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救主流血所成救恩，我是何人竟也有分？救主流血所成救恩，我是何人竟也有分？ 罪是我犯，死歸罪是我犯，死歸祂祂

受，受，祂祂替我死，為將我救！替我死，為將我救！ 驚人之愛，何竟如此？我主我神驚人之愛，何竟如此？我主我神受，受， 替我死，為將我救！替我死，為將我救！ 驚人之愛，何竟如此？我主我神驚人之愛，何竟如此？我主我神

為我受死！為我受死！ 驚人之愛，何竟如此？我主我神為我受死！驚人之愛，何竟如此？我主我神為我受死！

2.2. 不能死者，竟然受死！全是奧秘，誰能盡知？不能死者，竟然受死！全是奧秘，誰能盡知？ 神聖之愛，高神聖之愛，高2.     2.     不能死者，竟然受死！全是奧秘，誰能盡知？不能死者，竟然受死！全是奧秘，誰能盡知？ 神聖之愛，高神聖之愛，高

深長闊，最高天使也難測度！深長闊，最高天使也難測度！ 所有天使不必臆猜，全是憐憫，所有天使不必臆猜，全是憐憫，

當得敬拜！當得敬拜！ 所有天使不必臆猜，全是憐憫，當得敬拜！所有天使不必臆猜，全是憐憫，當得敬拜！

3.     3.     離開天上父的寶座，降世為人，恩何廣闊！虛己、舍身，流血離開天上父的寶座，降世為人，恩何廣闊！虛己、舍身，流血

贖罪，為救亞當無望族類；贖罪，為救亞當無望族類； 全是憐憫，無量、白給，竟然臨全是憐憫，無量、白給，竟然臨

當得敬拜！當得敬拜！ 所有天使不必臆猜，全是憐憫，當得敬拜！所有天使不必臆猜，全是憐憫，當得敬拜！

贖罪，為救亞當無望族類；贖罪，為救亞當無望族類； 全是憐憫，無量、白給，竟然臨全是憐憫，無量、白給，竟然臨

及我這罪魁！及我這罪魁！ 全是憐憫，無量、白給，竟然臨及我這罪魁！全是憐憫，無量、白給，竟然臨及我這罪魁！

4.4. 天性黑暗，邪惡滿心，我靈久為罪惡監禁；你眼垂顧，帶來恩天性黑暗，邪惡滿心，我靈久為罪惡監禁；你眼垂顧，帶來恩4.     4.     天性黑暗，邪惡滿心，我靈久為罪惡監禁；你眼垂顧，帶來恩天性黑暗，邪惡滿心，我靈久為罪惡監禁；你眼垂顧，帶來恩

光，我立蘇醒，囚牢明亮，鎖鍊盡脫，全人釋放，起來隨主，光，我立蘇醒，囚牢明亮，鎖鍊盡脫，全人釋放，起來隨主，

心中歡暢。鎖鍊盡脫，全人釋放，起來隨主，心中歡暢。心中歡暢。鎖鍊盡脫，全人釋放，起來隨主，心中歡暢。心中歡暢。鎖鍊盡脫，全人釋放，起來隨主，心中歡暢。心中歡暢。鎖鍊盡脫，全人釋放，起來隨主，心中歡暢。

5.     5.     不再定罪，尚何懼憂？主和一切盡歸我有！活在元首基督里面，不再定罪，尚何懼憂？主和一切盡歸我有！活在元首基督里面，

神聖之義將我遮掩；坦然來到施恩座前，有主基督作我冠冕，神聖之義將我遮掩；坦然來到施恩座前，有主基督作我冠冕，神聖之義將我遮掩；坦然來到施恩座前，有主基督作我冠冕，神聖之義將我遮掩；坦然來到施恩座前，有主基督作我冠冕，

