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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12-26-2021 

基督的十字架-21 
神國度君王的獻祭-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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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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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是神
的兒⼦，就從⼗字架上下來吧！”41 祭司⻑和⽂⼠並⻑⽼也是這樣戲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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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ʻ我是神的兒⼦。ʼ ”44 那和他同釘的
強盜也是這樣地譏誚他。 （接下來⼗字架上的強盜得救出⾃於耶穌在⼗字架上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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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聖誕節的意義。基督教的教會都把聖誕節看為是⼀個向世上的⼈傳福⾳的好機會。事實上

這不僅是教會在聖誕節要做的事，⽽是在每個主⽇要做的事，每⼀篇信息中應該都有福⾳

的信息。教會是要把福⾳的信息傳講給基督徒。中⽂福⾳這個詞在在四卷福⾳書中出現了

22 次，但是單在羅⾺書⼀卷書中就出現了 16 次；加拉太書 14 次，哥林多前書 11 次。所

以，不僅不信主的⼈需要聽福⾳，基督徒也需要聽福⾳，牧師、長老、神學院教授也需要

聽福⾳。因為每⼀個基督徒都需要聽到基督對他們說話。基督透過⼈傳講的福⾳使⼈聽到

祂。「⼈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聽⾒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呢？」（羅 8:14）。基督透過⼈傳講的福⾳/信⼼的道使⼈聽⾒祂。 

 

耶穌誕⽣是福⾳內容的⼀部分。但是，往往聖誕節的許多裝飾，聖誕節的⾳樂，聖殿歌

曲，卡片上的聖經故事，都把耶穌的誕⽣描述得像童話故事⼀樣的夢幻。在歡樂過節氣氛

中，我們可能忽略了聖經中福⾳的定義。福⾳到底是什麼呢？ 

 

「福⾳」這個名詞是從希臘⽂(euangelion)翻譯過來的，英⽂翻譯為 Gospel（Good 

spell, good news)，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希臘⽂「福⾳」這個字不是基督教的特別

⽤語，世俗的希臘⼈也⽤這個字，表⽰「宣告好消息」。最初的意思是：軍隊在前⽅打

仗，向後⽅傳來打仗得勝的好消息。從創世紀 3:15 節就預⾔了女⼈的後裔就是基督，將

要擊敗勝過撒旦。我們從⾺太福⾳就看到基督在曠野勝過撒旦，在客⻄⾺尼禱告中勝過撒

旦。我們在啟⽰錄看到⼤紅龍（撒旦）在天上的爭戰中，被摔在地上，最後騎⽩⾺者在最

後之戰中滅除了獸，假先知和撒旦。耶穌在⼗字架上打敗撒旦，最後還要完全除滅撒旦和

⼀切敵對神的權勢。這些都是福⾳的好消息。 

 

所以，福⾳是關於基督和基督的⼯作的信息。福⾳是神拯救祂百姓的⼤計畫，這個計劃被

記錄在整本聖經中，從創世紀⼀直到啟⽰錄。福⾳是講耶穌基督已經完成的⼯作。福⾳是

在講基督為我們所做的，不是要求我們要做什麼事，才可以得著福⾳的祝福。福⾳不是告

訴我們要如何做才得救，⽽是告訴我們基督要如何把祂做成的⼯作施⾏在我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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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是完完全全的恩典，是基督透過聖靈⽩⽩賜給我們的，⽬的是要我們越來越像耶穌。

我們對福⾳的認識，就是對基督和基督的⼯作的認識，是漸漸增加的，漸漸清楚的，是需

要被教導的，是需要在⽣活和教會事奉中學習的。在這種漸漸成長的過程中，基督徒會越

來越認識耶穌，並且經歷耶穌，這是⼀種全⼈被更新的過程。這是福⾳的果效。 

 

也許你會問：我如何知道福⾳在我⾝上產⽣果效呢？最簡單的⽅法就是你對你⾃⼰本性中

的罪的認識。如果你對⾃⼰本性中的罪，內⼼的罪的認識越來越深（主觀的知識），那就

是福⾳的果效。對福⾳的認識（客觀的知識）越來越清楚必然帶來這樣的果效。這是基督

的⼗字架，發動在我們⾝上所產⽣的果效。 

 

福⾳不是律法。福⾳沒有廢掉律法，⽽是成全律法。福⾳不是給你⼀個⾏為的清單 to-

do-list, 好像你去買菜之前所列的清單，做到⼀項就完成了。福⾳是教導我們⼀個⽣活的

樣式，⼀種從內⼼明⽩基督在我們⾝上⼯作的原則⽽順服主，⽽帶來的內在的轉變，並且

彰顯於⾔語⾏為上的轉變。這是基督在⼗字架上所成就的福⾳。基督的⼗字架是整個福⾳

的核⼼。我們今天要繼續思想基督被釘⼗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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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被釘⼗字架不僅是祂對⽗旨意認識並且順服的⾒證，同時也彰顯出當時的教會對神的

