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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父啊！赦免他們 
路加福音 23:32-38 
 

本週我們將思想十字架，並特別著重在耶穌的十架七言。耶穌的

陳述很重要，因為這些陳述告訴我們當時耶穌在想什麼，並幫助

我們理解耶穌在十字架上所發生的事情。 

今天的經文帶我們進入耶穌的審訊、定罪，到被釘十字架。耶穌

的第一句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

得。”令人難以想象，在這種折磨和痛苦中，耶穌怎麼還能說這

樣的話呢？他為什麼這麼說？他的意思是什麼？在我們回答這些

問題之前，重要的是，說這話時的景況，以及所說的是誰。 

首先來談當時景況。耶穌對父的請求不是在輕鬆舒適的時刻所作

出的。經文告訴我們，耶穌在前一天晚上被祂 親密的朋友拋棄，

被早已認定祂有罪的人判刑，並遭到將酷刑視為嬉戲的兵丁毆打

和羞辱。即便耶穌被毆打後，苦難還是沒有結束。耶穌被迫背負

沉重的木樑 ，一個造成他死亡的工具。由於種種的痛苦折磨，祂

虛弱的倒下，且需要人幫忙背負十字架上山頂。在他爬上山之後，

這一切還沒有結束。當他掛在十字架上時，宗教領袖繼續羞辱他。

他周圍的士兵嘲笑他，而其他的則拈鬮分他的衣服。在耶穌的上

方，有彼拉多張貼的標語，用以嘲笑他是猶太人之王。就是在這

個時候耶穌向天父禱告，“赦免他們”。 

為什麼耶穌要這樣做？從人的角度來看，耶穌只是一個人。對於

判祂死刑的領袖來說，他只是另一個偽裝彌賽亞的人。對士兵來

說，他只是被羅馬政府判處死刑的另一名猶太罪犯。但是福音告

訴我們，祂不僅僅是這樣。耶穌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人。耶穌是

有肉身的神，是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祂是那位天使敬拜、父神

喜悅的。福音書的作者告訴我們，耶穌降世並廣為人知。耶穌的

角色是成為人類與父神之間的中保。耶穌接受了人類的肉身，以

便能夠讓我們認同並向我們展示神的模樣。同時他也用肉身代表

我們來到上帝前。但是耶穌不僅僅是神的代表，他本身就是神。

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人類放在十字架上的不僅是神的使者，

也是神本身。但令人驚訝的是，當耶穌在十字架上時，他仍繼續

扮演中保的角色。他要求天父“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

們不曉得”。 

人們不知道的是，此刻有他們看不見的事情正在發生。耶穌完成

罪人所做不到的。耶穌正在和解人們與上帝的正確關係。甚至在

他遭受痛苦和虐待時，耶穌仍然代表人類尋求饒恕。他在請求天

父不要因為這些罪行、暴亂來定罪施刑者以及全人類。為什麼？

耶穌在父面前代表人類時，實際上是在說：“他們所做的，他們

不曉得。不要定罪他們。”耶穌並沒有為造成他苦難的人找藉口。

祂也沒有說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人雖然沒有悔改但罪已得赦免。

任何願意從罪惡轉向基督的人，這好消息是給你們的。你的罪過

並沒有大到耶穌不再為你代求。只要你有氣息，你仍有時間悔改。 

耶穌當然不是一直在死裡，他已從死裡復活。甚至現在耶穌就在

父的右邊，是我們和父的中保。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耶穌

在天父的右邊為我們代求。因此，當我們與罪惡搏鬥時，讓我們

轉向那位愛我們的神，甚至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而死。 

 

默想問題： 

1. 對於耶穌為人類的懇求你有什麼看法？ 

2. 當您懷疑神的愛與寬恕時，耶穌的代求如何幫助你？ 

3. 當你面對冤枉你的人時，耶穌的代求如何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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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今日你將在樂園裡與我同在” 
路加福音 23:32-33，39-43 
 

