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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十字架 28 
基督十字架的果效  

馬太福音 27:54-56 （可15:39-41；路23:47-49） 
唐興 牧師 

 

 
 
經文： 

1-回轉與悔改：真實的救恩。 
12 34(56789:;<=8>?@ABCD<EFGHIJKFLMNOPQR<
STUVW可 15:39XYZ [\]^<34(8>:;O_`abcFGLMNO=PQR

<STVWd路 23:47X2e 34(8>Bf<EFGghijRFLMNOPQkl
=VWd 
  
2-感動與懊悔：膚淺的回應。 
m nYo2pX2p qrs8<t=>UOBf<EFuv^wxyUzd 
  
3-跟隨和信心：教會的見證。 
11 {|}~����F��?s8F��Q������:;��E�<z1� ��{�
��<���F�{��5��<�����FA{����kST<��z 
 
可 15:40「2  ¡{}~���?s8F��{���<���F�{¢��5��<�
����FA{£¤¥F2¦ GQ:;����<§¨F���©�E�<�}=F¡{
7:;ª:m£«<|}~����s8z」路 23:49「2Z ¡{6¬j:;®<=5

�����^��<~��Fu��?]^8O}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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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責備與恩典：生命的成長。使徒們呢？只有約翰在那裡（約 19:25-27），其他三卷福

⾳書都沒有提到約翰在場。為什麼？ 

前言：這是⼀段講到基督在⼗字架上獻祭完成之後，立刻發⽣的事情。這些事情牽涉到不

同的⼈群。這些⼈對基督的被釘⼗字架產⽣了不同的回應，基督的⼗字架也在這些⼈⾝上

產⽣不同的果效。今天這些不同的回應和果效也發⽣在聽到基督被釘⼗字架的⼈的⾝上。

發⽣在你和我的⾝上。這是⼀段很容易就忽略的經⽂，多數的聖經註釋書，對這段經⽂的

解釋也很簡短。但是，這卻是⼀段充滿了豐富救恩真理的經⽂，使我們看到基督的⼗字架

立刻發⽣了果效和產⽣了不同的回應，啟⽰出了神的救恩的真理。基督即使在⼗字架上死

了，但是三位⼀體的神仍然在施⾏祂的救恩，救贖的恩典仍然繼續的在⼈⾝上產⽣果效。 

 
中心思想：基督十字架的果效和回應。 
 
經文解釋： 
1-回轉和悔改：真實的救恩。X12 34(56789:;<=8>?@ABCD<EF

GHIJKFLMNOPQR<STUVWd可15:39XYZ [\]^<34(8>:;O

_`abcFGLMNO=PQR<STVWd路23:47X2e 34(8>Bf<EFGg
hijRFLMNOPQkl=VWd0
 

第一個果效：回轉和悔改。⼗字架的第⼀個果效，就是看守耶穌的百夫長長和他的⼠兵的

得救。百夫長是羅⾺政府的軍官，管理80-100個⼠兵。他們是駐紮在聖殿附近的安東尼

堡的羅⾺軍隊。他們的任務是在彼拉多下⾯執⾏命令，維持耶路撒冷聖殿安全，防⽌猶太

⼈暴動造成危害羅⾺政權的勢⼒。我們知道這⼀隊軍隊的任務就是從週五上午，從耶穌接

受彼拉多審判開始就負責看守耶穌的⼈（他們也是在客⻄⾺尼抓捕耶穌的⼈）。這位百夫

長應該非常清楚耶穌被捕和接受彼拉多審判的整個過程。 

 

當百夫長再看到耶穌的時候，耶穌已經被猶太公會審判完畢，被猶太祭司長老們打得⿐青

臉腫，全⾝是傷，整個⼈都是吐沫。他聽到看到猶太⼈控告耶穌，耶穌⼀⾔不語。當彼拉

多私下審判耶穌的時候，他也在旁邊。他聽到耶穌告訴彼拉多，祂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

界，否則祂的⾂僕就會為他爭戰。百夫長是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他也不知道猶太⼈的

