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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12-19-2021 

基督的十字架-20 
神國度君王的獻祭-03 

⾺太福⾳ 27:27-44（可 15:16-20; 路 23:1-24；約 19:2-16） 

 

唐興 牧師 

 
背景： 

26 於是彼拉多釋放巴拉巴給他們，把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  
 
1-基督被羞辱戲弄（可 15:16-20；約 19:2-3） 

27 巡撫的兵就把耶穌帶進衙門，叫全營的兵都聚集在祂那裡。28 他們給祂脫了衣服，

穿上一件朱紅色袍子；29 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拿一根葦子放在他右手裡，跪

在祂面前，戲弄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啊！”30 又吐唾沫在他臉上，拿葦子打他的頭。 

31 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  

 
2-基督被釘十字架（32-37） 
a-背負十字架的路上 

32 他們出來的時候，遇見一個古利奈人，名叫西門，就勉強他同去，好背著耶穌的十字

架。33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髑髏地。 
b-承受十字架的刑罰 

34 兵丁拿苦膽調和的酒給耶穌喝。他嘗了，就不肯喝。35 他們既將他釘在十字架上，

就拈鬮分他的衣服，36 又坐在那裡看守他。37 在他頭以上安一個牌子，寫著他的罪狀

說：“這是猶太人的王耶穌。” 
 
3-在十字架上的執事（38-44） 

38 當時，有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39 從那裡經過的人

譏誚他，搖著頭，說：40 “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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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41 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也是這樣戲弄他，說：42 “他

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他。

43 他倚靠神，神若喜悅他，現在可以救他，因為他曾說：‘我是神的兒子。’ ”44 那和他

同釘的強盜也是這樣地譏誚他。  
前言：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神是愛是良善的，神也是公義。這是神的屬性，神的屬性是不可

分開的。神是公義的法官，祂必須懲處⼈類的罪，祂也必須懲處祂百姓的罪。不但如此，

作為神的百姓還必須滿⾜神國度律法的要求。滿⾜律法的要求就是「義」。保羅在羅⾺書

1-3 章證明世界上沒有⼀個義⼈，⼀個也沒有。世界上有好⼈，但是沒有⼀個義⼈。沒有

⼀個⼈可以滿⾜神律法的要求，不僅從⾔語⾏為上，還要從⼼思意念上，無時無刻不間斷

的滿⾜所有神的誡命才是「義」。因此，保羅證明，就連遵⾏神律法的猶太⼈中也沒有⼀

個⼈可以達到神律法的標準。沒有⼀個義⼈，連⼀個都沒有。這是保羅在羅⾺書 1-3 章

中 主要的論述。按照神公義的屬性祂必須解決「對罪的懲處」和「對義的要求」。 

 

但是神也是祂的百姓的⽗親，這是⼀種（聖約的）愛的關係。耶和華神是無法違背祂⾃⼰

屬性⾏事的。所以，三位⼀體的神，⽗⼦聖靈之間就建立了⼀個⼯作上的約定，為了要把

神的百姓從罪中拯救出來，並且要使他們滿⾜律法的要求。這個約定（救贖之約）就是⽗

神發出命令，⼦神執⾏命令，聖靈使⼦神執⾏的命令按照⽗的旨意產⽣果效。所以，⼦虛

⼰降卑，受⽗差遣在地上執⾏⽗神的命令，建立了舊約時期的教會，就是以⾊列的國。然

後到了⽗指定的時候，在地上成為⼈，傳講教導神國度的信息，揀選使徒們成為新約教會

的基⽯(使徒們的啟⽰-新約書信)。 後，祂按照⽗的旨意，為神的百姓釘在⼗字架上。

這樣就滿⾜了神的愛，同時也滿⾜了神的公義。神公義的屬性顯明在基督的⼗字架上，因

為基督為我們承受了律法的懲處，並且滿⾜了律法的要求。神的愛的屬性表明在基督的⼗

字架上，因為神愛我們，把祂⾃⼰的兒⼦釘在⼗字架上，為所有信祂兒⼦的⼈成就了救

恩。神的愛彰顯在耶穌被釘在⼗字架上所說的第⼀句話：「⽗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

做的，他們不曉得！」 

 

