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ssion	  Narrative 基督苦難始末



達文西	  (Da	  Vinci)	  的最後晚餐圖



Tantur 重構的最後晚餐圖



Tantur 重構的最後晚餐席位圖

耶穌

猶達斯

若望 伯多祿



希臘及羅馬的宴會廳 Triclinium
三面設有躺椅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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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生平中的逾越節： 
    路2:41; 若2:13; 6:4(6:9,59); 最後晚餐及死亡 
－最後晚餐是否逾越節晚餐？ 
 －⾕谷14:12; 路22:15 Vs 若18:28; 19:31 
 －耶穌死於下午三時：路23:44; ⾕谷15:33;     
         若19:14,31,42 
 －若19:36; 出12:46; ⼾戶9:12 

耶穌及基督徒的逾越節



逾越節晚餐程序
1. 祝聖慶⽇日（kadesh）第⼀一杯酒 
2. 洗潔禮（urhatz） 
3. ⻘青菜（karpas ） 
4. 擘餅（yahatz） 
5. 敘述（maggid）第⼆二杯酒 
6. 洗潔禮（rohzah） 
7. 取無酵餅（motzi） 
8. 祝福無酵餅（matzah） 
9. 苦菜（maror） 
10. 無酵餅苦菜包（korekh） 
11. 進餐（shulhan orekh） 
12. 尾盤（tzafun） 
13. 餐後祝謝經（barekh）第三杯酒 
14. 哈肋⽿耳詠（hallel）第四杯酒（及厄⾥里亞之杯） 
15. 禮成（nirtzah）



－福⾳音記載的晚餐程序：（新約時代的敘述 maggid  
    在吃完苦菜後進⾏行） 
 －祝聖慶⽇日（1. kadesh）路22:17-18 
 －洗潔禮（6. rohtzah）若13:2-12 
 －擘餅（4. yahatz）、祝福無酵餅（7,8. motzi  
         matzah）⾕谷14:22; 瑪26:26; 路22:19; 
     格前11:23-24 
 －苦菜（9. maror）、無酵餅苦菜包 
       （10. korekh）若13:26-30 
 －敘述（5. maggid）路22:24-38; 若13-17 
 －餐後祝謝經（13. barekh）路22:20;  
         瑪26:27-28; ⾕谷14:24; 格前11:25 
 －哈肋⽿耳詠（14. hallel）⾕谷14:26; 瑪26:30

耶穌及基督徒的逾越節



－紀念（anamnesis = zikron）路22:19; 格前 
   11:24,25 
－基督徒的逾越節：挨⼾戶擘餅（宗2:46; 20:7）； 
    主的體⾎血（格前11:26-27）；主的晚餐 （格前 
    11:20）；祝福之杯（格前10:16）；無酵餅（格 
    前5:6-8）；信德與逾越節（希11;28） 
－尼⻄西亞⼤大公會議（Council of Nicea 325）規定 
    復活節應在每年春分後第⼀一個⽉月圓後的星期⽇日 
    舉⾏行。

耶穌及基督徒的逾越節



Ecce	  Homo 看，這個人



耶穌自己背着十字架出來



東

安東尼堡

哥耳哥達
北

耶穌時代 
城牆

公元70年 
城牆



第⼀一處：耶穌被判死刑 
第⼆二處：耶穌背負⼗十字架 
第三處：耶穌第⼀一次跌倒 
第四處：耶穌遇⾒見聖⺟母瑪利亞 
第五處：⻄西滿背耶穌的⼗十字架 
第六處：⾱韋羅尼加抹耶穌的臉 
第七處：耶穌第⼆二次跌倒 
第⼋八處：耶穌安慰耶京婦⼥女 
第九處：耶穌第三次跌倒 
第⼗十處：耶穌被剝去⾐衣服 
第⼗十⼀一處：耶穌被釘⼗十字架上 
第⼗十⼆二處：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第⼗十三處：聖⺟母懷抱耶穌 
第⼗十四處：耶穌被埋葬墳墓

十四處苦路



城外的哥耳哥達原址 Golgotha	  Site





新約時代耶路撒冷

現代耶路撒冷



東正教十字架小堂 Chapel	  of	  the	  Exaltation	  of	  the	  Cross



哥耳哥達的大石頂部 Rock	  Surface	  of	  Golgotha



祭台下豎立十字架位置 Slot	  for	  the	  Cross



聖墓⼤大殿 
(Holy	  Sepulchre)

聖墓大殿包括主耶穌在世上
最後時刻的紀念：加爾瓦略
(Calvary或 稱 哥 耳 哥 達
Golgotha)紀念主耶穌在此犧
牲，救贖了普世；耶穌聖墓
紀念他被葬墳墓，第三天自
這墓中復活。歷來的基督徒
傳統，還在這大殿內不同角
落，舉行其他紀念主死亡和
復活的熱心敬禮。	 

耶穌聖墓及加爾⽡瓦略

耶路撒冷



Crucifixion 釘十字架刑



Titulus	  Crucis 罪狀牌遺跡
[IESVS]  NAZARINVS  RE[X  IVDAEORVM]
[IECOYC]  NAZAPΕNOYS  B[ACIΛΕOΥC  IOYΔΑΙΩΝ]
[~ydwhy]h  $lmw yrcn[h [wXy]



Titulus Crucis 罪狀牌重構圖

HWHY←

→YaHWeH

-

-



3. 埋葬聖屍 
Burial 
Entaphiasmos

2. 傅抹聖屍 
Unction 
Epitaphios Myrismos

1. 卸下聖屍 
Descending 
Apokathelosis

大殿入口處的馬賽克畫 Mosaic	  at	  the	  entrance



耶路撒冷基督徒區內的耶穌聖墓大殿 
Holy	  Sepulchre	  Church	  in	  Christian	  Quarter



大殿正門入口 Façade & Entrance



耶穌聖墓及圓廳 Anastasis	  &	  Rotunda



天使小堂 Chapel	  of	  the	  Angels



石室墓 

石室四壁設有石床（bench）或壁龕墓床
（arcosolium）以存放遺體。也有在室壁
鑿成直入的墓槽（loculi/kokh im），
以安放遺體。 

一些石室墓內也設有骨庫（repository	  
pit），以收集骸骨，騰出空間為新死者
用，這令人想到聖經說的「歸到他祖先
那裡」這句話。



壁龕墓床 Arcosolium

石室墓  
Chamber	  Tombs	  Plan

墓槽 Kokhim

壁龕墓床  
Arcosolium

墓 槽 
Kokhim



黑落德家族墓入口的圓滾石  
Herod’s	  Family	  Tomb	  with	  Rolling	  Stone



墓室中的遺體和骨箱 
Dead	  body	  with	  Ossuaries



骨箱	  Ossuaries



耶穌聖墓模型 Model	  of	  the	  Tomb	  of	  Jesus



Tomb	  of	  Jesus	  in	  Holy	  
Sepulchre	  Church,	  Jerusalem

耶路撒冷聖墓大殿 
耶穌聖墓



Tomb	  of	  Jesus:	  Entrance	  
Chamber:	  Chapel	  of	  the	  Angel

耶穌聖墓外室：天使小堂



Tomb	  of	  Jesus:	  Burial	  
Chamber:	  Arcosolium

耶穌聖墓：內室 
壁龕墓床



他不在這裡，因為他已經照他所
說的復活了!（瑪28:6）



©	  Stanislaus	  Lee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