坦然來到施恩座前，有主基督作我冠冕。坦然來到施恩座前，有主基督作我冠冕。

十字架十字架 （二）（二）十字架十字架 （二）（二）

神人耶穌之死神人耶穌之死



耶穌被猶太人審問耶穌被猶太人審問耶穌被猶太人審問耶穌被猶太人審問

 在逾越節的那天，耶穌照著神的命定，被猶在逾越節的那天，耶穌照著神的命定，被猶

太人的宗教家和首領抓拿。太人的宗教家和首領抓拿。太人的宗教家和首領抓拿。太人的宗教家和首領抓拿。

 大祭司大祭司、、長老和經學家集體審問長老和經學家集體審問祂祂，也找了，也找了 大祭司大祭司 長老和經學家集體審問長老和經學家集體審問祂祂，也找了，也找了

好些人作假見證來控告好些人作假見證來控告祂祂，只是那些假見證，只是那些假見證

彼此矛盾，都沒法作耶穌被定罪的證據。彼此矛盾，都沒法作耶穌被定罪的證據。

 大祭司問大祭司問祂祂是神的兒子嗎？耶穌說，是神的兒子嗎？耶穌說，我是我是。。 大祭司問大祭司問祂祂是神的兒子嗎？耶穌說，是神的兒子嗎？耶穌說，我是我是。。

 他們就因此定了耶穌該死的罪。他們就因此定了耶穌該死的罪。((可可14:5314:53--64)64)他們就因此定了耶穌該死的罪。他們就因此定了耶穌該死的罪。((可可 ))

耶穌因為是神的兒子被定罪耶穌因為是神的兒子被定罪耶穌因為是神的兒子被定罪耶穌因為是神的兒子被定罪

耶穌的出生是天使宣告：童女馬利亞的懷孕是出於耶穌的出生是天使宣告：童女馬利亞的懷孕是出於 耶穌的出生是天使宣告：童女馬利亞的懷孕是出於耶穌的出生是天使宣告：童女馬利亞的懷孕是出於

聖靈，要為所生的嬰孩起名叫耶穌，因聖靈，要為所生的嬰孩起名叫耶穌，因耶和華神要耶和華神要

親自將親自將祂祂的百姓從他們的罪裡救出來的百姓從他們的罪裡救出來。。((太太1:201:20--21)21)

 耶穌在約但河受浸時，天開了，父神親自宣告：耶穌在約但河受浸時，天開了，父神親自宣告：這這 耶穌在約但河受浸時，天開了，父神親自宣告：耶穌在約但河受浸時，天開了，父神親自宣告：這這

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太3:17)3:17)

 耶穌帶了三個門徒上山，變化形像時，父神再次宣耶穌帶了三個門徒上山，變化形像時，父神再次宣

告：告：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祂。。告：告：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祂。。

（太（太17:517:5））

耶穌是耶和華神親自成為救主，卻因此被定罪。耶穌是耶和華神親自成為救主，卻因此被定罪。 耶穌是耶和華神親自成為救主，卻因此被定罪。耶穌是耶和華神親自成為救主，卻因此被定罪。



耶穌被羅馬人審問耶穌被羅馬人審問耶穌被羅馬人審問耶穌被羅馬人審問

 當時猶太地由羅馬所統治，猶太人沒有執行當時猶太地由羅馬所統治，猶太人沒有執行

判決的權力；於是他們將耶穌送到羅馬總督判決的權力；於是他們將耶穌送到羅馬總督判決的權力；於是他們將耶穌送到羅馬總督判決的權力；於是他們將耶穌送到羅馬總督

彼拉多那裡。彼拉多那裡。

 但他也找不出耶穌有什麼該被定死罪的事。但他也找不出耶穌有什麼該被定死罪的事。

彼拉多將耶穌帶到百姓面前，問他們該怎麼彼拉多將耶穌帶到百姓面前，問他們該怎麼 彼拉多將耶穌帶到百姓面前，問他們該怎麼彼拉多將耶穌帶到百姓面前，問他們該怎麼

處置耶穌？處置耶穌？

 這些幾天前，熱烈歡迎耶穌進耶路撒冷城的這些幾天前，熱烈歡迎耶穌進耶路撒冷城的

百姓大聲催逼：百姓大聲催逼：釘耶穌十字架！釘耶穌十字架！((可可15 115 1 15)15)百姓大聲催逼：百姓大聲催逼：釘耶穌十字架！釘耶穌十字架！((可可15:115:1--15)15)

耶穌被兩種人打耶穌被兩種人打耶穌被兩種人打耶穌被兩種人打

 猶太人將耶穌定罪之後，有人對耶穌猶太人將耶穌定罪之後，有人對耶穌吐唾沫吐唾沫，又，又蒙蒙

著著祂祂的臉，用拳頭打的臉，用拳頭打祂祂，對，對祂祂說，說，『『對我們說，打對我們說，打著著祂祂的臉，用拳頭打的臉，用拳頭打祂祂，對，對祂祂說，說，『『對我們說，打對我們說，打

