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104課: 撒旦入了他的心 

路加福音22章1至6節 

 

v.1 除酵節（又名逾越節）近了。 

 

v.2 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樣才能殺害耶穌，是

因為他們懼怕百姓。 

 

v.3 這時，撒但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他

本是十二門徒裏的一個。 

 

v.4 他去和祭司長、守殿官商量，怎樣可以把耶

穌交給他們。 

 

v.5 他們歡喜，就約定給他銀子。 

 



v.6 他應允了，就找機會，要趁眾人不在眼前的

時候，把耶穌交給他們。 

  

 

引言 

 

1) 我常問自己一個問題：從歷史角度看，為什麼不

少統治者要壓迫基督教教會呢？ 他們既不是作

反，也不是敵對政府，聖經反而叫我們順服在位

的掌權者。照道理，他們並沒有構成對統治者的

任何威脅，何竟他們仍要壓迫教會呢？ 其實，詩

篇第二篇一早已經有此預言：「世上的君王，一

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

膏者，說：我們要睜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

索，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2-4) 

 

2) 路加福音21章1至6節正好解答了上述的問題。這

段聖經，是耶穌受死前的序幕，同時，也道出了

為什麼統治者要這樣對付基督徒。耶穌受迫害，

祂的跟隨者也不會例外，就正如馬太福音十章24

至25節說：「學生不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



人，學生和先生一樣，也就罷了！人既罵家主是別

西卜(鬼王)，何況他的家人呢？」又說：「身體不

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

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 

 

為什麼耶穌會被釘死呢？其原因也正是教會受迫

害的原因。 

 

 

(一)  基督的死 ⸻ 人的恐懼     (v.2) 

 

v.2 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樣才能殺害耶穌，

是因為他們懼怕百姓。 

 

1) 祭司與文士正好代表猶太人的權貴領袖，當

羅馬人統治猶太人的時候，他們給予猶太人

若干權利和地位，而祭司和文士正好是那些

擁有權力的人。但他們的特色就是活在恐懼

中。他們想殺害耶穌，恐怕耶穌透過百姓的

擁護搶走了他們擁有的權力和地位。換言

之，他們怕失去他們所擁有的。事實上，希



律王也是一樣，當耶穌出生時，他知道猶太

的王將要出生，就問那些文士：基督將降在

哪兒？ 當他得悉答案後，是伯利恆，他就下

令把伯利恆2歲以下的嬰孩全部殺掉，免得這

個王會把他的王位取走。是這恐懼，他就起

了殺機。所以他們是為了權，就要死守著他

們的現有的權柄，所以就恐懼起來了！ 

 

2)  經文說：「是因為他們懼怕百姓。」究竟他們

是懼怕耶穌 ？抑或懼怕百姓呢？ 

 

我們就要看看當時的背景了。v.1告訴我們：

「除酵節，又稱為逾越節近了。」 嚴格來

說，除酵節是有異於逾越節。除酵節是每年

尼散月(Nisar) ，即我們現今四月15-21日，而

逾越節是在4月15日。逾越節是記念以色列人

離開埃及，神擊殺埃及長子；凡在門框塗上

羔羊的血，神的使者就跳躍過去，不會擊打

那家的長子。 故此稱為逾越節(Passover)。此

事記載於出埃及記12章，他們吃完逾越節晚

餐後，就趕忙離去。因為時間匆忙，無暇吃



有酵之餅。所以，以後一個星期都要吃無酵

餅。 所以除酵節便有七日之久。 

 

除酵節在猶太人中是大節日。凡在耶路撒冷

十八里內的男子，必須到耶路撒冷過節。而

其他散居各地的猶太人，也紛紛在逾越節回

耶路撒冷過節。據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所記

載，每年的除酵節在耶路撒冷，都要宰羊25

萬隻。按猶太人習俗，一隻羊羔可代表十個

人，即是說：當時在耶路撒冷朝聖的有250萬

人眾，把這個古城耶路撒冷堆滿了，真是人

山人海，水洩不通。當時的羅馬軍隊，通常

是駐守在該撒腓立比這地方，地方頗遠。他

們只派一小隊兵前來維持秩序，其實這是非

常危險的局面。只要有人揭竿起義，號召猶

太人作反，分分鐘會弄出騷動，暴動就會出

現。若是如此，羅馬就一定派大軍圍剿，流

血是免不了，那些在位的也將會地位不保，

因為羅馬人一定會收回他們的僅有權柄。更

何況耶穌是一個有相當號召力的人，若那些

文士，法利賽人公然捉拿耶穌，一定會引起

騷動。 所以v.2說:「他們懼怕百姓」, 就只能



靜靜的、私下的把耶穌捉住，盡量避免公開

的挑釁群眾，以免生亂。 

 

