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在遠山聳立著古老的十字架，在遠山聳立著古老的十字架，
# 454

作為羞辱、痛苦標誌；我愛這十字架，作為羞辱、痛苦標誌；我愛這十字架，

因主離榮耀家，來在上面替人受死。因主離榮耀家，來在上面替人受死。因主離榮耀家，來在上面替人受死。因主離榮耀家，來在上面替人受死。

副副 我寶貴古老的十字架，一直到我俯伏主腳前；我寶貴古老的十字架，一直到我俯伏主腳前；

我堅持古老的十字架，等有天，我將牠換冠冕。我堅持古老的十字架，等有天，我將牠換冠冕。

2  2  古老的十字架，不少人很輕視，對我卻有奇妙吸力古老的十字架，不少人很輕視，對我卻有奇妙吸力

神聖潔的羔羊曾降臨到此世，將它背至髑髏死地。神聖潔的羔羊曾降臨到此世，將它背至髑髏死地。神聖潔的羔羊曾降臨到此世，將它背至髑髏死地。神聖潔的羔羊曾降臨到此世，將它背至髑髏死地。

33 古老的十字架，染斑斑的血跡，從我眼光何等可悅！古老的十字架，染斑斑的血跡，從我眼光何等可悅！3  3  古老的十字架，染斑斑的血跡，從我眼光何等可悅！古老的十字架，染斑斑的血跡，從我眼光何等可悅！

就在這十字架，主受苦到至極，就在這十字架，主受苦到至極，

為要賜我赦免、聖潔。為要賜我赦免、聖潔。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一）（一）十字架十字架

舊約中的預言舊約中的預言



十十字字架架十十字字架架
 今天，有人胸前帶著一個小十字架作裝飾，今天，有人胸前帶著一個小十字架作裝飾，

有的教堂屋頂上立著一個大十字架作標誌，有的教堂屋頂上立著一個大十字架作標誌， 有的教堂屋頂上立著一個大十字架作標誌，有的教堂屋頂上立著一個大十字架作標誌，

 有人的聖經封面上刻印著一個十字架有人的聖經封面上刻印著一個十字架 有人的聖經封面上刻印著一個十字架有人的聖經封面上刻印著一個十字架…………

 但原先十字架是古時對重刑犯的一種行刑的慘無但原先十字架是古時對重刑犯的一種行刑的慘無

人道的懲罰，且是一種暴露犯人的羞恥。人道的懲罰，且是一種暴露犯人的羞恥。

 我們將有一系列關於十字架的信息，論及聖經中我們將有一系列關於十字架的信息，論及聖經中

如何看待十字架。如何看待十字架。如何看待十字架。如何看待十字架。

女人的後裔女人的後裔女人的後裔女人的後裔



第一次與十字架有關的預言第一次與十字架有關的預言第一次與十字架有關的預言第一次與十字架有關的預言

神造了人之後，希望人能吃生命樹的果子。神造了人之後，希望人能吃生命樹的果子。

這生命樹表徵神來作人裡面的生命，好活出這生命樹表徵神來作人裡面的生命，好活出這生命樹表徵神來作人裡面的生命，好活出這生命樹表徵神來作人裡面的生命，好活出

神，彰顯神的一切豐富。神，彰顯神的一切豐富。神，彰顯神的一切豐富。神，彰顯神的一切豐富。

神也事先警告人，不可吃善惡知識樹的果子，神也事先警告人，不可吃善惡知識樹的果子，神也事先警告人，不可吃善惡知識樹的果子，神也事先警告人，不可吃善惡知識樹的果子，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創2:162:16--1717）。）。

善惡知識樹表徵向神獨立的邪惡源頭，就是善惡知識樹表徵向神獨立的邪惡源頭，就是

神的仇敵撒但。神的仇敵撒但。神的仇敵撒但。神的仇敵撒但。

人干犯神吩咐的後果人干犯神吩咐的後果人干犯神吩咐的後果人干犯神吩咐的後果

•• 但人卻受了撒但的引誘，吃了善惡知識樹的但人卻受了撒但的引誘，吃了善惡知識樹的

果子。果子。果子。果子。

•• 神來找人，但人開始躲神（創神來找人，但人開始躲神（創3:83:8））

•• 神所吩咐的話就是命令，神的公義要求人受神所吩咐的話就是命令，神的公義要求人受

到後果。到後果。到後果。到後果。

•• 『『罪是藉著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藉著罪來罪是藉著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藉著罪來

