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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自然的黑暗：神聖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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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自然的爭戰：君王的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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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超自然的恩典：隔牆的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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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超自然的復興：身體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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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蘭斯科林司（Francis S. Collins）是當代美國「醫學-遺傳學」（Physician-

geneticist）科學家，美國頂尖的基因科學家，⼈類基因組計劃 (Human Genome 

Project)的⾸腦⼈物。他寫了⼀本書叫做「神的語⾔」（the Language of God）。他從

⾃然科學研究中證明神的存在。他從無神論成為基督徒。即使他從⼈類基因學的研究中證

明了神的存在，但是作為⼀個基督徒，他必須從頭學習認識神。因為，⾃然科學的領域中

沒有關於神如何拯救⼈類的知識。⾃然科學的領域中，沒有關係基督和基督⼯作的知識，

⾃然科學的領域中，沒有關於神的救恩計畫的知識。即使頂尖的⾃然科學家成為基督徒，

唯⼀認識神的⽅法就是從聖經中獲取關於神的知識。他必須來到基督的教會學習認識神，

認識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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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theology, （theo-knowlege）意思就是「神的知識」。認識神就是學習關於神的

知識。神不是屬物質的，神是靈，不能像研究⾃然科學⼀樣可以成為受造的⼈所研究的對

象。神是創造者，無限的、永恆的、不改變的，除非神把關於祂⾃⼰的知識啟⽰告訴⼈，

⼈是無法獨立⾃主的獲得關於神的知識的。柯林斯經過多年的學習成為基因學的科學家，

同樣地，他也必須經過多年的學習成為⼀個真正認識神的基督徒。他的學習研究的對象不

是神⾃⼰，⽽是神的啟⽰。神在⼈類歷史中與⼈交往、和⼈說話，祂拯救祂的百姓，這些

都被記錄成⽂字成為聖經，我們稱為「成⽂的啟⽰」，就是我們的新舊約聖經。 

 

教會的⽬的就是要解釋和教導新舊約聖經中關於神的知識。耶穌在地上就是如此帶領祂的

⾨徒的，祂教導他們什麼是神的國度，神的計畫，神的旨意，神的律法，神的福⾳。祂在

⼗字架上仍然在傳講這些信息，祂被釘在⼗字架上說了7句話，其中包含了這些真理。在

後3⼩時的時間，發⽣了許多神蹟奇事，這些事件也啟⽰了神的救恩真理。  

 

中心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獻祭成就和啟示神的救恩。這些啟⽰和救恩真理是無法從任何

⾃然⼈⽂科學中得到的。基督徒必須不斷的思想和學習這些真理。這些不僅是客觀的知

識，更是關係到我們屬靈⽣命成長的知識。主耶穌在（太13章）撒種的比喻中說：「那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聽道明⽩了，後來就結實，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

的」。從⾺太的經⽂中，我們看到五個超⾃然的事件：1-超⾃然的⿊暗、2-超⾃然的爭

戰、2-超⾃然的獻祭、3-超⾃然的恩典、4-超⾃然的復興。 

 
經文解釋： 

1-超自然的黑暗：神聖的審判。「12 3456789:;<=>?@´從中午12點到下

午3點，神超⾃然地介入了⾃然界。遍地立刻成為⿊暗。這是神審判罪的時候，這是耶穌

受 ⼤苦難的時候，這是基督在天上爭戰獻祭的 ⾼點。 

2-超自然的爭戰：君王的得勝。「1A BC789DEFGHIJKLMNOMNOPQ
RSTFUVWXYJKLZ[\OZ[\O]^_`aZVW1b cCde[f9g[
hiXJKLjkflmMNnoOW 約19:28	「jpMq9DEÖ×各樣的事已經成
了9]rstu[vwx9XJKLZy?@W」0

1z {|g}kf~���9�����?��C��u9����@1� ��[fJK
L��I9�MNn�����@W´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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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到下午3點的時候，耶穌⼤聲喊著說（⽤雅蘭⽂）「Z[\OZ[\O]^_`a