3) 為什麼不少統治者要迫害教會呢？  

 

是因為恐懼，沒有安全感。他們懼怕百姓，

恐怕他們作反，所以就不惜一切去打壓教

會。但歷史卻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是徒然

的，就正如詩篇第二篇所說：「他們要掙開他

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那坐在天上的必

發笑｣。 

 

 

 

(二) 撒旦入了他的心     (v.3-4) 

 

v.3 這時，撒但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門徒裏的一個。 

 



v.4 他去和祭司長、守殿官商量，怎樣可以把

耶穌交給他們。 

 

 

1) 耶穌的死，不但那些在位的權貴、文士和政

客要負責任，原來這也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背後的殺手是撒旦，他積極的參與。 

 

究竟撒旦是何方神聖呢？這個字的希伯來文

原意是：「敵對」「控訴者」，他專門在神

面前控訴我們 。約伯記第一章九節有此記

載：「有一天，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

前，撤但也在其中。耶和華向撤但說：你從哪裏

來？撒旦回答說：我從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

來。耶和華向撒旦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沒

有？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

惡事。撤但回答耶和華說：約伯敬畏神，豈是無

故呢？你豈不是四面圈上籬笆維護他和他的家，

並他一切所有的嗎？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賜福，

他的家產也在地上增多。你若伸手毀他一切所有

的，他必當面丟棄你。」由此可見，撒旦所扮

演的角色，就是一個控訴者。法官就是神，



被告就是約伯。 撒旦在神面前控訴約伯，同

樣的他也同樣的控訴我們。 

 

2) 在路加的記載中：他強調撒旦在整個耶穌的

事奉中是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耶穌出來傳

道時，撒旦就開始試探耶穌。4:11「魔鬼用完

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是暫時的離

開，以後還會不斷的試探耶穌。在耶穌釘十

字架時，他又再次扮演一個領導者的角色，

出賣耶穌的猶大成了他的工具，同樣的，那

些文士、祭司和政客也同樣成為他的工具。

所以路加說：「這時，撒旦入了那稱為加略人

猶大的心。」約翰福音也說：「魔鬼已將賣耶

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1

3:2) 

 

3)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耶穌降生來到這個

世界，到處傳道，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從

救贖的角度看，這是一場屬靈爭戰，所以路

加福音11:20說：「我要靠著神的能力趕鬼，這

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壯士披挂整齊，看守自



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但有一個比他

更壯的來，勝過他。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

器，又分了他的贓。」耶穌如何形容祂與撒旦

之間的角力呢？這裏所謂的壯士，就是指撒

旦，「有一個比他更壯的來勝過他」就是主

耶穌自己。為什麼說耶穌比他更壯、更強、

更勝過他呢？ 是因為那更壯的耶穌，入了撒

旦的屋，奪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

他的贓， 這是指其那些被撒但所捆綁的人，

被耶穌破門而入，把他們奪了過來，拯救了

他們，這就是耶穌所要成就的事了。所以，

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三)  把耶穌交給他們的猶大    (v.3-6) 

 

v.3 這時，撒旦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門徒裏的一個。 

 



v.4 他去和祭司長、守殿官商量，怎樣可以把

耶穌交給他們。 

 

v.5 他們歡喜，就約定給他銀子。 

 

v.6 他應允了，就找機會，要趁眾人不在眼前

的時候，把耶穌交給他們。 

 

1)  無可否認，耶穌的死，猶大不是一個無辜的

受害者，而是一個兇手、幫兇。他出賣了耶

穌，看看路加如何描繪這事：「這時，撒但入

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門徒的一

個。他去和祭司、並守殿官商量，可以怎樣把耶

穌交給他們。他們歡喜，就約定給他們銀子。他

應允了，就找機會，要趁眾人不在眼前的時候，

就把耶穌交給他們。」 

 