你的是誰？你的是誰？』』（太（太26:6726:67--6868））

 當羅馬總督答應百姓的要求，要將耶穌釘十字架，當羅馬總督答應百姓的要求，要將耶穌釘十字架，

兵丁先兵丁先鞭打鞭打了耶穌，然後給了耶穌，然後給祂祂穿上紫袍穿上紫袍，把編成的，把編成的兵丁先兵丁先鞭打鞭打了耶穌，然後給了耶穌，然後給祂祂穿上紫袍穿上紫袍，把編成的，把編成的

荊棘冠冕荊棘冠冕帶在帶在祂祂頭上；把一根頭上；把一根葦子葦子放在放在祂祂的右手，的右手，

跪在跪在祂祂的面前的面前戲弄戲弄祂祂說，說，『『猶太人的王！願你喜猶太人的王！願你喜

樂！樂！』』（太（太27:30 )27:30 )樂！樂！』』（太（太27:30 )27:30 )



猶太人和羅馬人看耶穌猶太人和羅馬人看耶穌猶太人和羅馬人看耶穌猶太人和羅馬人看耶穌

 猶太人定耶穌的罪是因耶穌說，猶太人定耶穌的罪是因耶穌說，祂祂是是神的兒子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就是神，這說出神的兒子就是神，這說出耶穌的神性耶穌的神性。。 神的兒子就是神，這說出神的兒子就是神，這說出耶穌的神性耶穌的神性。。

 羅馬彼拉多審問耶穌，他夫人說耶穌是個羅馬彼拉多審問耶穌，他夫人說耶穌是個義人義人；他；他羅馬彼拉多審問耶穌，他夫人說耶穌是個羅馬彼拉多審問耶穌，他夫人說耶穌是個義人義人；他；他

自己對百姓說，我查不出耶穌有什麼該定罪的。自己對百姓說，我查不出耶穌有什麼該定罪的。

彼拉多將戴著荊棘冠冕，穿著紫袍的耶穌帶出來。彼拉多將戴著荊棘冠冕，穿著紫袍的耶穌帶出來。 彼拉多將戴著荊棘冠冕，穿著紫袍的耶穌帶出來。彼拉多將戴著荊棘冠冕，穿著紫袍的耶穌帶出來。

說，看哪，說，看哪，這個人這個人！（太！（太27:19,  27:19,  約約18:518:5））

 羅馬人看耶穌是個沒有罪的好羅馬人看耶穌是個沒有罪的好人人。。

耶穌是神又是人耶穌是神又是人 神人神人。。 耶穌是神又是人耶穌是神又是人－－神人神人。。

耶穌被釘十字架耶穌被釘十字架耶穌被釘十字架耶穌被釘十字架
 路路23:3223:32--33     33     

 有兩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去處死。有兩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去處死。

他們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裡他們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裡 他們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裡他們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裡

將耶穌釘了十字架，也釘了那兩個犯人，一將耶穌釘了十字架，也釘了那兩個犯人，一將耶穌釘了十字架，也釘了那兩個犯人，一將耶穌釘了十字架，也釘了那兩個犯人，一

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世世



十字架上的牌子十字架上的牌子十字架上的牌子十字架上的牌子
 彼拉多寫了一個牌子，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彼拉多寫了一個牌子，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

『『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那牌子是用希伯來那牌子是用希伯來『『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那牌子是用希伯來那牌子是用希伯來

文、拉丁文和希臘文寫的。（約文、拉丁文和希臘文寫的。（約19:1919:19--2020））

希伯來文代表希伯來宗教，拉丁文代表羅馬政治，希伯來文代表希伯來宗教，拉丁文代表羅馬政治， 希伯來文代表希伯來宗教，拉丁文代表羅馬政治，希伯來文代表希伯來宗教，拉丁文代表羅馬政治，

希臘文代表希臘文化。希臘文代表希臘文化。

 宗教宗教、、文化和政治加起來，代表全人類的全世界。文化和政治加起來，代表全人類的全世界。

 這表徵主耶穌是被全人類所殺，也是為全人類被殺這表徵主耶穌是被全人類所殺，也是為全人類被殺 這表徵主耶穌是被全人類所殺，也是為全人類被殺這表徵主耶穌是被全人類所殺，也是為全人類被殺

 耶穌為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不是單為我們耶穌為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不是單為我們

的罪，也是為所有的世人。的罪，也是為所有的世人。（約壹（約壹2 22 2））的罪，也是為所有的世人。的罪，也是為所有的世人。（約壹（約壹2:22:2））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話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話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話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話