ZV´耶穌引⽤⼤衛寫的詩篇22篇的前半部，說明這是君王屬靈的爭戰，⼀⽅⾯是撒旦

在悖逆的猶太⼈背後⽤譏誚羞辱的攻擊，⼀⽅⾯是天上與撒旦魔⿁爭戰的⾼峰。耶穌完美

的⼈性和神性，承受與⽗神的交通完全的分離，祂在極為痛苦中勝過了死亡的權勢。在遍

地⿊暗中，祂的⼤聲喊叫不僅是⾝體靈魂極度的痛苦，也是得勝的呼喊。祂以中保君王的

⾝分，替神的百姓勝過了仇敵撒旦。 

 

這是我們上週思想的兩個超⾃然的事件：1）超⾃然的⿊暗，講到這是神的審判。神對⼈

類罪的審判，耶穌成為⼈類的罪，受到律法的懲處；2）超⾃然的爭戰，講到君王的得

勝：「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3-超自然的獻祭：救恩的成就。「2£ DE¤FGHm9¥X¦?@」約19:30 「DE�?

d�9XJKL�?OW9����9�� ¡¢\?@」路23:460「DEFGH¬Jª

®¯9Z�Z[� ¡C°±e²³J?jv9¥X¦?」 

 

「Zy?」，是耶穌在⼗字架上說的第5句話。第6句話是：「�?」。第7句話是：「®

¯9Z�Z[� ¡C°±eO」這3節的經⽂從不同的福⾳書⽽來，把耶穌在⼗字架上

後的時刻拚成⼀個完整的圖像：耶穌嚐了那醋，就說：「成了！」，祂⼤聲喊著說：

「⽗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裡！」說完這話，氣就斷了！ 

 

成了[Τετέλεσται]。 

第一，「成了」是指所有的舊約的預言都應驗了。也就是說神在舊約中啟⽰的計畫，在耶

穌被釘⼗字架的事件上被實現了。創3:15節的預⾔「女⼈的後裔要傷你（蛇）的頭，蛇要

祂的腳跟」。 

第二，「成了」是指決定性的天上獻祭已經完成了。整個舊約獻祭體系所包含傳達的真

理，都在基督在⼗字架上的獻祭，得到了實現。基督作為天上的⼤祭司，在天上已經⼀次

完全的獻上了永遠的贖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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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成了」是指決定性的屬靈爭戰已得勝了。創世記3:15節也是爭戰的預⾔，在耶穌

⼗字架上完全得勝了。基督得勝的果效繼續在祂復活升天之後，繼續展開實現，直到 後

啟⽰錄的 後之戰的 終實現。 

 
第四，「成了」是指決定性的救恩計畫已完全了。 
 

大聲喊叫。加爾⽂：「哭聲也顯⽰了感情的強度； 因為毫無疑問，基督從他所受的尖銳

試探中，經過痛苦和艱苦的努⼒，發出了這種呼喊。 然⽽，他同樣打算通過這種響亮⽽

刺耳的驚呼，向我們保證祂的靈魂將是安全的，不會受到死亡的傷害，以便我們在同樣的

信⼼的⽀持下，可以愉快地離開我們脆弱的⾁體。」耶穌的死和復活把所有神的百姓的救

恩都包含在內了。基督已經為我們勝過死亡。「我們已經與基督同釘⼗字架了，現在活的

不在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活著」加2:20。 

 

氣就斷了。Lange：「斯特勞德醫⽣（Dr. Stroud）1843年《造成基督死亡的⾝體因素》

（Physical Cause of the Death of Christ）極⼒地證明，救主死亡的直接原因，既不能

歸咎於釘⼗字架的普通⼀般性的影響，也不能歸咎於⼠兵的長⽭造成的傷⼝，也不能歸咎

於異常程度的虛弱，也不能歸咎於超⾃然影響的介入，⽽是歸咎於他⼼靈的替代性痛苦

（vicarious agony） 終在驚嘆中達到頂峰，⼤聲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

棄我！』『⽗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裡』， 等等，並導致⼼臟破裂。這是由從他

的⾝邊流出的⾎和⽔表明的，然後⽤長⽭刺穿它。 這是⼀個純粹⽽完美的⼈的死亡，他

因⼈類的墮落⽽承受和履⾏了懲罰，從⽽獲得了⼀個公平的權利，可以看到祂靈魂的辛勞

並得到滿⾜，為所有服從祂的⼈，成為永恆救贖的創始者。”」 

 