首先我們看看路加是如何描繪猶大： 

 



「那稱為加略人猶大」⸻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

的稱號，在路加福音6:14-16有云：「這12個人

有西門，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還有他兄弟安

德烈，又有雅各和約翰，腓力和巴多羅買，馬太

和馬可，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奮銳黨的西門，雅

各的兒子猶大，和賣主的加略人猶大。」當路加

介紹門徒的時候，一是講及他們的家庭背景，

如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亞勒腓的兒子雅各，雅

各的兒子猶大。又或是介紹他們的政治背景，

如奮銳黨西門，奮銳黨是極之愛國的組織：反

對羅馬政府的革命分子。唯有猶大，路加約稱

他為加略人猶大。究竟加略人是何許人也呢？

有幾個不同的看法: 

 

●  傳統的說法⸻加略一字，希臘文是k

erioth。這是一個地名。換言之猶大的

鄉下就是加略了，但其餘的門徒都是

加利利人。 

 



●  亦有人以為這源於亞蘭文的Sicarii，

這是一個恐怖組織，類似奮銳黨，比

奮銳黨更加激烈。 

 

●  在亞蘭文及拉丁文，加略一字，可解

作騙子、假仁假義。 我以為這個解讀

比較可信，因為在六章16節介紹猶大

的時候，就加上這樣的一句：「出賣

耶穌的猶大｣。他不是無辜，而是一個

徹頭徹底的騙子，出賣了耶穌。 
 

2)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錢作怪！約翰福音12:6

稱他為賊，常常取錢囊中的錢。為了錢，他竟

出賣了耶穌。 我們要看看路加怎樣描述猶大

出賣耶穌的過程： v.4-6「他去和祭司長、守殿

官商量，怎樣可以把耶穌交給他們。他們歡喜，

就約定給他銀子。他應允了，就找機會，要趁眾

人不在眼前的時候，把耶穌交給他們。」 

 

●  首先，是猶大作主導的，他主動去找

祭司，而不是祭司找他。 

 



●  這正應驗聖經的預言 ：路加福音9:44

「你們要把這些話存在耳中，因為人子

將被交在人手裏。」 

 

●  「這些長官就歡喜」，路加沒有交代

清楚詳情，但據馬太福音的記載，是

猶大主動要求祭司為給他報酬，說：

「我把他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多少

錢？」結果，三十塊錢就成交了。很

明顯，猶大絕對不是無辜，相反的，

他是有計劃的預謀出賣耶穌，並且積

極的找機會，趁著無人在的時候，靜

悄悄把耶穌交在那些權貴手中。 
 

3) 所以馬太二十七章告訴我們，當耶穌被釘死的

時候，他就後悔和內疚。昔日他朝思夢想得著

三十塊錢，現在金錢到了手， 卻令他周身不

安樂。於是他就把這些錢交回給祭司長，以為

這就可以減輕他的罪疚。誰料那些長老對他

說：「那與我們有什麼相干？你自己承擔

吧！」結果他就自殺死了！當一個人背叛神，

就有如此的結局，是多麼可悲呀！ 



 

 

 

 

(四)  耶穌的死是神所預備的 

 

1) 雖然耶穌的死，是人的醜惡和罪惡所為，包括

那些祭司長、文士、的恐懼，及猶大的貪婪，

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有趣的地方，這也正是神

所計劃和預備的。我們看到一個吊詭性的真

理：一方面我們看到這是神的作為，另一方面

我們又看到這是人的責任，看來好像很矛盾，

但是這個是真真實實的真理。 

 

2) v.1告訴我們：這是逾越節。神叫以色列人殺

了一隻羊羔，把血抹在門楣上，有了這記號，

天使就跳越這家，不殺那長子。耶穌就是被殺

的羔羊，因他的死我們就得拯救，罪得赦免，

這是神的救贖計劃。  

 



3) 今日有不少人或政權企圖消滅耶穌基督的教

會，就如昔日那些想要害耶穌的人一樣，他們

並不會成功。相反的，神反而在他們身上完成

了祂自己的計劃。所以我們往往看到，當教會

遇到大逼迫的時候，往往同時亦是教會大復興

的時間。就讓我們仰望神的保守和帶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