律法，不知道什麼是彌賽亞。他⼀定認為耶穌若不是⼀個神經不正常的瘋⼦，就是⼀個有

幻覺怪異的宗教政治激進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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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也知道彼拉多四次告訴猶太⼈，沒有查出耶穌有任何的罪。他看到希律王的⼠兵

毆打耶穌，戲弄耶穌。耶穌卻完全沒有反抗。當猶太⼈要彼拉多把耶穌釘⼗字架的時候，

他完全明⽩猶太⼈對耶穌的仇恨。是猶太⼈把耶穌送上⼗字架的。但是這位百夫長和他的

⼠兵（⾄少4-5⼈），是⼀路看守耶穌，把耶穌直接把耶穌釘上⼗字架的⼈。他的⼠兵拈

鬮分了耶穌的衣服，他們嗤笑戲弄耶穌，⽤⼀根葦⼦打耶穌的頭，吐吐沫在耶穌臉上。他

們對耶穌說「你若是猶太⼈的王，可以救⾃⼰吧！」。他們給耶穌掛了⼀個牌⼦寫著「這

是猶太⼈的王」。耶穌從頭到尾⼀句話也沒有說。 

 

百夫長和其⼠兵是把耶穌耶穌釘上⼗字的⼈，並且在⼗字架旁邊看守。他們清楚聽到耶穌

在⼗字架上所說的每⼀句話。他們知道耶穌為他們禱告：「¯°F±²��V³´��B

µ<F��¶·¸V」（路23:34）。他們知道耶穌和旁邊⼗字架上的強盜的對話。

「“¹º�»¼½M¾-½¿7¹�ÀÁ�U。”」 

 

接下來，中午的時候，遍地都⿊暗了三個⼩時，，耶穌居然還有氣⼒⼤聲喊叫：「¹<

RF¹<RF´ÂÃÄÅ¹V」「¯°V¹Æ¹<ÇÈÉ�½Ê�。」聖殿的幔⼦從上到

下被裂為兩半，發⽣⼤地震，磐⽯也崩裂，墳墓也開了。這是百夫長和⼠兵的經歷。 

 

回轉的發生：百夫長和⼠兵「極其害怕」是我們理解神救恩，理解基督的⼗字架所產⽣的

果效的關鍵性重點。「極其害怕」是代表基督的⼗字架⼤能在⼈⼼中產⽣回轉和悔改的果

效。這是真實的救恩——回轉和悔改：真實的救恩。為什麼「害怕」是真實的救恩呢？ 

 

這裡的「害怕」是對神產⽣屬靈上的畏懼。現代的⼈認為：「害怕是引到⿊暗的道路，⿊

暗會引到受苦。」害怕畏懼通常是負⾯的，這是現代⼈的想法。古代的⼈認為害怕畏懼是

⼀種對某些情況⼗分⾃然和健康的反應。這種想法的轉變是因為現代⽂化的安逸所產⽣

的。我們認為⼈有感到舒適的權利，因此，「害怕」就成為我們要盡⼒⽤各種⽅法去消除

和避免的事情。這樣做就可以促進我們的健康和安全感。如果其他⽅法不奏效，我們就⽤

醫藥去除去害怕畏懼。但是，結果是，⼈們著魔式地要使⾃⼰沒有害怕，逃離害怕，但事

實上，卻使我們更害怕。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們雖然比古代的⼈更安全更舒適，卻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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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處更感到焦慮害怕（焦慮就是⼀種害怕）。我們對許多事情都感到焦慮、害怕。我們對

⾃⼰吃什麼都會感到害怕，我們對⽣命的苦難、⾝體的痛苦感到害怕焦慮。最終的原因是

我們的⽂化中，喪失了對神的害怕（the fear of God）。對神的害怕是⼀種快樂和健康

的害怕，這種對神的害怕，會驅趕我們對其他事物的害怕焦慮，當對神的畏懼從我們的⽂

化中被除去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事實上被更多的焦慮害怕所淹滅了。 

 