耶穌在⼗字架受苦獻祭的另外⼀個意義，就是祂受到聖約祝福範圍領域之外處置，在聖約

祝福領域之外就是神的審判和憤怒，這個領域被稱為「地獄」，與神關係斷絕的領域。這

就是為什麼《使徒信經》說耶穌下到地獄的意思。耶穌在⼗字架上獻祭的時候，遍地都⿊

暗了，象徵祂成為罪，正處於與神關係斷絕，無法交通，在神聖約祝福恩典的領域之外的

審判和憤怒的領域內。 

 



 5 

來13:10-13「µ£ ZÎg}ØÙ9uÚ[ØÛYdÜCÝÞ|ßà[f�áâã[@µµ ä
�åæ[çèFØéêë#ìíîïØ9åæ[È�èðCñò@µ¨ ìMDEróôõ
[çmö÷�#9½XCÑøòùú。」 

 

結論：「�?O」「®¯9Z�Z[� ¡C°±e²」——是基督超⾃然的獻祭，祂把

⾃⼰的⾝體靈魂獻上作為活祭；以天上⼤祭司的⾝分，藉著⼀次在天上的獻祭，祂在⼗字

架上完全成就了救恩。這是第三個超⾃然的神蹟奇事。 
 

4-超自然的恩典：隔牆的拆除「2µ �ûO¶·9¸e[¹�3u6�º]»¼9;½¾

¿9ÀÁ½Âº9」 

 

「地動，磐石崩裂」，在聖經中都是象徵神⼤能的介入到祂所統管到世界中，⼀種超⾃然

的作為，特別是在祂施⾏審判的時候。⼠5:4「1 Düý¯9°3þÿÏ�9!M";#

$@d%;¾&'9(½)*@」詩篇114:5「2 +�¯9°],-.VB/û9°],0
1VA F2û9°],34567V82û9°],9:57;Vb F;¯9°<i,[
Ú9XY=T\[Ú9�r¾¿@」耶10:10「µ£ >DüýY?\9YÍ\9Y@A[

BO�}CD9F;¾¿E�}FG9HI<JK�Ë。」今天我們唱的詩篇29篇耶穌

講到神的審判，耶和華震動加低斯的曠野，神在超⾃然的審判作為中成就祂的救恩：耶和

華必賜平安福給祂的百姓。 

「聖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聖殿」有三個部分：外院、聖所、和⾄聖所。「外

院」有銅祭壇和洗濯盆，進入到「聖所」有⾦燈台，陳設餅桌，⾦香壇。進到 隱密的

「⾄聖所」只有約櫃，櫃上有施恩座，由兩個基路伯遮蓋著。約櫃裡⾯放著兩塊法版，亞

倫的杖（⺠17:10）和，⼀罐嗎哪（出16:33）。「⾄聖所」是神顯現說話的地⽅。在每年

⼀次的贖罪⽇，只有⼤祭司才能獨⾃進入⾄聖所事奉神（來9:7-êIç]ôõüö÷[

LMNu）。進入的時候必須帶著贖罪的⾎，⽽且聖香的煙雲籠罩下才能進入。神在約櫃

施恩座向⼤祭司顯現說話，然後⼤祭司把神的話傳講給神的百姓。這些都是預表基督作為

天上⼤祭司的⼯作。 

 

聖殿的幔子。出26:31，「©µ °róOPQRPQSTPUüV[WXY¹�9MZ[[

±\]u^§_@」利16:2「¨ Lr`a°bbnc9�ád%Ð#ì[¹�{96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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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hi9jk�lm9<]Zr3(|ÔÕCfghu。」聖所和⾄聖所之間被幔⼦

隔開。 

 

幔子的分開是神超自然作為。根據⼀世紀猶太史學家約瑟夫的記載，希律王聖殿幔⼦有

40肘/60呎長，20呎寬（列王記上6：2），厚度有⼿掌的寬度2-4⼨。即使是⾺匹綁在

兩邊也無法將它撕裂。出埃及記告訴我們這個厚重的帳幕⽤了藍、紫和深紅⾊的材質和精

細絞織的亞⿇。由72個⽅塊合成，據說需要300個祭司才能抬動。幔⼦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是⼀個神蹟奇事，不是因為地震的緣故，⽽是神超⾃然的介入，是神超⾃然的作為。（徒