 耶穌說，耶穌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

們不曉得。們不曉得。』』（路（路23:3423:34））們不曉得。們不曉得。』』（路（路 :: ））

 百姓站著觀看，官長也嗤笑著說，百姓站著觀看，官長也嗤笑著說，祂祂救了別人，救了別人，祂祂

若是神的基督，是那蒙揀選的，就讓若是神的基督，是那蒙揀選的，就讓祂祂救自己罷！救自己罷！若是神的基督，是那蒙揀選的，就讓若是神的基督，是那蒙揀選的，就讓祂祂救自己罷！救自己罷！

 兵丁也戲弄兵丁也戲弄祂祂，，……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

自己罷！自己罷！

 耶穌被釘之前和現在受到鞭打和嘲弄，卻為所有冒耶穌被釘之前和現在受到鞭打和嘲弄，卻為所有冒 耶穌被釘之前和現在受到鞭打和嘲弄，卻為所有冒耶穌被釘之前和現在受到鞭打和嘲弄，卻為所有冒

犯犯祂祂的人禱告，求神赦免。的人禱告，求神赦免。

這是神的心！多麼廣大無邊！這是神的心！多麼廣大無邊！ 這是神的心！多麼廣大無邊！這是神的心！多麼廣大無邊！



耶穌教導如何禱告耶穌教導如何禱告耶穌教導如何禱告耶穌教導如何禱告
 耶穌曾教導門徒如何禱告，其中有一句耶穌曾教導門徒如何禱告，其中有一句((太太6:12)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欠我們債的人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欠我們債的人。。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欠我們債的人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欠我們債的人。。

 這裡的免，就是赦免。這裡的免，就是赦免。

 耶穌不但教導人如何禱告，耶穌不但教導人如何禱告，祂祂自己在十字架上受人自己在十字架上受人

嘲笑嘲笑、、戲弄與迫害，在最為難時，戲弄與迫害，在最為難時，祂祂對人的愛使對人的愛使祂祂嘲笑嘲笑、、戲弄與迫害，在最為難時，戲弄與迫害，在最為難時，祂祂對人的愛使對人的愛使祂祂

能求父神赦免這些逼迫能求父神赦免這些逼迫祂祂的人。的人。

 任何一個人受了如此的惡待，會不氣憤嗎？任何一個人受了如此的惡待，會不氣憤嗎？

 僅有神人才有這樣的心腸與愛心的行為。僅有神人才有這樣的心腸與愛心的行為。 僅有神人才有這樣的心腸與愛心的行為。僅有神人才有這樣的心腸與愛心的行為。

第二句話第二句話 路路第二句話第二句話 路路23:4323:43
 在耶穌兩邊懸掛著的犯人中，有一個褻瀆在耶穌兩邊懸掛著的犯人中，有一個褻瀆祂祂說，你說，你

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

 但另一個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但另一個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

怕神麼？我們受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怕神麼？我們受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怕神麼？我們受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怕神麼？我們受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

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當的事。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當的事。

 就說，耶穌阿，你來進入你國的時候，求你記念我。就說，耶穌阿，你來進入你國的時候，求你記念我。

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 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

裡了裡了。。



罪犯死前的求記念罪犯死前的求記念罪犯死前的求記念罪犯死前的求記念
這個死刑犯人，不像另一個罪犯那樣嗤笑耶穌；卻這個死刑犯人，不像另一個罪犯那樣嗤笑耶穌；卻 這個死刑犯人，不像另一個罪犯那樣嗤笑耶穌；卻這個死刑犯人，不像另一個罪犯那樣嗤笑耶穌；卻

先承認自己是該受刑罰的，然後他相信這位耶穌還先承認自己是該受刑罰的，然後他相信這位耶穌還

要帶著神的國再來。要帶著神的國再來。

他在十字架上沒法再作任何事了，僅憑著簡單的信他在十字架上沒法再作任何事了，僅憑著簡單的信 他在十字架上沒法再作任何事了，僅憑著簡單的信他在十字架上沒法再作任何事了，僅憑著簡單的信

心，向耶穌呼求，求耶穌記念他。心，向耶穌呼求，求耶穌記念他。

 這樣簡單的信心從如此不堪的罪犯心中出來，得著這樣簡單的信心從如此不堪的罪犯心中出來，得著

了耶穌的答應。就在那一天，這認罪的犯人立即能了耶穌的答應。就在那一天，這認罪的犯人立即能了耶穌的答應。就在那一天，這認罪的犯人立即能了耶穌的答應。就在那一天，這認罪的犯人立即能