計劃，對神的能⼒的無知。那些把耶穌直接和間接釘在⼗字架上的猶太⼈他們雖然相信

神，他們讀聖經，他們遵⾏律法，他們卻不認識耶穌，不接受耶穌的教導和啟⽰。他們看

到耶穌被釘在⼗字架上，就譏誚祂。我們需要從他們對耶穌的譏誚中看到，耶穌的⼗字架

揭露了他們的無知。這也提醒今天的教會不要像當時的猶太教會⼀樣的無知。他們不知道

⼗字架是神的智慧和能⼒，他們也不知道重建聖殿的意思是什麼？這是我們⾸先要從經⽂

中看到的。	

 

經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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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經⽂從 37-44 節。37 節告訴我們耶穌被釘在⼗字架上，包括三部分：第⼀，路過

的對耶穌的譏誚；第⼆，祭司長和⽂⼠們對耶穌的譏誚；第三，被釘⼗字架的兩個強盜對

耶穌的譏誚。被釘⼗字架上的兩個強盜譏誚耶穌的內容和前⾯兩批⼈是相同的。 

 

第⼀批⼈是「從那裡經過的⼈」。他們最可能是參與耶穌受猶太公會審判中的猶太⼈。因

為這些經過的⼈都知道耶穌在審判中的罪狀：第⼀，耶穌宣稱⾃⼰有能⼒拆毀聖殿，並且

在三天之內重建起來（26:61）。第⼆，耶穌宣稱⾃⼰是神的兒⼦，就是彌賽亞基督的意

思（26:63）。也許猶太公會對耶穌的控告已經被傳開來了。也可能是耶穌受審判的兩個

罪狀，很可能在當時已經是⼀個普遍的謠⾔：耶穌是加利利的先知，祂不應該會被處⼗字

架死亡的。但是，他們看到耶穌現在無助的情況，等於是證明祂的宣稱是虛假的謊⾔，猶

太公會對祂控告的罪狀是真的。 

 

第⼆批譏誚耶穌的⼈，是祭司長和⽂⼠以及長老們。他們是猶太教公會審判耶穌的領導。

他們在這裡特別⽤「祂是以⾊列的王」⽽沒有⽤「猶太⼈的王」。他們知道彼拉多⽤「猶

太⼈的王」是要貶低他們。⽽「以⾊列王」是聖約的⽤語，表⽰他們知道耶穌宣稱⾃⼰是

彌賽亞基督。他們譏誚耶穌既然是彌賽亞，為什麼神沒有把能⼒賜給祂。如果耶穌彰顯這

樣的能⼒，他們就會信祂。如果耶穌能拯救⾃⼰，從受苦受羞辱的情況中出來，他們就會

信祂。他們完全不知道耶穌在⼗字架上受苦，正是證明⾃⼰是以⾊列⼈的王。祂正在為神

的百姓受苦獻祭。祂正在彰顯神的⼤能。耶穌完美的⼈性忍受⼗字架的苦難是出於神的⼤

能，出於耶穌明⽩和順服⽗神的旨意。同樣的，當基督徒明⽩和順服神的旨意，也可以忍

受神帶領我們進入的苦難中，在信⼼被試驗後，彰顯神⼤能的榮耀。 

 

43 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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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句話出⾃於詩篇 22:8，⼤衛的禱告：「6 但我是蟲，不是⼈， 被眾⼈羞辱，被百姓藐

視。 7 凡看⾒我的都嗤笑我， 他們撇嘴搖頭說： 8 “他把⾃⼰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

救他吧！ 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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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22 是⼤衛寫的詩篇。神把⼤衛帶到他的⼈⽣遭遇中，⼤衛受到⾃⼰百姓的羞辱，藐

視，和嗤笑。⼤衛在受苦時受聖靈感動的禱告，在聖靈的引導下寫成詩篇。現在聖靈也感

動那些讀詩篇的猶太⼈，雖然他們不信神，神也從他們的⼝中把⼤衛詩篇，應⽤在耶穌受

苦的情形。聖靈也感動⾺太把它記錄下來，使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從詩篇中看到耶穌基

督。詩篇 22 不僅講到基督的受苦，也講到基督復活升天在天上的執事。耶穌的受苦是舊

約的應驗，耶穌在⼗字架上受苦是神安排好的計劃。這是當時的以⾊列⼈所無法理解的，

包括耶穌的⾨徒。 

 