17:24。神不住⼈⼿所造的聖殿） 

 

1-對猶太教的審判。⾸先，聖殿幔⼦從上到下裂開兩半，象徵猶太教的審判。他們把基督

釘上⼗字架。耶路撒的聖殿在主後70年被毀，應驗了耶穌在橄欖⼭上的預⾔。 

 

2-聖殿體系的結束。約4:21「¨µ DEJKLnf9°K.Z@%o�69°Îp®½�C

j2u9½�CD§Rq@」耶穌還沒有被釘⼗字架的時候，就藉著把福⾳傳給撒瑪利亞

外邦婦⼈，啟⽰了聖殿體系的結束。「時候將到」，是指耶穌在⼗字架上的死和復活。

「你們敬拜⽗不在這⼭上」是指⼀切屬世界的宗教。「也不在耶路撒冷」是指與地上耶路

撒冷有關的⼀切屬以⾊列⼈的外在的體系，和敬拜系統：聖殿的本⾝，和與聖誕有關的祭

司和獻祭禮儀系統。因為，復活升天的耶穌已經成為天上的⼤祭司，在天上的聖殿，不是

⼈⼿所造的聖殿，在天上執事。這是整本希伯來書所教導的真理。 

 

舊約聖經講到的「聖殿重建」⼀⽅⾯是指：以⾊列被擄歸回第⼆聖殿的重建；⼀⽅⾯是指

新約時期「天上聖殿的建造」，也就是新約教會的建造。這是以弗所書 重要的真理。天

上聖殿的建造和地上教會的建造，都是復活升天的基督，在天上的⼯作。 

 

幔⼦從上到下裂為兩半，是指舊約聖殿體系的結束。這是第⼆點。 

 

3-天上聖殿的建造。三點是：幔⼦從上到下裂開，告訴我們，耶穌的死和復活啟動了天上

聖殿的建造：講到神與⼈同住的祝福和恩典。舊約的會幕和聖殿是⼀個模型。地上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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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幕和聖殿象徵、預表、指向基督（元⾸）和祂的教會（⾝體），成為⼀個新造的⼈

（弗），反映神的榮耀充滿整個宇宙。就是我們在啟⽰錄 後21-22章，約翰所看到的異

象。 

 

弗2:13「µ© °Î3iA`\[f95rsC^tDEe9uI�[ç9Ætkvw

?@」「µ1 <�sZÎüx9�»�yz]}9{|?中間隔斷的牆9µ2 z�M自己的 

身體}~��9XYd�C��u[���禮儀和⺠事律法�9]r�»��Iôõ��

}k�f95���X?üx@µA �C���u�?��9��j���s»��]}
É9�\ü�?9µb ����ü�[���°ÎA�[f9½�dw�[f@µz <]Z
Î»��I�è}k#�ì�9kMÐ6®Úi。」「µ� j�9°Î��íòfü�
�9Y�#$âI9Y\�e[f?@¨£ ��è �Cs$ü¡Ö[¢^u9g^tD
Eôõ]房角石(詩118:22)9¨µ T£u�¤¥ky¦9§§�],[#¸¨ναὸν ἅγιον ἐν 

κυρίῳ©@¨¨ °Î½u�âè �9�]\�I#�ª«[ìC¨κατοικητήριον©@」 

 

（房角石。主⾃⼰（可⼗⼆10）和初期教會（彼前⼆7；⼜參：徒四11），都引⽤過這段

經⽂：「匠⼈所棄的⽯頭，已成了房⾓的頭塊⽯頭」） 

 

NICNT ⾺太福⾳註釋學者法蘭斯（RT France）:「幔⼦被撕開表明，隨著耶穌的死，權

⼒從以聖殿為中⼼的舊制度（導致基督的死）轉移到即將被平反的⼈⼦⾝上已經發⽣了。 

結果將是與神的接觸，不再是通過舊的、聲名狼藉的宗教系統，⽽是通過耶穌本⼈，更具

體地說，通過祂的死作為許多⼈的贖價，得以接近上帝。」我們現在可以直接呼叫⽗神為

「阿爸，⽗」是通過耶穌作為中保，在⼗字架上替我們流⾎受死，替我們滿⾜了律法的懲

處，使得我們與神和好。 

 

