穌的身體。金香爐是禱告。 

 

26：31－35 歷 每那天彼得的經 ，是 一個門徒的 歷 晚經 。那天 上他們開始認識了自

己，認識了主耶穌。也認識到耶穌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長、文士、法利賽人的害，是

必須的。 

書 18：28，士師記 1：8，21 猶大人進入迦南的時候，耶路撒冷由耶布斯人轄

制，這些人其實是腓利斯人，猶大人和腓利斯人從舊約打到新約，現在，還在打。

腓利斯人也好，耶布斯人也好，他們都住在耶路撒冷，迦南這塊地，一直是他們

的。這些人在聖殿裏面已經很久了，他們在聖殿侍奉神，但實際上這些人跟神根本

沒有關係，跟神的旨意毫無關係。他們把聖殿變成賊窩。 

 

以人都是罪人的觀點來看 麽，爲什 這幫出埃及的人，有權利占領迦南地，我們老早

來的人反而沒有權利呢？ 

以色列人跟耶布斯人差別在那裏？腓利斯人、耶布斯人，他們進迦南地是走捷徑進

的，沒有經過紅海、沒有經過曠野、沒有經過約旦河。從這個水經過曠野到那個

水，這樣的一條路，在基督徒來講代表著，十字架的道路。我們的肉體需要經過十

字架的對付，才能侍奉神。 

晚這十二個門徒這天 上，耶穌帶他們走這一趟的時候，他們就明白了嗎？看！五旬

節，他們就被聖靈充滿，他們就變了一個人。看！彼得的宣告，他真是不一樣了。 

 

 

王的審判 

 

晚那天 上，主經過兩個審判：一個是政治審判；一個是宗教審判。政治審判以彼拉

多為代表；宗教審判以大祭司為代表。主耶穌被逮捕先送到大祭司那裏去，大祭司

和公會的人做假見證告他，耶穌 麽什 都不回答。大祭司不愧大祭司。他終於問到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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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問題； 說大祭司對他 ，我指著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

說 說是。耶穌對他 ，你 的是。耶穌的罪名，就被成立了。在大祭司的眼中，沒有人

可以自稱是神的兒子，他認為耶穌只是一個猶太人。 

 

耶穌到底是誰？有承認他的；有否定他的，否定的人就要釘他十字架。因爲他們不

能殺人，就把他送到彼拉多那裏去。彼拉多不問宗教問題，他問政治問題：你是猶

太人的王嗎？彼拉多知道，他 祂們因忌妒才把 解來， 麽找不出他有什 該死的罪。 

 

約翰福音第十八章 33 節： 說 說 說耶穌回答 ，這話是你自己 的，還是別人論我對你

說的呢？彼拉多 ，我豈是猶太人呢？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作了什

麽 說事呢？耶穌回答 ，我的國不屬這世界。…..在政治法庭裏面，他們中心問題也

是王。你是不是猶太人的王？耶穌是王。但是祂要帶來的國不是世界的國，是天

國。 

 

說路加福音 ，希律王跟彼拉多有仇，那天就和好了。因爲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就把

耶穌出賣了。照羅馬法律 每， 逢這節期，要釋放一個囚犯，眾人放了一個強盜。 

耶穌經過審判，來達到他的王權。我們也 說必須經過審判，聖經上有一句話 ：審判

要從神的家起始的。第一個受審判的是是耶穌，但是他沒有罪。定他的兩個罪

名，”是那基督，是神的兒子”.，.”猶太人的王”。就是耶穌的真正身

份。 

 

耶穌在我們的身上，到底他是誰？ 說 說保羅 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 ：就世界而論，

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論，世界釘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把我們跟世界分開。

耶穌的十字架，把屬肉體和屬靈的分開，屬地和屬天分開。除非經過十字架劃開，

釘死。我們不能進神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