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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20 有些抄本沒有路二十二19下-20，即“是為你們獻上的⋯⋯這傾流出來的血，是為你們
所獻的祭”。 22:22 “人子”是耶穌的自稱。 22:37 賽五十三12。 22:43-44 許多古抄本都沒有
43至44節。

跟你一起坐牢，甚至跟你一起去
死。”
 34 耶穌卻說：“彼得，我告訴你
吧，就在清晨雞叫之前，你會三次
說根本不認識我。”
 35 耶穌又問他們：“我從前差遣
你們出去傳福音的時候，你們沒有
帶錢財、行囊或替換的鞋子，你們
可曾缺少過甚麼？”
  他們說：“沒有。”
 36 耶穌說：“可是現在，你們要
帶着錢財和行囊。如果沒有刀，就
賣掉外袍買上一把！ 37因為時候快
到了，‘他被視作叛徒’*這句關於我
的預言就要實現了。先知寫的一切
關於我的事都要應驗。”
 38 他們就說：“主啊，你看，我
們有兩把刀。”
  耶穌說：“足夠了。”

耶穌在橄欖山上禱告
39然後，耶穌離開樓上那個房間，像
平時一樣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着
他。40在那裏，他對門徒說：“你們
要禱告，免得陷入誘惑之中。”
 41 耶穌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
頭那麼遠，跪下禱告說：42“父啊，
如果你願意，請拿走這苦難的杯！
可是，不要按我的意願，只要照你
的旨意。”43這時，一位天使從天
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44耶穌禱
告得更加懇切了，他的心靈極其痛
苦，他的汗珠如大滴的血，滴落在
地上。*

說：“這杯是上帝和他的子民所立
的新約，這約是用我的血來確立
的；這傾流出來的血，是為你們所
獻的祭。*

 21 “但在這席上，有一個人像朋友
般坐在我們中間，他卻要出賣我。
22人子*已被預定必須要死，可是那
出賣他的人有禍了！”23門徒便彼此
相問，他們當中誰會做這等事。
 24 接着，門徒開始爭論他們中間
誰會成為最大的。25耶穌就對他們
說：“這個世界的君王和偉人宰制
着他們的人民，卻被稱為‘人民的
朋友’。26但在你們中間卻不是這
樣。你們中間最大的，應該站在最
卑微的位置；作領袖的，應該像僕
人一樣。27坐席的和服侍人的，誰更
尊貴呢？當然是坐席的。但在這裏
卻不是這樣！因為我在你們中間是
服侍人的那一位。
 28 “在我受試煉的時候，你們一直
跟我在一起。29正如我父把他的國賜
給我，現在我同樣賜予你們權利，
30可以在我的國裏跟我同席吃喝，你
們還要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的
十二個支派。

耶穌預言彼得不認他
31“西門，西門！撒但已經要求，要
像篩麥子般篩你們每一個。32但是，
西門，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
於失去信心。你悔改轉向我之後，
就要堅固你的弟兄。”
 33 彼得說：“主啊，我已經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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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6 希臘文為“在他們的公議會前”。 22:69 見詩一一○1。 

人！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58 過了一會兒，另一個人也看着
彼得，說：“你肯定跟他們是一夥
的！”
  彼得反駁說：“不！你這個人！
我不是！”
 59 大約一小時後，又有一個人咬
定說：“這傢伙肯定跟他們是一夥
的，他也是加利利人。”
 60 彼得卻說：“你這個人，我不
知道你在說甚麼。”話還沒說完，
雞就叫了。
 61 那時候，主轉過身，望着彼
得。突然，主的話閃過彼得的腦
海：“就在清晨雞叫之前，你會三
次說根本不認識我。”62彼得就到院
子外，痛哭起來。
 63 看守耶穌的衞兵開始戲弄他，
鞭打他。64他們蒙住他的眼睛，說：
“向我們說預言呀！那打你的是誰
啊？”65他們又狠狠地百般凌辱他。

耶穌面對公議會
66破曉時分，民眾所有的長老，包
括祭司長和律法教師，全都聚集在
一起。耶穌被帶到最高公議會*前，
67他們問：“告訴我們，你是基督
嗎？”
  耶穌回答：“就算告訴你們，
你們也不會信我；68如果我問你們
問題，你們也不會回答。69但從今以
後，人子要坐在上帝右邊大有權能
的位置上。*”
 70 他們一起高喊：“那麼，你自
稱是上帝的兒子了？”

 45 最後他站起來，回到門徒那
裏，只見他們都因為憂愁就疲累地
睡着了。46耶穌問他們：“你們為甚
麼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陷入誘
惑。”