來19:19「µ� ¬Î9ZÎ�<DE[ç9kM®·Ðë至聖所�神的顯現同在�9¨£ Y

�I��ZÎÅ?}�¤�¤Í[§93¹�tL9j¹�XY�[ÈÉ。」我們今天可

以直接奉耶穌的名和⽗神交通禱告，是因為耶穌的⾎，耶穌在⼗字架上的死和復活。 

 

結論：「聖殿的幔⼦從上到下裂為兩半」是神超⾃然的作為，是神的恩典，祂透過基督在

⼗字架上的⼯作，恢復了⼈和神之間的交通，基督的死拆毀了⼈與神之間的隔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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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們承認⾃⼰是罪⼈，相信耶穌是為我們的罪被釘上⼗字架，我們就恢復了與神之間

的交通。承認⾃⼰是罪⼈，接受耶穌作為救主的本⾝，就是與神和好的開始。這是神賜給

⼈的新⽣命（重⽣），基督⼗字架上完成的救恩，被施⾏在我們⾝上所產⽣的果效。這是

第四個超⾃然的恩典：隔牆的拆毀。 

 

5-超自然的復興：身體的復活。「2¨ ÃÄ½Å?9ÆÇ#$[ÈÉ9ÊgË�[@ 

2© 6DEÌÍMq9�Î3ÃÄeÏ�9Ð?#Ñ9ÒÓÊfÔÕ@´0
0

另⼀個超⾃然的事件，就是52-53節，⾺太記錄了當時有許多死⼈復活的事件發⽣，並

且在耶穌復活之後向⼈顯現。這段經⽂只出現在⾺太福⾳，其他三卷福⾳書都沒有記載。

引起教會歷史中許多的不同解釋，和許多無法回答的問題：為什麼墳墓開了，卻到耶穌復

活之後才從墳墓裡出來，在耶路撒冷向⼈顯現。這些復活的聖徒神誰？施洗約翰、以⾊列

先祖、舊約先知、殉道者…？道這些是以前舊約的聖徒，還是當時去世不久的猶太聖徒

呢？他們復活之後 後還會死嗎（像拉撒路⼀樣）？沒有⼈知道！ 

 

如同耶穌之前所⾏的醫病、趕⿁、死⼈復活的神蹟⼀樣，這裡的死⼈復活也是是科學無法

解釋的神蹟奇事。⾺太並沒有要滿⾜我們的好奇⼼，也沒有要回答任何超出我們經驗的疑

問。如果神可以使耶穌從死裡復活，那麼神也可以使墳墓裡已經死去的聖徒復活。這裡的

死⼈復活的神蹟，也許是發⽣在耶穌復活時候，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地⼤震動，把耶穌

墳墓⾨⼝的⽯頭滾開（28:2），同時有其他許多墳墓也開了。因此，⾺太說這些已經死

去的聖徒的復活發⽣在耶穌復活之後（53節）。也許，這些復活的聖徒的墳墓開了，三

天之後，在耶穌復活之後，他們才復活走出來。 

 

舊約經中講到死⼈復活：但12:2「¨ ÇC¯°|[9±gÊfÌ²9�|gk@³[9g

ù´µQ@Aè¶·[@」這是預⾔末世的復活。賽26:19「µ� lfrÌÍ9¸¹rº

Ë@ÇC¯°[¯9r²Ë»¼O<°[½¾�¿ÀÁu[½¾9;½r¡Ïlf�@」

這裡是預⾔神百姓從被擄歸回的復興，以及末世的屬靈的復興（從基督道成⾁⾝到 後審

判的再來）結27:13（枯骨的信息-第7節講到地震）「µ© Z[Âû9ZÅ°Î[ÃÄ9s
°Î3ÃÄ|Ï�9°ÎXÖ×ZYDüý@µ1 Z±�Z[�ÃC°ÎeÚ9°ÎXr
Í?@Z�°ÎÄÅCÆ;9°ÎXÖ×ZDüý5�J9½5��X?@jYDüýJ