作為基督徒我們受到現代⽂化的影響，我們認為害怕神是負⾯的，所以我們不願意去談論

這件事。因為，我們追求的是安逸、舒適、沒有害怕。但是，要解決我們焦慮的之道正是

害怕/畏懼神。因為害怕神（the fear of God） 會把其他的焦慮害怕放在應該有的位

置。 

 

聖經講到兩種害怕：罪惡的害怕，和正確的害怕。亞當在伊甸園犯罪之後，他躲起來所表

現出來的就是罪惡害怕。那是⼀種從罪惡產⽣的害怕，所以他逃離神。另外⼀種害怕是

the fear of God 害怕/畏懼神，這是是完全不同的害怕，是聖靈⼯作產⽣的害怕畏懼。

不僅不會使我們逃離神，⽽且使我們轉向神。這是⼀種聖約的祝福。你會說，這難道不是

⼀種屬於舊約的事嗎？我們不應該害怕神，我們愛神，神愛我們。事實上，耶利米書32

章最後講到新約的時候這樣說：「2  �¿j��ËÌ�<�FÍ�^��ÎÏFA¶Ä

Ð��FÑÒ��{ÓÔÕJKÖ¹<×F¶ÄÐ¹zdYYØpÙZXp ¹¿ÚÛ��<6
¬ÜFGQÝ¹BÞ<Üß�¿±²��<6¬ÜFGQàÞ¹©áâ¹<ÜzZ Oã¿
�?ªäå=\æÒ¹¸çè©¸hiFé´êëêÀìãzäå=³í>¹ÝOãBî

<ïÀ©BÎ<ÏðñòFGóKôõzd這裡沒有審判，這裡不是在警告威脅他們，神

應許要賜給祂的百姓⼀切的恩惠平安福樂，使他們「害怕神」。 

 

當神在⻄奈⼭顯現的時候，「¦p t3ö>÷ø©ùú©ûü©ýªþÿFGu!"F�
�?]ËF¦Z [#�LMN$½5¹�L%F¹�ÍíF¶¿R5¹�L%F&K¹�
'(zWn  #�[3öLMN¶¿óKF³´R)*Q¿+,½�Fa½�§-ÓÔ

. הָאְרִי /�F¶0ÞÜz”」對神的懼怕是⼀種屬靈的祝福，⼀種救恩的祝福（不⾄犯

罪）。對神的懼怕使得其他的懼怕被除去。懼怕與⾝體的顫抖有關。⼈會因為⾝體受到死

亡的威脅⽽發顫，但是，⼈也會因為極度的震撼興奮⽽發顫（如同新婚的時候，新郎迎接

新婦的那種震撼興奮⽽顫抖）。我們因為知道神是如此的浩⼤、偉⼤，⼤有能⼒，當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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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神的時候，和我愛地上的事物是不同的。我們對神的愛，發⾃⼀種受造者對創造者的

屬性的認識的愛。 

 

中⽂把（the fear of God） 翻譯為「敬畏神」，是因為害怕是負⾯性的，或為了要區分

⼀般屬世界的害怕。The Fear of God 比敬畏還要寬廣，敬畏神包括了喜樂。尼希米書

1:11「¦¦ ,°F$½12í½3=<45F5ë6ÓÔ½éÕdelight to fear your nameÖ

t3=<45FÒ½3=7¾89F�:\æ;Ï。」賽11:1-3「n :5<<ÇÍ=��
>ªF0GQÒ�{?@5AB<Ç©CD5EF<Ç©G®5ÓÔ:5<<ÇzY �Í

以敬畏耶和華為樂. חור /」。基督害怕神是神的恩賜和聖靈的⼯作，基督以害怕神為樂。

當基督徒正確地害怕神的時候，就會分享了基督本⾝對⽗的喜悅。害怕神真正定義了愛神

和以神為樂的意思。傳12:13「¦Y O}EuHí>UFIJGQÓÔRFK9�<LMF

OQ=BNO<PQ。」這不就是⼩要理問答第⼀問的答案：⼈⽣⾸要的⽬的是什麼？榮

耀神享受神直到永遠。當我們享受神的時候，是⼀種畏懼戰兢的快樂（rejoice with 

trembling ）。0

 