的，於是眾人都犯了罪。的，於是眾人都犯了罪。…………藉著一人的悖藉著一人的悖

逆，多人構成了罪人。逆，多人構成了罪人。』』（羅（羅5 12 195 12 19））逆，多人構成了罪人。逆，多人構成了罪人。』』（羅（羅5:12, 195:12, 19））



在神的審判中有應許在神的審判中有應許在神的審判中有應許在神的審判中有應許

 公義的神，卻也是愛的神，來施行審判。公義的神，卻也是愛的神，來施行審判。

 神咒詛引誘人的蛇和它背後的撒但：神咒詛引誘人的蛇和它背後的撒但： 神咒詛引誘人的蛇和它背後的撒但：神咒詛引誘人的蛇和它背後的撒但：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

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你要傷他的腳跟。』』（創（創3:153:15））你要傷他的腳跟。你要傷他的腳跟。』』（創（創3:153:15））

 女人沒有立即死，還要有後裔！女人沒有立即死，還要有後裔！

 亞當聽了神所傳的福音，替女人取名為夏娃。亞當聽了神所傳的福音，替女人取名為夏娃。

 夏娃的意思：活的（夏娃的意思：活的（LivingLiving）！）！ 夏娃的意思：活的（夏娃的意思：活的（LivingLiving）！）！

試誘人的蛇試誘人的蛇試誘人的蛇試誘人的蛇
 人第一次的墮落，起因於撒但藉著蛇的誘騙。人第一次的墮落，起因於撒但藉著蛇的誘騙。 人第一次的墮落，起因於撒但藉著蛇的誘騙。人第一次的墮落，起因於撒但藉著蛇的誘騙。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著基督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著基督

的單純和純潔，就像蛇用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的單純和純潔，就像蛇用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

（林後（林後11:311:3））（林後（林後 ））

 『『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

（啟（啟12:912:9）。）。（啟（啟12:912:9）。）。

 蛇也是那試誘人者（太蛇也是那試誘人者（太4:34:3）的具體化身。）的具體化身。

 『『仇敵就是魔鬼仇敵就是魔鬼』』 （太（太13:3913:39）。）。

 狡猾的蛇是魔鬼撒但，神的仇敵和對頭。狡猾的蛇是魔鬼撒但，神的仇敵和對頭。 狡猾的蛇是魔鬼撒但，神的仇敵和對頭。狡猾的蛇是魔鬼撒但，神的仇敵和對頭。



創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蛇 女人

蛇
女
人蛇

的
後

人
的
後後

裔
後
裔裔

誰是蛇的後裔？誰是蛇的後裔？誰是蛇的後裔？誰是蛇的後裔？
 約翰福音第八章記載：一個正在犯淫亂的女子被經約翰福音第八章記載：一個正在犯淫亂的女子被經

學家和法利賽人帶到耶穌面前，質問耶穌說，學家和法利賽人帶到耶穌面前，質問耶穌說，『『律律

法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這樣，你法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這樣，你

怎麼說？怎麼說？』』怎麼說？怎麼說？』』

 這個問題和伊甸園中人被蛇引誘的問題類似，都是這個問題和伊甸園中人被蛇引誘的問題類似，都是

對或錯的選擇題。對或錯的選擇題。對或錯的選擇題。對或錯的選擇題。

 但耶穌的回答卻跳出對與錯的範圍：但耶穌的回答卻跳出對與錯的範圍：『『你們中間誰你們中間誰

是沒有罪的，誰就先拿石頭打她。是沒有罪的，誰就先拿石頭打她。』』（約（約8:18:1--77））

 眾人聽了，從老的開始，一個一個的走了。眾人聽了，從老的開始，一個一個的走了。 眾人聽了，從老的開始，一個一個的走了。眾人聽了，從老的開始，一個一個的走了。



誰是蛇的後裔？誰是蛇的後裔？誰是蛇的後裔？誰是蛇的後裔？
 現場每個人都走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個犯現場每個人都走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個犯 現場每個人都走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個犯現場每個人都走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個犯