耶穌被出賣及被捕
47耶穌話音剛落，就來了一大羣人，
由十二門徒之一的猶大領頭。他走
近耶穌，要親吻問候他。48但耶穌
說：“猶大，你要用親吻為暗號出
賣人子嗎？”
 49 其他門徒見到這情形就驚呼：
“主啊，我們該反抗嗎？我們有
刀！”50其中一人揮刀砍向大祭司的
奴僕，削掉了他的右耳。
 51 耶穌卻說：“夠了，住手！”
就摸那人的耳朵，治好了他。
 52 接着，耶穌對那些來抓他的祭
司長、聖殿守衞長和長老們說：
“你們帶着刀棒來抓我，把我當作造
反的暴徒嗎？ 53我天天在聖殿裏，
為甚麼你們不在那裏抓我呢？現在
是你們的時候了，黑暗已經得勢
了。”

彼得不認耶穌
54他們就逮捕了耶穌，押到大祭司的
府第，彼得遠遠地跟在後面。55衞兵
在院子中央生了火，圍着坐下，彼
得也坐在他們當中。56有個婢女在
火光下發現了彼得，就一直盯着他
看，最後她說：“這人是耶穌的跟
隨者！”
 57 彼得卻矢口否認：“你這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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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6 有些抄本有17節：“在逾越節期間，彼拉多必須給他們釋放一名囚犯”。參太二十七15；
可十五6；約十八39。 23:26 “古利奈”是北非的一個城市。 

為敵，在那天竟成了朋友。）
 13 彼拉多把祭司長、其他宗教領
袖及民眾都召來，14宣佈他的判決：
“你們把這人帶到我這裏，指控他
煽動叛亂。我已當着你們的面仔細
查過此事了，發現他是無罪的。
15希律也得出同樣的結論，把他送
了回來。可見這人沒有做過該死的
事。16因此，我鞭打他之後要釋放
他。”*
 18 這時，人羣中爆發出震耳欲聾
的吼聲，他們一起高喊：“殺了他！
給我們釋放巴拉巴！”19（巴拉巴因
參與耶路撒冷的反政府叛亂和殺人
而入獄。）20彼拉多想釋放耶穌，
就跟他們辯論。21但他們卻不斷地高
喊：“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
  22彼拉多第三次查問：“為甚麼
呢？他到底犯了甚麼罪？我實在找
不到判他死罪的理由。所以，我鞭
打他之後要釋放他。”
 23 但那些暴民越喊越兇，非要把
耶穌釘十字架不可；他們的聲音
得勝了，24彼拉多只好照他們的要
求，宣判耶穌死刑，25又照他們的
要求釋放那個因叛亂和殺人而坐牢
的巴拉巴。他把耶穌交給他們，任
由他們處置。

釘十字架
26他們帶耶穌出去時，有個叫西門的
古利奈*人，恰好從鄉下進城來。士
兵抓住他，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
叫他背着，跟在耶穌後面。27另外還
有一大羣人跟在耶穌身後，包括許

  耶穌回答：“你們說我是。”
 71 他們說：“難道我們還需要其
他證人嗎？大家都已經親耳聽到他
說的話了。”

耶穌在彼拉多面前受審

23 於是，全公議會的人一起把
耶穌押到羅馬總督彼拉多那

裏。2他們指控他說：“這個人把我
們的人民引入歧途，煽動他們不要
納稅給羅馬政府，還自稱是基督，
是君王。”
 3 彼拉多便問耶穌：“你是猶太
人的王嗎？”
  耶穌回答：“你已經說了。”
 4 彼拉多轉向祭司長和眾人，
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甚麼罪！”
 5 他們卻堅持說：“可是在整個
猶太地區，從加利利直到耶路撒
冷，無論他走到哪裏，他的言論都
會引起騷亂！”
 6 彼拉多問：“哦，他是加利利
人嗎？”7他們說他是，彼拉多就把
耶穌送到希律．安提帕那裏，因為
加利利屬於希律的管轄區，那時希
律也恰好在耶路撒冷。”
 8 希律很高興有機會見到耶穌，
因為他曾聽說過耶穌的事，很久以來
一直希望看到耶穌施行神蹟。9他向
耶穌提出一連串問題，耶穌卻拒絕回
答。10此時，祭司長和律法教師站在
那裏，高聲指控耶穌。11希律和他的
士兵開始嘲笑戲弄耶穌，最後還給他
披上一件皇室的袍子，把他送回彼拉
多那裏。12（希律和彼拉多一向彼此

03-聖經新普及譯本路加福音中文版繁註加大跨欄.indd   135603-聖經新普及譯本路加福音中文版繁註加大跨欄.indd   1356 12年9月27日   下午4:2512年9月27日   下午4:25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5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UseDeviceIndependentColor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1.3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1.3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1.3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1.3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3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FFE5B003968DA640C305B000067307D0F5C946A486827590F5C5D000D305D0020007F4F287519909B4E2D8A6E7FFA5ECB7A8476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8765F64E69902875BC65A287555E6F983A7901301A904E90FB96505BF590F64EB3500190E54ECA532857B27D9B96B27DEF8D0A4E7C76035E0230A860EF53E54E7F4F2875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8C54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E54ECA53F466D89A48722C67864F8B955F55F25DFA5ECB7A8476200050004400460020008765F64E0230>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