詩篇2:11「¦¦ NRÔó. הָאְרִי /SfearTEU:5<F0�NRôõ. הָדָעְר /ÕtremblingÖV

WÀ. ליג /SrejoiceTz」腓2:12:「&ó[φόβος](fear)ôõ[τρόμος](trembling)Xf½�¸Y

<Z4（work out your salvation）」，當我們被聖靈光照的時候，我們的屬靈⽣命的成長

是伴隨著對神的害怕的。這不是世俗的屬⾁體的害怕，⽽是神所賜下的屬靈的害怕，聖靈

在⼈內⼼的⼯作的果效。 

 

「12 34(56789:;<=8>?@ABCD<EFGHIJKFLMNOPQR

<STUVW」極其害怕[ἐφοβήθησαν σφόδρα] 這裡的害怕在其他地⽅被翻譯為驚奇、恐

懼戰兢、敬畏神（路1:50；彼前2:17；啟14:7；19:5；11:18；徒13:16）。可15:39「YZ [

\]^<34(8>:;O_`abcFGLMNO=PQR<STVW」 

 

這裡有三件事情：第⼀，地震並所經歷的事情，包括整個耶穌受審判釘⼗字架的過程；第

⼆，耶穌在⼗字架上的喊叫：「¹<RF¹<R´ÂÃÄÅ¹」「¯°V¹Æ¹<ÇÈÉ

�½Ê�。」百夫長和⼠兵的極其害怕，是⼀種屬靈的震驚，⼀種敬虔的恐懼。耶穌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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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在整個審判和釘⼗字架過程中所說的話，在聖靈的運作下，他們看到⾃⼰內⼼的罪，

他們看到神的⼤能，他們知道這是神的審判，他們知道耶穌是神的兒⼦。來4:12「¦n R

<[Q\]<FQ{Z^<F_6¬�`<abWFc0ÈjÇ©dejdfFuEg

h©iÐFj×�<kl5,JuEmBz」百夫長的害怕神是聖靈透過耶穌的話，在他

內⼼賜下的救恩。 

 

路23:47說，「2e 34(8>Bf<EFGghijRFLMNOPQkl=VW」毫無

疑問的，百夫長的反應是⼀種得救的回轉和悔改，這是真實的救恩的⾒證，這是聖靈的⼯

作。 

 

結論：在⼗字架上的耶穌拯救了把祂釘在⼗字架上的⼈。百夫長的回轉和悔改，他害怕神

和歸榮耀與神是真實得救的⾒證。福⾳從耶穌的⼗字架正式臨到外邦⼈，亞伯拉罕之約正

式的應驗：「萬國都必因你得福」（加3:8；創12:3）。回轉和悔改：真實的救恩。這是

基督⼗字架的第⼀個果效 

 

2-感動和懊悔：膚淺的回應。 

路23:48X2p qrs8<t=>UOBf<EFuv^wxyUzd這些⼈和百夫長⼀

樣，經歷遍地⿊暗3⼩時，⼤地震，磐⽯崩裂，墳墓打開，聖殿幔⼦從上到下裂開兩半。

他們知道這些都是超⾃然，不尋常的，無法理解的事。不但如此，他們也聽到耶穌在⼗字

架上說的話，聽到耶穌和強盜的對話，聽到耶穌最後的⼤聲喊叫。他們應該⼤部分是猶太

⼈，這時候應該想起來，耶穌騎驢進城，潔淨聖殿，和祭司長⽂⼠辯論。天⿊、地震、磐

⽯崩裂、墳墓裂開這些都讓他們知道是神的作為，告訴他們耶穌是猶太⼈的王，耶穌是神

的兒⼦，耶穌是彌賽亞。他們「捶胸」表⽰內⼼的感動和懊悔。他們難過，⾃我譴責，他

們知道⾃⼰參了謀殺無罪的耶穌。「捶胸」是基督⼗字架的果效也在他們內⼼產⽣果效，

他們受感動和懊悔。基督⼗字架的⼤能，光照了他們的良⼼。 

 