中心思想：基督作為君王在⼗字架上獻祭，成就神國度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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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4 節的經⽂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耶穌被羅⾺⼠兵凌辱和戲弄（27-31）；第

⼆，耶穌背負⼗字架和受⼗字架刑罰（34-36）；第三，耶穌被在⼗字架上的執事（38-

44）。四卷福⾳書都從不同的⾓度記錄了這段歷史事件。⾺太福⾳省略了⼀些情節，所

以，我們需要從其他福⾳書中的描述，來軿湊成⼀幅完整的圖像。 

 

3-在十字架上的執事（38-44）。「37 在他頭以上安一個牌子，寫著他的罪狀說：“這是

猶太人的王耶穌。”」 

除了凌辱戲弄鞭打釘⼗字架的犯⼈，在死刑犯的脖⼦上掛牌⼦說明犯⼈所犯的罪，是羅⾺

⼗字架刑罰的⼀部分。耶穌的所犯的罪是：「這是猶太⼈的王耶穌」。約翰福⾳更仔細的

紀錄耶穌的罪狀：「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且是⽤希伯來、羅⾺、希臘三種⽂

字寫的。 

 

這是彼拉多為了要羞辱猶太⼈貶低猶太⼈⽽作的。但是，神有⼀個更⾼的⽬的：神使⽤邪

惡的地上掌權者，向世⼈表⽰耶穌是猶太⼈的王，即使彼拉多的⽬的是邪惡的。該亞法作

為當時猶太⼈的⼤祭司，他也是邪惡的、殺害耶穌的⾸腦，但是神也⽤他預⾔耶穌的死：

他曾經預⾔耶穌要替百姓死。約翰福⾳ 11:51「	他這話不是出於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

司，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一國死。」神使⽤各種不同的⼈達成祂的⽬的，但並不表⽰被

神使⽤的⼈就是神的選⺠。這是聖經中的通則：神掌管⼈類和⼀切受造物的⼀切的活動，

⼈類⼀切活動 後都促使神計畫 終的成就。神使⽤該亞法說預⾔，神使⽤彼拉多表明耶

穌被釘⼗字架是因為耶穌是猶太⼈的王。雖然他們的⼼意是邪惡的，但是卻成就了神的旨

意：說明耶穌是彌賽亞，耶穌要為祂的百姓⽽死。 

 

「38 當時，有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把耶穌和兩個強盜⼀同釘⼗字架，也是⼀種羞辱。同時也應驗了以賽亞書 53 章中受苦的

僕⼈像被被宰殺的羔⽺⼀樣。賽 53:12「11 他必看⾒⾃⼰勞苦的功效，便⼼滿意⾜。  

有許多⼈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

⼤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

擔當多⼈的罪，⼜為罪犯代求。」「⼜為罪犯代求」，把我們帶到路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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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第一句話：祈求赦免。路加福⾳ 23:33-34「"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士

兵〕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當下耶

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這是耶穌被在⼗字架上說的七句話中的第⼀句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主耶穌禱告求⽗神赦免的「他們」是誰呢？是那些把耶穌釘⼗字架的羅⾺

⼠兵？還是那些羞辱毆打耶穌的羅⾺⼠兵？是希律王，彼拉多？還是包括那些猶太教的祭

司和長老們？不可否認的，肯定是包括當時這些⾏刑的羅⾺⼠兵。但是，我們可以推論，

這裡的「他們」也包括所有其他直接或間接把耶穌釘⼗字架的⼈。 

 

問題是，他們既然把耶穌釘在⼗字架上，不是就應該受到神的審判嗎？後來，耶路撒冷的

聖殿不是因此⽽受到羅⾺軍隊入侵⽽被拆毀了嗎？耶穌不是⼀再告訴⾨徒，祂要審判猶太

⼈嗎？現在，耶穌⼜為他們禱告？求神饒恕他們？這不是⽭盾嗎？難道不是假惺惺的禱告

嗎？	

 

19 世紀德國神學家藍恩（John Peter Lange） 說：「但是即使是這些⼈中 頑固邪惡的⼈，

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邪惡是與⾼度的瞎眼結合在⼀起的。耶穌是以此作為基礎，向⽗禱

告的。」	

 