第三批譏誚耶穌的⼈就是和耶穌同釘⼗字架的強盜也是這樣譏誚耶穌。換⾔之，耶穌被釘

⼗字架是當時所有⼈都不明⽩的真理：路過的⼈代那些表間接把耶穌釘⼗字架的猶太⼈；

祭司長、⽂⼠、長老們代表猶太教的領袖，他們是直接敵擋、謀害耶穌的⼈。這些⼈代表

了耶穌時代的神的百姓，他們是耶穌時期的猶太教會。不僅如此，連耶穌的⾨徒也不明

⽩，耶穌作為神的兒⼦，神國度的君王彌賽亞基督，為什麼沒有能⼒從⼗字架上下來。 

 

耶穌的⾨徒不明⽩，是因為耶穌的⼗字架上的⼯作還沒有完成，耶穌的苦難是⼗字架的⼀

部分⽽已，⼗字架的⽬的不是苦難，⽽是神的榮耀和⼤能。耶穌的⼯作要要到祂復活之後

才完成。耶穌復活之後祂繼續在地上向⾨徒顯現，並且教導他們神的國度。在五旬節，聖

靈降臨後，他們得著了基督啟⽰的靈，他們才明⽩了耶穌在⼗字架上的⼯作獻祭和得勝。

今天的教會從整本新約的啟⽰，在聖靈的光照下，在神的恩典中，可以明⽩神的旨意和計

劃；可以明⽩⼗字架的能⼒。這是我們要來⼀起思想的兩個重點。 

 

所以，這段經⽂教導我們兩件事情：第一，認識⼗字架的智慧和能⼒。第二，認識聖殿重

建的真理是神的旨意和計劃。我們需要⽤兩個主⽇來思想這兩點。 

 

1-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如果耶穌可以拆毀聖殿並且在

三⽇之內就把聖殿重新建造起來，祂就有能⼒救⾃⼰，從⼗字架上下來。如果耶穌宣稱⾃

⼰是神的兒⼦，那麼祂就有能⼒從⼗字架上下來。如果耶穌宣稱⾃⼰是以⾊列⼈的王，那

麼祂就有能⼒從⼗字架上下來。這是⼀般⼈對能⼒的定義：⼈強⽽有⼒的去改變受苦、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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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被逼迫的情況，特別是⽤武⼒去征服敵對的⼒量。軟弱，在世⼈的思想體系裡⾯是⼀

種羞恥，是沒有能⼒的象徵。 

 

 

林前1:17-18,「17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並不⽤智慧的⾔語，免得

基督的⼗字架落了空。 18 因為⼗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卻

為神的⼤能。」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17-2:5 的主題就是：「⼗字架是神的智慧和能⼒」。他特別⽤

世界的智慧和能⼒作為「基督⼗字架」的對比。他向哥林多教會傳信息，他⾯臨⼀個選

擇：他可以⽤世界上的智慧傳講信息，他也可以傳講「基督的⼗字架」。如果祂⽤⼈的智

慧傳講信息，那麼，⼗字架就落空了。如果祂傳講「基督的⼗字架」要滅亡的⼈會認為是

愚拙的，得救的⼈會認為是神的能⼒。 

 

這裡講到的區分是：第⼀，世界上的智慧，⼈的智慧，⼈構建的所有道德規範，哲學思

想，都無法拯救⼈，反⽽是使⼈滅亡的。上個主⽇我們也提到世上的⼩學，初淺的做⼈道

理，道德規範，都是要滅亡的⼈所認為的智慧；第⼆，⼗字架的道理，雖然是滅亡⼈認為

愚拙的，卻是使⼈得救的神的⼤能。福⾳是神⽩⽩的恩典，當基督徒越來越明⽩基督在⼗

字架上成就的⼯作後，會在信祂的⼈⾝上發⽣果效。這是完全和世上的智慧對立的原則。 

 

當耶穌被釘在⼗字架上的時候，那些從地下經過的猶太⼈，那些猶太祭司長、⽂⼠和長老

們，都認為被釘在⼗字架上的耶穌是軟弱的，和他們的智慧所認為的能⼒是相反的。因

此，他們譏誚耶穌，他們不相信耶穌是神的兒⼦，他們不相信祂是有能⼒的。他們完全不

明⽩基督在⼗字架上的⼯作。他們完全不明⽩神的計劃和旨意。 

 

林前 1:19「19 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的智慧，廢棄聰明⼈的聰明。” 20 智慧

⼈在哪裡？⽂⼠在哪裡？這世上的辯⼠在哪裡？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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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繼續引⽤舊約聖經（賽 29:14）說明「⼈的智慧」和「⼗字架的道理」之間的對立和