跟主同在樂園裡。跟主同在樂園裡。

 從不信的境遇遷移到相信裡。信是一個神聖的遷移從不信的境遇遷移到相信裡。信是一個神聖的遷移

樂園樂園
每個人死後先去陰間，那裡是看守所，等候審判每個人死後先去陰間，那裡是看守所，等候審判 每個人死後先去陰間，那裡是看守所，等候審判每個人死後先去陰間，那裡是看守所，等候審判

 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來9:27 )9:27 )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來 ))

 陰間有兩個部分：陰間有兩個部分：1.  1.  樂園是指樂園是指陰間裡快樂的部分陰間裡快樂的部分，，

死後的亞伯拉罕和所有義人的靈都在那裡，等候死後的亞伯拉罕和所有義人的靈都在那裡，等候死後的亞伯拉罕和所有義人的靈都在那裡，等候死後的亞伯拉罕和所有義人的靈都在那裡，等候

復活。（路復活。（路16:2216:22∼∼2626））

2.  2.  另一部分是受苦的，為著不信的人。另一部分是受苦的，為著不信的人。

主耶穌身為一個道地的人，死後也必須先去那裡，主耶穌身為一個道地的人，死後也必須先去那裡， 主耶穌身為一個道地的人，死後也必須先去那裡，主耶穌身為一個道地的人，死後也必須先去那裡，

直留到直留到祂祂復活，才離開陰間，與門徒相會，並升復活，才離開陰間，與門徒相會，並升

天。天。



第三句話 約約第三句話 約約19:2619:26--2727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一些人。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一些人。

 耶穌看見耶穌看見祂祂母親和母親和祂祂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

邊，就對邊，就對祂祂母親說，母親說，婦人，看哪，你的兒婦人，看哪，你的兒邊，就對邊，就對祂祂母親說，母親說，婦人，看哪，你的兒婦人，看哪，你的兒

子。子。子。子。

 又對那門徒說，又對那門徒說，看哪，你的母親。看哪，你的母親。

 從那時候，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裡去了。從那時候，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裡去了。

（約（約19:2519:25--2727））

馬利亞的心馬利亞的心

 耶穌出生時，照著摩西律法的規定，在第八日耶穌出生時，照著摩西律法的規定，在第八日

被帶到聖殿中，稱聖歸主。被帶到聖殿中，稱聖歸主。被帶到聖殿中，稱聖歸主。被帶到聖殿中，稱聖歸主。

 聖殿中有一位叫西面的，有聖靈在他的身上。聖殿中有一位叫西面的，有聖靈在他的身上。聖殿中有一位叫西面的，有聖靈在他的身上。聖殿中有一位叫西面的，有聖靈在他的身上。

 他給耶穌的父母祝福，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他給耶穌的父母祝福，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

說，說，『『看哪，這孩子被立，是要看哪，這孩子被立，是要……叫許多人心叫許多人心

裡的意念被揭露出來，你自己的魂也要被刀刺裡的意念被揭露出來，你自己的魂也要被刀刺裡的意念被揭露出來，你自己的魂也要被刀刺裡的意念被揭露出來，你自己的魂也要被刀刺

透。透。』』（路（路2:342:34--3535））

 馬利亞的心這時被狠很地刺透！馬利亞的心這時被狠很地刺透！



耶穌顧到馬利亞耶穌顧到馬利亞

 耶穌在十字架上這麼為難並受苦，卻知道馬利耶穌在十字架上這麼為難並受苦，卻知道馬利

亞心中的痛苦，還顧到亞心中的痛苦，還顧到祂祂的母親，吩咐的母親，吩咐祂祂的門的門亞心中的痛苦，還顧到亞心中的痛苦，還顧到祂祂的母親，吩咐的母親，吩咐祂祂的門的門

徒約翰照顧她。徒約翰照顧她。

 耶穌柔細完美的心腸顯現出來。耶穌柔細完美的心腸顯現出來。

 今天整個人類社會多麼需要這樣細緻今天整個人類社會多麼需要這樣細緻、、柔美的柔美的

人性。人性。人性。人性。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耶穌的人性，來活在我們身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耶穌的人性，來活在我們身