換⾔之，耶穌是在為個⼈的救恩禱告。即使他們屬靈的眼睛瞎了，不認識耶穌，耶穌仍然

把這些⼈個⼈的救恩之主權歸於⽗神。耶穌知道⾃⼰的⼯作是被釘⼗字架（祂在執⾏恩典

之約-祂和⽗神之間的聖約）。祂知道⾃⼰的⼯作是向⼈啟⽰神的國度，祂知道⾃⼰被釘

⼗字架的背後是與撒旦死亡權勢的爭戰。耶穌知道猶太⼈當中還有許多神的百姓；外邦⼈

當中也有許多神的百姓。祂的⼯作是把猶太⼈和外邦⼈之中屬於神的百姓從罪中拯救出來。

即使，他們因為屬靈的瞎眼把耶穌釘上⼗字架。神仍然會把他們從罪中拯救出來。	
	
從聖約的⾓度來看。對以⾊列⼈⽽⾔，這裡牽涉到兩個不同的聖約，摩⻄之約和恩典之約。

主後 70 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毀是耶穌復活升天，在天上執⾏摩⻄之約對以⾊列國、對猶

太⼈的審判。但是在這些猶太⼈中，包括猶太祭司中也有真正屬神神的百姓。現在，耶穌

是在為他們個⼈的救恩禱告。對外邦⼈，羅⾺⼈⽽⾔，他們不在律法之下，但是其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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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神的⼦⺠。耶穌也是在為他們的救恩禱告。總⾔之，耶穌是在執⾏恩典之約，祈求⽗

神把屬神的⼦⺠從罪惡和過犯中拯救出來，即使他們直接和間接地把耶穌釘在⼗字架上。	
	
後來彼得在向猶太⼈傳福⾳的時候這樣說：徒 3:17「17 弟兄們，我曉得你們做這事是出

於不知，你們的官長也是如此。18 但神曾藉眾先知的口，預言基督將要受害，就這樣應

驗了。19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從主面

前來到，」使徒⾏傳 6:7 說：「7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

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這是主耶穌復活升天之後的情形，恩典之約已經進入了新的階

段。摩⻄之約已經結束了，⽽後 70 年聖殿被毀是舊約時期完完全全的結束。 

	
首先，主耶穌為逼迫祂的⼈禱告，是因為祂知道⾃⼰是在執⾏神的聖約，祂完全明⽩⽗神

的計劃、旨意和權柄。其次，主耶穌的⼈性中是完全沒有罪的。祂不會因為⼈羞辱祂，迫

害祂，祂就產⽣恨意。祂的⼈性和我們的本性完全不⼀樣，祂內⼼沒有任何的邪惡思想和

情緒。相反地，祂是充滿憐憫和愛的。儘管這些⼈在屬靈上是瞎眼的，祂還是為他們個⼈

的救恩向⽗祈求。這是耶穌完美的⼈性所彰顯出來的柔軟謙卑的⽣命特質。主耶穌在這裡

彰顯出饒恕⼈是天國⽣命的特質，特別是在受到羞辱逼迫的時候。	
	
所以，主耶穌在⼗字架上所說的第⼀句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

曉得。」彰顯表明了三件事：1）⾸先，耶穌饒恕的禱告出於祂對神救恩計畫的明⽩，祂

順服⽗神，並且執⾏這個計畫。2）同時，主耶穌也彰顯出祂柔軟謙卑、完美沒有罪的⼈

性。3） 後，耶穌在⼗字架上的禱告是祂成全律法的⾒證。耶穌是那⼀位盡⼼、盡性、

盡意、盡⼒愛神和愛⼈的⼈。	

 

應用：	

認識饒恕。登⼭寶訓中主耶穌教導我們要如此禱告：「免了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的

債。」（太 6:12）「14 你們饒恕⼈的過犯，你們的天⽗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15 你們不

饒恕⼈的過犯，你們的天⽗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第一，饒恕⼈對我們的過犯關係到

我們和神之間的關係，並關係到我們 後站在審判台前的結局。第二，饒恕⼈的過犯的能

⼒是從神來的，是從內⼼發出的能⼒，所以主耶穌教導我們要禱告。第三，不饒恕⼈是⼀

種罪：「免了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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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5:43:-48「43 你們聽⾒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44 只是我告訴你們：

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45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的兒⼦，因為他叫

⽇頭照好⼈，也照⽍⼈；降雨給義⼈，也給不義的⼈。46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有

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嗎？47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有甚麼長處呢？