罪的女人，為什麼？罪的女人，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犯了罪，差別是沒有被人逮到。因為每個人都犯了罪，差別是沒有被人逮到。

 在場的耶穌是惟一沒有罪的在場的耶穌是惟一沒有罪的－－祂祂是是女人的後裔女人的後裔 在場的耶穌是惟一沒有罪的在場的耶穌是惟一沒有罪的 祂祂是是女人的後裔女人的後裔

 『『你們是出於那父魔鬼你們是出於那父魔鬼』』（約（約8:448:44））

『『眾人都犯了罪眾人都犯了罪』』（羅（羅 ）） 『『眾人都犯了罪眾人都犯了罪』』（羅（羅2:232:23））

 我們每個人都是蛇（魔鬼）的後裔！我們每個人都是蛇（魔鬼）的後裔！我們每個人都是蛇（魔鬼）的後裔！我們每個人都是蛇（魔鬼）的後裔！

 但女人的後裔不是來打傷我們的頭，乃是打傷蛇的但女人的後裔不是來打傷我們的頭，乃是打傷蛇的

頭！頭！頭！頭！

女人的後裔女人的後裔
 耶穌是神所應許的耶穌是神所應許的女人的後裔女人的後裔，由聖靈懷孕，從，由聖靈懷孕，從

童女馬利亞所生（太童女馬利亞所生（太1:201:20--2323）。）。童女馬利亞所生（太童女馬利亞所生（太 : 0: 0 33）。）。

 祂祂來，在十字架上打傷了蛇的頭：來，在十字架上打傷了蛇的頭：

 『『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約（約16:1116:11））

 『『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 『『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

仗著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仗著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西西2:15)2:15)

 可是耶穌在十字架上也受了痛苦的傷害：可是耶穌在十字架上也受了痛苦的傷害：

 『『耶和華喜悅將耶和華喜悅將祂祂壓傷，使壓傷，使祂祂受痛苦受痛苦』』((賽賽53:10)53:10) 『『耶和華喜悅將耶和華喜悅將祂祂壓傷，使壓傷，使祂祂受痛苦受痛苦』』((賽賽53:10)53:10)



被舉起的銅蛇被舉起的銅蛇被舉起的銅蛇被舉起的銅蛇

銅蛇的由來銅蛇的由來銅蛇的由來銅蛇的由來
 約約3:143:14 主耶穌對求問主耶穌對求問祂祂的教師尼哥底母說，的教師尼哥底母說，『『摩摩 約約3:143:14 主耶穌對求問主耶穌對求問祂祂的教師尼哥底母說，的教師尼哥底母說，『『摩摩

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蛇是撒但的化身，曾將他的性情注射到人的肉體裡蛇是撒但的化身，曾將他的性情注射到人的肉體裡 蛇是撒但的化身，曾將他的性情注射到人的肉體裡蛇是撒但的化身，曾將他的性情注射到人的肉體裡

 當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行在曠野中，埋怨環境得當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行在曠野中，埋怨環境得

罪神時，被毒蛇所咬。罪神時，被毒蛇所咬。

 神所給的拯救不是拿血清，或去殺蛇，乃是吩咐摩神所給的拯救不是拿血清，或去殺蛇，乃是吩咐摩 神所給的拯救不是拿血清，或去殺蛇，乃是吩咐摩神所給的拯救不是拿血清，或去殺蛇，乃是吩咐摩

西製造一條銅蛇，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上；凡被咬的，一看這掛在杆上；凡被咬的，一看這

蛇，就必得活。蛇，就必得活。』』蛇，就必得活。蛇，就必得活。』』

 果然，凡被蛇咬了，只要轉頭一望那銅蛇，就都活果然，凡被蛇咬了，只要轉頭一望那銅蛇，就都活

了。（民數記了。（民數記21:421:4--99））



 神神吩咐吩咐摩西作銅蛇，掛在杆子上。摩西作銅蛇，掛在杆子上。

 摩西摩西照著作了照著作了，表徵耶穌就是那銅蛇，有蛇的形，表徵耶穌就是那銅蛇，有蛇的形

狀，卻沒有蛇的毒。狀，卻沒有蛇的毒。狀，卻沒有蛇的毒。狀，卻沒有蛇的毒。

 耶穌成了一個道道地地的人，與我們完全一樣，耶穌成了一個道道地地的人，與我們完全一樣，

卻沒有蛇的毒，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卻沒有蛇的毒，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卻沒有蛇的毒，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卻沒有蛇的毒，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林後（林後5:215:21））