上。上。

第四句話第四句話 太太27:4627:46第四句話第四句話 太太27:4627:46

 從正午到午後三時，遍地都黑暗了。午後三時，從正午到午後三時，遍地都黑暗了。午後三時，

耶穌大聲呼喊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耶穌大聲呼喊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耶穌大聲呼喊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耶穌大聲呼喊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

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棄絕我？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棄絕我？

 當時從巴比倫歸回的以色列人講亞蘭文。當時從巴比倫歸回的以色列人講亞蘭文。

 這是在耶穌之前一千年寫的詩篇這是在耶穌之前一千年寫的詩篇2222中預言的話。中預言的話。 這是在耶穌之前一千年寫的詩篇這是在耶穌之前一千年寫的詩篇2222中預言的話。中預言的話。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有六個小時：前三小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有六個小時：前三小時，祂祂

受人的逼迫和辱罵；後三小時，天地變黑。受人的逼迫和辱罵；後三小時，天地變黑。

這時公義的神來審判！這時公義的神來審判！ 這時公義的神來審判！這時公義的神來審判！



耶穌成為我們罪的代替耶穌成為我們罪的代替耶穌成為我們罪的代替耶穌成為我們罪的代替
耶穌的一生一直都有父神的同在（約耶穌的一生一直都有父神的同在（約14 1014 10），但），但 耶穌的一生一直都有父神的同在（約耶穌的一生一直都有父神的同在（約14:1014:10），但），但

這時聖潔這時聖潔、、公義的父神離開了公義的父神離開了祂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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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21)

在這三小時內，耶穌，這在這三小時內，耶穌，這不知罪不知罪的一位，被父神的一位，被父神 在這三小時內，耶穌，這在這三小時內，耶穌，這不知罪不知罪的一位，被父神的一位，被父神

當作當作『『罪罪』』的本身，將世間所有的罪行都壓在的本身，將世間所有的罪行都壓在祂祂

的身上，成為我們罪的代替。的身上，成為我們罪的代替。

 而那從永遠就一直與父神同在的耶穌，在最受苦而那從永遠就一直與父神同在的耶穌，在最受苦 而那從永遠就一直與父神同在的耶穌，在最受苦而那從永遠就一直與父神同在的耶穌，在最受苦

的一刻，也是最需要父神扶持並同在的一刻，公的一刻，也是最需要父神扶持並同在的一刻，公

義的父神因為耶穌成了罪，而棄絕了耶穌。義的父神因為耶穌成了罪，而棄絕了耶穌。義的父神因為耶穌成了罪，而棄絕了耶穌。義的父神因為耶穌成了罪，而棄絕了耶穌。

神成為一個人神成為一個人神成為一個人神成為一個人
那不會死也不能死的神，親自成為一個會那不會死也不能死的神，親自成為一個會 那不會死也不能死的神，親自成為一個會那不會死也不能死的神，親自成為一個會

死的人。死的人。死的人。死的人。

 那不知罪的，完全沒有接觸過罪，也沒有那不知罪的，完全沒有接觸過罪，也沒有

經歷罪的一位，卻成為世間所有罪的總和，經歷罪的一位，卻成為世間所有罪的總和，

更擔當了所有的罪案。更擔當了所有的罪案。更擔當了所有的罪案。更擔當了所有的罪案。

 耶穌十字架上的死是最痛苦，最嚴厲的死耶穌十字架上的死是最痛苦，最嚴厲的死耶穌十字架上的死是最痛苦，最嚴厲的死耶穌十字架上的死是最痛苦，最嚴厲的死

刑，公義的神藉著猶太人，羅馬人和希臘刑，公義的神藉著猶太人，羅馬人和希臘

人一同審判了耶穌，定罪了人一同審判了耶穌，定罪了『『罪罪』』。。人一同審判了耶穌，定罪了人一同審判了耶穌，定罪了『『罪罪』』。。



1     1     救主流血所成救恩，我是何人竟也有分？救主流血所成救恩，我是何人竟也有分？ 罪是我犯，罪是我犯，

死歸死歸祂祂受，受，祂祂替我死，為將我救！驚人之愛，何竟替我死，為將我救！驚人之愛，何竟死歸死歸祂祂受，受，祂祂替我死，為將我救！驚人之愛，何竟替我死，為將我救！驚人之愛，何竟