[@Ç	」這是預⾔被擄歸回的屬靈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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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25「¨2 ZÈÈCC;`a°ÎK%o�69ÕCXY?9lfrhi\É�[G

�9hi[fXrÍ?@¨A <]®Ê�Côõg³Ë9XÌ��É�½Í�Côõg³
Ë9¨b ��<]�Yf�9XÌ��#ÎÏ[ÐÑ@¨z °Î�rÒjp�íÓÔ@%o
r69ÕCÃÄe[9<rhi�[G�9XÏ�@´0
0

⾺太等於是為耶穌在約翰福⾳所說的作⾒證。死⼈復活是末世的事件，屬靈的⽣命⾸先活

（第⼀次的復活發⽣在第⼀次的死）， 後是⾝體的復活（第⼆次復活，沒有第⼆次

死）。⾺太福⾳記錄的超⾃然⾝體復活是耶穌在約翰福⾳所說的預⾔的應驗。 

 

Hagner:「這意義在於建立聖徒未來復活的基礎。 因此，根據以賽亞書 26:19 等經⽂中

的舊約主題，我們可以將這段經⽂視為已實現和歷史化的啟⽰錄； 但 12:2; 尤其是結 

37：12-14」WBC：RE Brown(Death of the Messiah)「⾺太想要傳達耶穌的死和復活

標誌著“末世的開始”」 

 

藍恩 (John Peter Lange) 「經⽂中提到的複活，如果是真的，則是⼀個預演，是 終復

活到永⽣的標誌和印記，但直到基督復活之後才發⽣…它是⼀個超⾃然的象徵性事件，它

宣告了基督的死亡和復活是戰勝死亡和陰間的真理，並打開了通往永⽣的⼤⾨。」 

 

⾺太記錄的死⼈復活的神蹟，是要告訴我們基督在⼗字架上的救恩的⽬的，不僅是屬靈⽣

命的復興，⽽且在末世要帶了⾝體復活的復興：超⾃然的復興——⾝體的復活。 

 

所以，我們看到基督在⼗字架上 後3⼩時發⽣了5個超⾃然的事件，這五個超⾃然的神

蹟奇事，它們傳達了關於耶穌被釘⼗字架的真理。第⼀，超⾃然的⿊暗：神對罪的審判。

第⼆，超⾃然的爭戰：君王的得勝「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第三，超⾃然

的獻祭：第四，超⾃然的恩典：「聖殿幔⼦從上到下裂開」耶穌在⼗字架上的⼯作，廢除

終⽌了舊約以⾊列聖殿的功⽤，啟動了新約教會建造，和天上聖殿建造，打開了⼀條⼜新

⼜活的新路，使得神與⼈同住的祝福臨到外邦列國。第五，超⾃然的復興：⾝體的復活。

耶穌在⼗字架上的⼯作，不僅帶來今⽣靈魂的復興，⽽且帶來末世⾝體復活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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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字架上⾃願受苦，祂為我們成為罪。神賜給我們新⽣命使我們有能⼒並且願意信

祂的兒⼦耶穌。當我們承認⾃⼰是罪⼈，接受耶穌作為救主的時候，耶穌在⼗字架上所成

就的⼀切救恩就開始施⾏在我們⾝上。在聖靈的引導帶領下，按照神的時間和計劃，祂把

我們帶到基督的教會，透過神的話，藉著聖靈的⼯作，把我們與基督的⽣命聯合在⼀起。

我們在神的話的澆灌下，對基督的真知識上漸漸成長，屬靈⽣命漸漸的成長，從內到外產

⽣轉變，這是復活的新⽣命在今⽣的情況。在我們⾝體朽壞死去，我們就離開復活，屬靈

⽣命達到完全，這是第⼀次的復活，立刻在天上與主同在。到世界末了，經過 後審判，

得到⾝體的復活，進入神永遠的國度。這是整個神在基督裡的救贖⼯作。這個⼯作正在我

們⾝上發⽣，正在教會中發⽣，這是基督⼗字架帶來的果效。這是復活的基督在天上透過

祂的教會的⼯作。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