敵對情況。不僅是對立的，神要滅絕、廢棄⼈的智慧，⼈的聰明。「⼈的智慧」就是⼈所

構思出來的那些宗教、哲學、道德、⼼裡學的思想體系；「⼗字架的道理」就是基督在⼗

字架上的⼯作，也就是羅⾺書中所講的真理，和其他新約書信中的真理。	
	
保羅「21 世⼈憑⾃⼰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

的⼈，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的智慧所構思出來的宗教、哲學、道德、⼼理學…等等，是無法獲得認識神的知識的。

⼈所認為愚拙的⼗字架道理，就是「基督和基督的⼯作」，是與神的救恩有關的知識。	

我們在信耶穌的時候，我們在重⽣得救的時候，對於基督和基督的⼯作的認識是⼀個開

始，當這個知識漸漸增加的時候，我們屬靈的⽣命就漸漸地長⼤了。這是在神的恩典中，

聖靈在我們內⼼的⼯作。	
	
當我們裡⾯屬於⼈的智慧，世界的智慧的思想模式，漸漸地被滅絕和廢棄；關於基督的知

識漸漸地增加和漸漸清楚，基督和基督的⼯作漸漸成為我們⽣活⾏為思想的中⼼。這是⼀

個漫長的過程。這種思想模式的轉變，聖經成為悔改（μετανοέω）（metanoeo），歸

正/回轉（ἐπιστρέφω）（epistrepho）。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你會開始認識那⼀位在

⽣活中帶領你的耶穌，你會開始跟祂有⼀個親密的關係。你會敬畏祂，你也會愛祂，雖然

你從來都沒有⾒過祂。這就是使徒彼得講的：嘗過主恩的滋味。	
	
這種從⼈的智慧被滅絕和廢棄，到認識基督⼗字架的知識的長進，就是保羅所說的：脫下

舊⼈和舊⼈的⾏為，穿上新⼈，這新⼈是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歌 3:9-10；弗 4:22-22）。

我們沒有任何⽅法可以⾃⼰脫下舊⼈，穿上新⼈。重點在以弗弗所書 4:20 節：「20 你

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21 如果你們聽過祂的道（聽到祂），領了祂的教（在祂裡⾯

被教導），學了他的真理（就是在耶穌裡⾯的真理），」「就要脫去那麼從前⾏為上的舊

⼈…」。「脫下和穿上」是「聽到基督，受到基督教導，就是在耶穌裡的真理」所產⽣的

反應和果效。這不是律法誡命，這是基督藉著內住的聖靈透過福⾳信息產⽣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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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知道⼈的智慧是走向滅亡的道路。既然我們知道基督徒⽣命長⼤成熟，是在認識

基督的知識上長進，所產⽣的果效。我們有什麼責任呢？我們可以從兩⽅⾯來講：	
	
第一，教會的責任。教會必須傳講純正的福⾳信息。什麼是純正的福⾳信息呢？純正的福

⾳信息，不是膚淺的，稀釋的，摻雜的，消費者導向的福⾳。福⾳是講到整個神的計劃和

旨意，福⾳講到神的國度，福⾳講到基督在⼗字架上的⼯作，基督在整本聖經中的⼯作。	
	
使徒⾏傳 20 章告訴我們：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教會 3 年之久。他在那裏做⼀件事：傳講神

國的道，傳講神整個的旨意，神整個的計劃(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第二，信徒的責任。當你成為基督徒的那⼀天開始，你就有責任要清楚神在聖經中的啟

⽰。因為基督和基督的⼯作都啟⽰在其中。	你必須養成讀聖經的習慣，你必須讀⼀些純

正福⾳信息的書籍。你必須漸漸地，越來越認識主耶穌，從聖經中認識祂，在⽣活中經歷

祂。	
	
彼前 2:1-3「所以，你們既除去⼀切的惡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切毀謗的話，2 就要

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的嬰孩愛慕奶⼀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3 你們若嘗

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結論：我們今天從耶穌被釘⼗字架看到猶太⼈譏誚耶穌沒有能⼒救⾃⼰。他們不認識基督

的⼗字架，正是神的智慧和能⼒，在⼈的軟弱上顯得完全。神整個的救恩正是建立在基督

在⼗字架上的死和復活上的。基督在⼗字架上所成就的⼯作，也會被施⾏在我們⾝上，使

我們願意，並且有漸漸有能⼒背負⾃⼰的⼗字架，否定⾃⼰，跟隨耶穌。這是⼀個脫下舊

⼈和舊⼈的⾏為，穿上新⼈，在認識基督的真知識上被更新的過程。 

 

另外他們也不知道聖殿重建的真理，耶穌說：「你們拆毀的這殿，我要在三⽇之內重建起

來」。這是我們下週要思想的重點。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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