如此？我主我神為我受死！驚人之愛，何竟如此？如此？我主我神為我受死！驚人之愛，何竟如此？

我主我神為我受死！我主我神為我受死！

22 不能死者，竟然受死！全是奧秘，誰能盡知？不能死者，竟然受死！全是奧秘，誰能盡知？ 神聖神聖2.    2.    不能死者，竟然受死！全是奧秘，誰能盡知？不能死者，竟然受死！全是奧秘，誰能盡知？ 神聖神聖

之愛，高深長闊，最高天使也難測度！所有天使不之愛，高深長闊，最高天使也難測度！所有天使不

必臆猜，全是憐憫，當得敬拜！所有天使不必臆猜，必臆猜，全是憐憫，當得敬拜！所有天使不必臆猜，

全是憐憫，當得敬拜！全是憐憫，當得敬拜！

3.    3.    離開天上父的寶座，降世為人，恩何廣闊！虛己、舍離開天上父的寶座，降世為人，恩何廣闊！虛己、舍

身，流血贖罪，為救亞當無望族類；全是憐憫，無量、身，流血贖罪，為救亞當無望族類；全是憐憫，無量、

全是憐憫，當得敬拜！全是憐憫，當得敬拜！

身，流血贖罪，為救亞當無望族類；全是憐憫，無量、身，流血贖罪，為救亞當無望族類；全是憐憫，無量、

白給，竟然臨及我這罪魁！全是憐憫，無量、白給，白給，竟然臨及我這罪魁！全是憐憫，無量、白給，

竟然臨及我這罪魁！竟然臨及我這罪魁！

第五句話第五句話第五句話第五句話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就，為要成就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就，為要成就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就，為要成就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就，為要成就

經書，就說，經書，就說，我渴了我渴了。。

 耶穌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有五個多小時，身上所受耶穌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有五個多小時，身上所受

的鞭傷和手腳被釘的痛苦，頭上荊棘所扎的痛苦，的鞭傷和手腳被釘的痛苦，頭上荊棘所扎的痛苦，的鞭傷和手腳被釘的痛苦，頭上荊棘所扎的痛苦，的鞭傷和手腳被釘的痛苦，頭上荊棘所扎的痛苦，

在烈日下照射的炙熱在烈日下照射的炙熱、、酷烤，使酷烤，使祂祂說，我渴了。說，我渴了。

但但『『渴渴』』更是死的滋味（路更是死的滋味（路16 2416 24）） 但但『『渴渴』』更是死的滋味（路更是死的滋味（路16:2416:24））

 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嘗了死味嘗了死味（來（來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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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罪』』（彼前（彼前2:242:24））罪罪』』（彼前（彼前2:242:24））



第六句話第六句話第六句話第六句話
 耶穌說，耶穌說，我渴了我渴了。邊上的人就拿海綿蘸滿了醋，綁。邊上的人就拿海綿蘸滿了醋，綁

在牛膝草上，送到在牛膝草上，送到祂祂口邊。口邊。在牛膝草上，送到在牛膝草上，送到祂祂口邊。口邊。

 醋是羅馬兵提神醋是羅馬兵提神、、消暑所喝的東西。消暑所喝的東西。

 主釘十字架之前，人給主釘十字架之前，人給祂祂苦膽和沒藥調和的酒是作苦膽和沒藥調和的酒是作

麻醉用，麻醉用，祂祂不肯喝。但這裡不肯喝。但這裡祂祂在十字架上臨終時，在十字架上臨終時，麻醉用，麻醉用，祂祂不肯喝。但這裡不肯喝。但這裡祂祂在十字架上臨終時，在十字架上臨終時，

人拿醋給人拿醋給祂祂是戲弄是戲弄祂祂。。

耶穌受了那醋，就說，耶穌受了那醋，就說，成了！成了！（約（約 ）） 耶穌受了那醋，就說，耶穌受了那醋，就說，成了！成了！（約（約19:2919:29--3030））

 耶穌這時不是說完了！而是說耶穌這時不是說完了！而是說『『成了！成了！』』耶穌這時不是說完了！而是說耶穌這時不是說完了！而是說『『成了！成了！』』

成成 了！了！成成 了！了！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仍然不停地在作工：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仍然不停地在作工：祂祂藉著釘藉著釘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仍然不停地在作工：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仍然不停地在作工：祂祂藉著釘藉著釘

十字架完成了包羅萬有的工作，成功了救贖十字架完成了包羅萬有的工作，成功了救贖、、結束結束

了舊造了舊造 並釋放了並釋放了祂祂復活的生命，為了產生新造，復活的生命，為了產生新造，了舊造了舊造、、並釋放了並釋放了祂祂復活的生命，為了產生新造，復活的生命，為了產生新造，