 『『祂祂在木頭上，在在木頭上，在祂祂的身體裡，親自擔當了我們的身體裡，親自擔當了我們

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義活著；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義活著；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義活著；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義活著；

因因祂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彼前2:24)2:24)

 那些聽見這話，舉頭仰望釘死的耶穌就活了！那些聽見這話，舉頭仰望釘死的耶穌就活了！ 那些聽見這話，舉頭仰望釘死的耶穌就活了！那些聽見這話，舉頭仰望釘死的耶穌就活了！

 舉頭仰望，就是以信心來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舉頭仰望，就是以信心來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

成功的救贖。成功的救贖。

十字架這字的介紹十字架這字的介紹

 新約聖經是使用希臘文寫的。新約聖經是使用希臘文寫的。

『『十字架十字架』』的希臘原文是的希臘原文是 ，意思是：一，意思是：一 『『十字架十字架』』的希臘原文是的希臘原文是 staurosstauros，意思是：一，意思是：一

根直的木杆。直接翻譯：木杆或木樁根直的木杆。直接翻譯：木杆或木樁根直的木杆。直接翻譯：木杆或木樁根直的木杆。直接翻譯：木杆或木樁

 這個字的希臘動詞這個字的希臘動詞 stauroostauroo，意思是綁在一根木，意思是綁在一根木

杆上。杆上。

『『釘十字架釘十字架』』英文英文 ifif 是從拉丁文是從拉丁文 『『釘十字架釘十字架』』英文英文crucify crucify 是從拉丁文是從拉丁文 cruci cruci 

(cross(cross）加上）加上figerefigere （（fix fix 綁住）兩個字合成的。綁住）兩個字合成的。(( ）加上）加上f gf g （（ 綁住）兩個字合成的。綁住）兩個字合成的。



十字架與木十字架與木

 『『十字架十字架』』原文的意思和木頭有關。原文的意思和木頭有關。

 人類的第一次犯罪，就是吃錯了神所禁止之樹人類的第一次犯罪，就是吃錯了神所禁止之樹 人類的第一次犯罪，就是吃錯了神所禁止之樹人類的第一次犯罪，就是吃錯了神所禁止之樹

的果子。的果子。

 人類從罪中得拯救，也是由救主耶穌被釘死在人類從罪中得拯救，也是由救主耶穌被釘死在

一根木杆上。一根木杆上。一根木杆上。一根木杆上。

 愛任紐：愛任紐：『『為了除去在第一棵樹上的不順服，為了除去在第一棵樹上的不順服，愛任紐：愛任紐：『『為了除去在第一棵樹上的不順服，為了除去在第一棵樹上的不順服，

耶穌順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耶穌順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一棵樹上一棵樹上

順服的死，為了醫治在另一棵樹上的悖逆。順服的死，為了醫治在另一棵樹上的悖逆。』』

銅蛇與我是銅蛇與我是銅蛇與我是銅蛇與我是
耶穌說，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並且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並且 耶穌說，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並且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並且

知道我不從自己作甚麼；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知道我不從自己作甚麼；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

所教訓我的。所教訓我的。』』（約（約8:288:28））

 這裡的這裡的『『舉起舉起』』就是指著就是指著祂祂的釘十字架。的釘十字架。 這裡的這裡的『『舉起舉起』』就是指著就是指著祂祂的釘十字架。的釘十字架。

 『『我是我是』』乃是乃是『『耶和華耶和華』』神的名的希伯來文原意。神的名的希伯來文原意。

 在十字架上被釘的耶穌就是這位耶和華我是的神，在十字架上被釘的耶穌就是這位耶和華我是的神，

親自成了一個會死的人親自成了一個會死的人 銅蛇，在木杆上被舉起來銅蛇，在木杆上被舉起來親自成了一個會死的人親自成了一個會死的人－－銅蛇，在木杆上被舉起來銅蛇，在木杆上被舉起來