就是外邦⼈不也是這樣⾏嗎？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完全⼀樣。」 

 

饒恕是基督徒新⽣命特質的彰顯。這是第四點。主耶穌在⼗字架上的禱告：「父啊！赦免

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正是這種天國⽣命 ⾼的表現。 

 

世上的小學（初淺的道理）不是聖經的饒恕：。「饒恕⼈」不是⼼裡對⾃⼰說：「這樣的

⼈我不要和他⼀般⾒識，不理他就好了」，「這種⼈不要和他計較」，「反正以後我就離

他遠⼀點就好了」，「什麼事都退⼀步想就海闊天空了。」。這些都不是聖經的教導。這

些道理和我們的救恩沒有關係。保羅稱這些為「世上的⼩學」，世俗的初淺道德原則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the world)。世界上所有的道德規範，包括孔孟哲學，都是世

上的⼩學。雖然這些道德規範的本⾝，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地⽅，在神普遍恩典下，也能達

到很⾼程度的良善。但是，在除去本性中的罪的慾望上，是毫無功效的。如果我們作為基

督徒還以為遵守這些道德規範就是通往永⽣的道路，就走入了律法主義的網羅中⽽不⾃知。 

 

歌 2:8「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不照著基督，乃照⼈間的遺傳

和世上的⼩學，就把你們擄去。」歌 2:22-23「22 這都是照⼈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

這⼀切，正⽤的時候就都敗壞了。23 這些規條使⼈徒有智慧之名，⽤私意崇拜（⾃⼰選

擇的敬虔），⾃表謙卑，苦待⼰⾝，其實在克制⾁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 

 

許 多 ⼈ 的 教 導 都 不 是 聖 經 講 的 饒 恕 ， ⽽ 是 ⼀ 種 掩 蓋 受 傷 的 ⾃ 我 和 ⾃ 義 「 self-

righteousness」。也許在表⾯上，你可以做到某種地步的外表上的和諧。但是，這些和

我們的救恩都沒有關係。事實上，這些不僅無法幫助我們除去本性中的罪，⽽且會造成我

們的⾃義。⽇⽽久之，這種表⾯的饒恕，和救恩沒有關係的饒恕，就成為⼀種道德的外殼。

內⼼若不是充滿了沒有除去的罪，就是對神的救恩在⽣活上的應⽤⼀無所知，和耶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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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律法的法利賽⼈⼀樣，總是絕對⾃⼰有⾼尚的道德標準，卻不認識活在他們⾯前的

基督。 

 

世上的⼩學是寬⾨⼤路，找到的⼈很多，但卻是通往滅亡的道路。主耶穌要我們走的是背

負⾃⼰的⼗字架跟隨祂的窄⾨⼩路，找到的⼈少，卻是通往永⽣的道路。 

 

如何饒恕人呢？「饒恕⼈、愛你們的仇敵、為逼迫你們的禱告」，這些命令不是律法⽽是

福⾳。更準確的說，這些命令是在福⾳的⽣命新樣式下產⽣的。這是⼀種在新的思維模式

下產⽣的⾏為。除非⼈明⽩並且活在福⾳的原則中，否則是無法找到這⼀條⼩路的。 

 
彼前 3:9-11「8 總⽽⾔之，你們都要同⼼，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 

9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10 因為經上說：“⼈若愛⽣命，願享美福，須要禁⽌舌頭不出惡⾔，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11 也要離惡⾏善，尋求和睦，⼀⼼追趕。12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 主的耳聽他們的祈

禱；惟有⾏惡的⼈，主向他們變臉。”」 

 

「總而言之」的⽤語告訴我們：彼得前書的這段經⽂是從 2:10 節開始的。「11 親愛的弟

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然後他⼀直講「順服」。從⼈⺠順服君王，僕⼈順服主⼈，妻⼦順服丈夫。他的意思是說

這些順服的誡命是在本性慾望和靈魂爭戰中產⽣的。 後他總結在饒恕上，雖然饒恕這個

字沒有出現在經⽂中。「9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就是饒恕的意思。 

 