但是路加告訴我們，他們感動懊悔之後，在天亮恢復正常之後，他們就回家去了。他們沒

有得救，他們只是感動和懊悔，卻沒有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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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許多⼈聽到基督的⼗字架，也會有相同的反應：只是感動和懊悔，卻回去了。耶穌的

⼗字架，耶穌講的話，也就在內⼼產⽣的果效只是膚淺的，只是暫時的果效，只是感動和

懊悔罷了。他們的感動和懊悔，是對整個事件的本⾝感到感動懊悔，⽽沒有對⾃⼰的罪感

到懊悔，沒有對耶穌為⾃⼰的罪被釘⼗字架，感到懊悔感動。 

 

難道這些回去的⼈都沒有得救嗎？事情沒有這麼簡單。聖靈的確也在這些⼈中的某些⼈⾝

上⼯作，但是其⼯作的果效要到後來五旬節的時候，透過使徒彼得講的基督被釘⼗字架復

活的信息之後，才被彰顯出來。徒2:36-38「Y� noFpqrstNuº?G[F½�

v�wxyª<Oz:;FRHCË�´,F´{|UzW0 Ye t=í>O%F}¸~×F
G[�¸5I�<Ò$LMN���F¹�N�_��WYp �¸LMN½��=¿�%F
U:;{|<é��Fa½�<Ü¸±FGÍ��Bî<#Ç；」徒2:40「2¦ �QF�
��%<=G�U�z�6�F�$��U��=F2n u�×�9Ò$<��F�oÉ
�F��F45。」這些受洗歸向耶穌成為新約教會成員的⼈，按照推論，應該有許多都

是當時觀看耶穌被釘⼗字架的⼈。但是，也有許多當時觀看耶穌被釘⼗字架的⼈感動懊悔，

最後卻沒有得救。他們的感動懊悔，沒有轉化為真正的回轉和悔改，他們的感動懊悔沒有

⽣出像使徒保羅說的那樣的得救的懊悔： 

 

林後7:10-11「¦  ³´�^R<Jk��.λύπη/FG���{��.ἀμεταμέλητος/<���
�%.μετάνοια/�Fp ¸Yß¡¢£<��.λύπη/Qa='z¦¦ ½8F½��^R<
Jk��.λυπέω /F�oG��¤¥<¦§©¨¼©¨©©&ó©ªl©«×©¬z�

O6¬EªF½�u®B¨¯Q°Û<z」 

 

結論：感動和懊悔並不⼀定是得救的⾒證。畏懼神以神為樂是得救的⾒證，是因信稱義的

⾒證。基督⼗字架的果效會產⽣暫時的感動和懊悔，⼀種膚淺的回應這是第⼆點。 

 
3-跟隨和信心：教會的見證。 

X11 {|}~����F��?s8F��Q������:;��E�<z1� ��{
���<���F�{��5��<�����FA{����kST<��。」	
可15:40「2  ¡{}~���?s8F��{���<���F�{¢��5��<��

���FA{£¤¥F2¦ GQ:;����<§¨F���©�E�<�}=F¡{7
:;ª:m£«<|}~����s8z」（路23:49「2Z ¡{6¬j:;®<=5�
����^��<~��Fu��?]^8O}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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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婦女是從耶穌被釘⼗字架開始，就⼀直跟隨著耶穌的。耶穌被著⼗字架⼀路走到城⾨

外，前後有百夫長和⼠兵，後⾯有猶太公會的祭司長和⽂⼠們，有猶太⼈群眾，然後就是

這些婦女們。在耶穌在城外被釘上⼗字之後，這些婦女開始靠近耶穌，因此耶穌可以看到

祂的⺟親⾺利亞。因此祂說：「⺟親，看，你兒⼦！」⼜對那⾨徒（約翰）說：「看，你

⺟親！」（約19:26）。所以，我們知道這些婦女在最後的3⼩時，遍地⿊暗的⼀段時

間，都在耶穌⼗字架的旁邊。她們愛耶穌，他們⼼如⼑割地看到她們的主最後在⼗字架上

的痛苦，她們聽到耶穌最後在⼗字架上所說的話。她們中間的抹⼤拉的⾺利亞也是清早天

還⿊的時候，來到耶穌墳墓外，第⼀個看到墳墓開了，看到天使的⼈。 

 