 凡仰望這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也是相信神的救法凡仰望這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也是相信神的救法

的人，就從蛇毒裡得了拯救！的人，就從蛇毒裡得了拯救！



悖逆與順服悖逆與順服悖逆與順服悖逆與順服
人在伊甸園被蛇引誘，其實是悖逆神的吩咐。人在伊甸園被蛇引誘，其實是悖逆神的吩咐。 人在伊甸園被蛇引誘，其實是悖逆神的吩咐。人在伊甸園被蛇引誘，其實是悖逆神的吩咐。

 耶穌的成就救贖，乃是順從神的旨意：耶穌的成就救贖，乃是順從神的旨意： 耶穌的成就救贖，乃是順從神的旨意：耶穌的成就救贖，乃是順從神的旨意：

 『『藉著一人的悖逆，多人構成了罪人，照樣，藉著一人的悖逆，多人構成了罪人，照樣，

藉著一人的順從，多人也要構成義的了藉著一人的順從，多人也要構成義的了。。』』

（羅（羅5:195:19））（羅（羅5:195:19））

 耶穌在被釘十字架之前，三次禱告：耶穌在被釘十字架之前，三次禱告：『『父阿，父阿，

你若願意，就把這杯從我撤去，然而不要成就你若願意，就把這杯從我撤去，然而不要成就

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路22:4222:42））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路22:4222:42））

耶穌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耶穌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耶穌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耶穌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

『『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強烈的哭號，流淚向那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強烈的哭號，流淚向那 『『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強烈的哭號，流淚向那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強烈的哭號，流淚向那

能救能救祂祂出死的，獻上祈禱和懇求；出死的，獻上祈禱和懇求；能救能救 出死的，獻上祈禱和懇求；出死的，獻上祈禱和懇求；

 祂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祂祂既得以成全，就對凡順從既得以成全，就對凡順從祂祂的人，成了永遠的人，成了永遠

救恩的根源救恩的根源，，』』（來（來5:75:7--99））救恩的根源救恩的根源，，』』（來（來5:75:7 99））

 祂祂已經在十字架上被舉起，神也吩咐人僅要仰已經在十字架上被舉起，神也吩咐人僅要仰

望望祂祂，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救。

 人聽見了，人聽見了，順服順服去仰望就得到救恩。去仰望就得到救恩。 人聽見了，人聽見了，順服順服去仰望就得到救恩。去仰望就得到救恩。



相信耶穌的救恩相信耶穌的救恩相信耶穌的救恩相信耶穌的救恩

 我們相信耶穌所成功的救恩，就叫我們從罪的性情我們相信耶穌所成功的救恩，就叫我們從罪的性情

得釋放，並且得到神的生命，這叫得釋放，並且得到神的生命，這叫『『重生重生』』。。得釋放，並且得到神的生命，這叫得釋放，並且得到神的生命，這叫『『重生重生』』。。

 重生一面將神的生命，連同神聖別的性情帶進我們重生一面將神的生命，連同神聖別的性情帶進我們

裡面；另一面也了結我們肉體中撒但邪惡的性情。裡面；另一面也了結我們肉體中撒但邪惡的性情。

無論人外面多好，裡面仍有撒但的蛇性。無論人外面多好，裡面仍有撒但的蛇性。 無論人外面多好，裡面仍有撒但的蛇性。無論人外面多好，裡面仍有撒但的蛇性。

 我們需要主作女人的後裔，打傷蛇的頭；也需要主我們需要主作女人的後裔，打傷蛇的頭；也需要主 我們需要主作女人的後裔，打傷蛇的頭；也需要主我們需要主作女人的後裔，打傷蛇的頭；也需要主

成為銅蛇，在十字架上對付我們裡面的蛇性，使我成為銅蛇，在十字架上對付我們裡面的蛇性，使我

們得著永遠的生命。們得著永遠的生命。

相信就是接受相信就是接受相信就是接受相信就是接受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1:121:12--1313

『『凡接受凡接受祂祂的，就是信入的，就是信入祂祂名的人，名的人，祂祂就就

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

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

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從神生的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