完成神的定旨。完成神的定旨。

 在死的過程中，耶穌以行動向敵對者和信在死的過程中，耶穌以行動向敵對者和信祂祂者證明，者證明，

祂祂是生命。死的恐怖局面絲毫沒有使是生命。死的恐怖局面絲毫沒有使祂祂懼怕，反而懼怕，反而是生命。死的恐怖局面絲毫沒有使是生命。死的恐怖局面絲毫沒有使 懼怕，反而懼怕，反而

形成一個對比，有力的證明形成一個對比，有力的證明祂祂是生命，與死相對，是生命，與死相對，

絲毫不受死的影響。絲毫不受死的影響。絲毫不受死的影響。絲毫不受死的影響。

 所以耶穌在此完成了一件宇宙最大的工作，所以耶穌在此完成了一件宇宙最大的工作，祂祂能說：能說：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第七句話第七句話第七句話第七句話
路加路加23 4423 44 4646 午後三時，日頭不發光，殿裡的幔午後三時，日頭不發光，殿裡的幔 路加路加23:4423:44--46    46    午後三時，日頭不發光，殿裡的幔午後三時，日頭不發光，殿裡的幔

子也從當中裂開。耶穌大聲喊著說，父阿，我將我子也從當中裂開。耶穌大聲喊著說，父阿，我將我子也從當中裂開。耶穌大聲喊著說，父阿，我將我子也從當中裂開。耶穌大聲喊著說，父阿，我將我

的靈交在你手裡。說了這話，氣就斷了。的靈交在你手裡。說了這話，氣就斷了。

 主交付主交付祂祂的靈，指明主自願交付的靈，指明主自願交付祂祂的生命。的生命。

約約10 1810 18 耶穌說，耶穌說，『『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 約約10:18  10:18  耶穌說，耶穌說，『『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

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再取回來。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再取回來。』』

 耶穌是神，耶穌是神，祂祂的生命是的生命是祂祂自願捨的，為人成功了救自願捨的，為人成功了救

贖。贖。祂祂也有權柄再取回來！也有權柄再取回來！

耶穌的受審與定十字架耶穌的受審與定十字架耶穌的受審與定十字架耶穌的受審與定十字架

 耶穌被耶穌被猶太人猶太人審問，因為審問，因為祂祂是是神的兒子神的兒子，，

而被定罪；耶穌被而被定罪；耶穌被羅馬總督羅馬總督受審，被看為受審，被看為而被定罪；耶穌被而被定罪；耶穌被羅馬總督羅馬總督受審，被看為受審，被看為

一個一個人人，一個，一個沒有犯任何罪的人沒有犯任何罪的人。。一個一個人人，一個，一個沒有犯任何罪的人沒有犯任何罪的人。。

 耶穌在十字架上說了七句話：耶穌在十字架上說了七句話：

1.1. 求神赦免所有人的罪求神赦免所有人的罪

2.2. 接受罪人的認罪，賜給他永遠的生命接受罪人的認罪，賜給他永遠的生命

3.3. 照顧照顧祂祂的母親的母親



耶穌的受審與定十字架耶穌的受審與定十字架耶穌的受審與定十字架耶穌的受審與定十字架

成為罪的總和，擔當所有人世間的罪案，成為罪的總和，擔當所有人世間的罪案，44 成為罪的總和，擔當所有人世間的罪案，成為罪的總和，擔當所有人世間的罪案，

被公義的神審判被公義的神審判被公義的神審判被公義的神審判

55 祂祂受各種的痛苦，為萬物嘗了死味受各種的痛苦，為萬物嘗了死味

66 祂祂成功了包羅萬有的救贖成功了包羅萬有的救贖－－成了！成了！

77 祂祂自願交出自願交出祂祂的生命，沒有一點勉強的生命，沒有一點勉強77 祂祂自願交出自願交出祂祂的生命，沒有一點勉強的生命，沒有一點勉強

 人類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卻也是耶穌成就人類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卻也是耶穌成就人類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卻也是耶穌成就人類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卻也是耶穌成就

最偉大的救恩時刻。最偉大的救恩時刻。

您願意接受您願意接受祂祂為您所成就的救恩嗎？為您所成就的救恩嗎？ 您願意接受您願意接受祂祂為您所成就的救恩嗎？為您所成就的救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