1-饒恕從我們內心開始。彼得告訴我們：饒恕是從「慈憐謙卑的⼼」開始的。所以，我們

必須警醒的檢視⾃⼰的內⼼是否是慈憐謙卑。當主耶穌說，愛你們的敵⼈，為逼迫你們的

禱告的意思，就是在告訴我們饒恕是從內⼼與神的禱告交通開始的。這是世上⼩學初淺道

德規範所沒有的，那些都是獨立⾃主，離開神，想靠⼈的⾏為達到⾃以為的敬虔的標準。 

 

2-饒恕是新生命的呼召。彼得說：「你們是為此蒙召。」基督徒的蒙召就是要順服主在我

們⾝上的⼯作，我們的⽣活和事奉都牽涉到我們的救恩。能夠饒恕冒犯我們的⼈，必須先

明⽩饒恕是在基督裡⽣命新樣式的彰顯。我們必須意識到饒恕和神在我們⾝上要成就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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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計劃有關，我們才會順服神的話，為冒犯我們的⼈禱告。基督徒就是在這種內⼼禱告

中，與主有親密的關係，並且在經歷上認識主如何把我們從罪中拯救出來。內⼼的不饒恕

就是罪。 

 

3-饒恕不是律法是福音。「禁⽌舌頭不出惡⾔，嘴唇不說詭詐的話」這不是律法，⽽是福

⾳。「禁⽌舌頭不出惡⾔，嘴唇不說詭詐的話」不是單單地默默不語。許多時候我們的沈

默，對⼈的不理睬（冷暴⼒），正是罪的彰顯。這裡所說的是「⼈若愛⽣命，願享美福，

須要禁⽌舌頭不出惡⾔，嘴唇不說詭詐的話。」也就是保羅在羅 8:13 說的：「你們若順

從⾁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體的惡⾏，必要活著。」保羅是以教義的⽅式，說

明因信稱義的⾒證和果效；彼得是以實際⽣活上的應⽤說明新⽣命的果效（彼得從第⼀章

開始就在講重⽣-彼前 1:23-24）。你必須知道饒恕是⼀次⼜⼀次與⾃⼰本性中的驕傲，

⾃義爭戰得勝後結出的果⼦-愛。這是⼀種「捨⼰的/⼗字架的愛」。為了愛主愛神的緣

故，知道與⾃⼰的救恩和永⽣有關係，知道要順服主，⽽產⽣的⾏為。 

 

4-饒恕是神應許的祝福。如果，你受到⼈冒犯後，在⾃我受傷，情緒攪動下，向⼈發洩吐

苦，那你就還沒有學會這條蒙祝福的道路。因為，往往當我們向⼈發洩、吐苦⽔時，我們

⾃然⽽然就會述說對⽅的冒犯，贏得⼈同情。你會發現，這時候，我們不會看得到這是和

我們救恩有關的事，⽽只是注意到⾃⼰受傷的⾃我。在思想情緒中沒有任何關於救恩，關

於基督在我們⾝上要如何成就律法的事情。這就是在順著⾁體本性⽽⾏，體貼⾁體！ 

 

彼得說：「好叫你們承受福氣。」這裡的「福氣」是指神在基督裡所賜給我們的天上各樣

屬靈的福氣/祝福（弗 1:3）。換⾔之，就是我們屬靈⽣命的成長，我們因信稱義的新⽣

命結出聖靈的果⼦，使我們可以 後在主的審判台前得榮耀，進入新天新地的祝福。饒恕

⼈是承受基督裡天上各樣屬靈祝福的道路。 

 

結論：我們看到主耶穌在⼗字架上所說的第⼀句話：「⽗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

的，他們不曉得。」這是耶穌明⽩⽗神的計劃和旨意，祂在執⾏⽗神對個⼈救恩的計劃。

耶穌也顯明了祂純潔無瑕疵的完美⼈性；耶穌也⾒證了祂成全了神的律法。因此，今天我

們在基督裡，在因信稱義的基礎上，也可以彰顯饒恕⼈的過犯的新⽣命特質，因為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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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呼召。在學習饒恕⼈的過程中，我們會認識到⾃⼰本性的罪，我們的⾃尊，⾃義；我

們會學習到如何向神禱告，使我們勝過⾃⼰本性的罪，在饒恕⼈的冒犯上，得著基督裡天

上各樣屬靈的祝福。這就是背著⾃⼰的⼗字架跟隨主的窄⾨⼩路。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