不僅如此，這些婦女是從加利利開始就跟隨耶穌、忠⼼服事耶穌和⾨徒。希臘⽂的「服

事」[διακονοῦσαι] 就是執事（deacon）。她們不是偉⼤的神學家，她們不是偉⼤的傳道

⼈，但是她們是卻是教會不可缺少的核⼼，她們是負責教會所有⽇常⽣活的需要的⼈。 

 

結論：她們不僅是忠⼼跟隨主，她們單純的信⼼，使她們勇敢地圍繞在主的⼗字架旁。主

耶穌使她們成為基督⼗字架的⾒證⼈，她們成為教會的⾒證⼈。這是基督十字架的第三個

果效：跟隨與信心：教會的見證。 

 

4-責備和恩典：生命的成長。 

12個⾨徒呢？只有約翰在那裡（約19:25-27），但是其他三卷福⾳書都沒有提到約翰在

場。為什麼？ 

 

加爾⽂：「福⾳書的作者將主要的讚美歸於婦女，這並非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她們配得⾼

於男性的優先權。 在我看來，這種隱含的對比暗⽰了對使徒們的嚴厲責備。 我說的是他

們的⼤團體； 因為只剩下⼀個⼈，三位福⾳書的作者，根本沒有注意到他。 這是極其可

恥的事，那些被揀選出來的⾒證⼈，他們逃離了這個世界得救所依賴的場地。 因此，當

他們後來傳福⾳時，他們⼀定是從婦女那裡得到這段歷史事件的主要部分。」「但是，如

果上帝沒有奇蹟般地為極⼤的邪惡預備了補救措施，他們（使徒們）就會剝奪了我們和他

們⼀共同的救贖知識。」基督的⼗字架對使徒們⽽⾔，也是⼀種責備，同時也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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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使徒們的膽⼩退縮，完全沒有盡到他們作為使徒⾒證耶穌被釘⼗字架的歷史事件。

他們沒有親眼⾒到他們的主釘⼗字架的過程。第⼆，神特別預備了教會中⼀批忠⼼跟隨

主，不畏懼⾃⼰⽣命危險的婦女們，成為親眼⽬睹經歷她們的主整個被釘⼗字架的過程。 

第三，這對使徒們來說是⼀⽣無法抹滅的對主的虧⽋，⽽正是如此，經過這個事件，使得

他們真實認識⾃⼰本性中的軟弱，⽽使得他們謙卑，成為合主使⽤的器⽫。 

 

結論：這是基督⼗字架的⼤能，揭露了使徒們本性的真像，使他們在恩典中悔改，⽣命被

潔淨。這⼀切都出於神偉⼤的，超出⼈理性所能理解的智慧。這是神超⾃然的救恩法則。

保羅稱為：⼗字架的智慧（林前1:18-25）。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須經過這個基督⼗字架的

智慧所安排的，⽣命被潔淨的過程。基督的⼗字架在使徒⾝上產⽣「責備和成聖的恩典」

——這是基督十字架的第四個果效。 

 

禱告：1）我們需要禱告求主使我們真實的認識祂，賜下對神有敬畏害怕畏懼的⼼，並且

在畏懼中喜樂，分享基督的喜樂。2）我們需要查驗檢視⾃⼰的救恩，離開膚淺的感動和

懊悔，求主帶給我們真實的悔改，3）我們需要記住那些忠⼼跟隨服事主的婦女，她們是

我們學習的榜樣，4）我們需要知道基督的⼗字架的果效就是要揭露我們的軟弱和罪，這

是成聖的恩典，我們需要謙卑地不斷地來到主⾯前，禱告求祂光照我們，帶領我們在祂的

恩典中不斷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