耶稣被釘十字架並非高尚的事。 十字架是要用來羞辱被釘者的。

在羅馬人中，和被釘十架的人有關聯是件恥辱的事。出於這種恥

辱，耶穌被釘在兩名罪犯之間。我們不知道這兩個罪犯犯了何罪，

但在羅馬，釘十架的刑罰都是用在犯重罪的罪犯身上的。從耶穌

被釘十架可以看出羅馬人是如何看待耶穌的：一個應接受死刑的

罪犯。耶穌被圍觀的人嘲笑。路加福音告訴我們，就連耶穌旁邊

的一個罪犯也輕蔑的嘲笑他，對他吼叫 “你不是基督嗎？救救你

自己和我們吧！“ 

但是另一名罪犯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 神嗎？ 

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 但這個人沒

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 這位罪犯認識到自己的過錯以及他如何

在罪惡中浪費自己的生命。 但是，隨著這名罪犯臨近死亡，他意

識到自己在上帝面前是羞愧的。 他聽說過耶穌，耶穌對罪人憐憫。 

這個人所能做的就是得到耶穌的憐憫。這個罪犯以真誠的態度說：

“耶穌啊！你的國降臨的時候，求你紀念我。” 

耶穌並沒有說：“對不起，我不能幫助你”，或是，“讓我們相

信上帝”。耶穌對這位罪犯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今日你

將在樂園裡與我同在。” 我們可以從耶穌的陳述中觀察到以下幾

點： 

首先，即使耶穌快死在十字架上，他仍然堅信他有應許我們永生

的能力。 當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時，這並不是不確定

或會動搖的陳述。 耶穌的生命是堅定勇敢的。 他在人民的普遍

支持下宣稱擁有這種能力。 但是現在他的支持消失了，他在十字

架上就要死去了，耶穌仍然堅持宣稱擁有這種能力。 當他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這是出於他的權柄。 他不需要與人商

量。 

其次，耶穌的宣告是強而有力的確據。 “你將與我同在樂園裡”。 

耶穌大膽地提出了這個宣告。 他沒有說，“我希望你會和我在一

起。” 他沒有向天父禱告讓那個人在樂園與他同在。 耶穌直接

宣告將會發生的事。 

 

第三，耶穌指出了那些相信他的人死後得永生的盼望。 耶穌說：

“今天，你將在樂園與我同在”。 耶穌說的是義人將去的一個得

安慰和祝福的地方。 耶穌也在那裡。 

你對這個好消息感覺如何？ 首先，它告訴我們耶穌是誰。 耶穌

不僅僅是一位教人道德和“如何相愛”的宗教老師。 耶穌甚至宣

稱當死亡臨到時，他是我們依賴得永生的人。 如果一個人相信耶

穌，他就可以得永生。 即使在十字架上，他也與他的說法相符。 

這不是好老師的教導，而是彌賽亞的宣告。 你可以稱他為騙子，

瘋狂的，錯誤的或真實的。 但是你不能僅僅稱他為一位好的，有

道德的老師。 而是應該真正評估耶穌的宣稱。 

其次，它表明 邪惡的罪人也能得到憐憫。這罪犯沒有任何權利。 

他也沒有覺得該得到憐憫。 他所能做的只是依靠耶穌的憐憫。 

他以簡單的信仰請求耶穌在他進入他的國度時記念他。 耶穌白白

地給了他恩典。 這位罪犯除了耶穌的慈愛之外，沒有什麼可誇的。 

後，即使在死亡中也有希望。 在今天的情況下，當看不見的病

毒使巨大的經濟停滯，並且死亡可能突然來臨時，讓我們記住基

督的應許。 即使在我們的臨終之際，也要讓我們相信那位應許永

生的基督。 

 

默想問題： 

1. 你從十字架上的罪犯如何檢視自己？ 

2. 檢查你的思想和生活行為。 有時你會覺得自己深陷於罪

中，無法接受上帝的恩典嗎？ 有時你會懷疑自己有資格

得到上帝的祝福嗎？ 

3. 耶穌對罪犯的應許帶給你什麼樣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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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婦人,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   
約翰福音 19：25-27 
 

今天的信息，我們稍可一窺耶穌和他母親的關係。路加福音講到

耶穌還是嬰兒時，瑪麗亞就被告知說她的心也會被劍刺穿（路加

福音 2:35）-就是說她也會因為這孩子經歷深切的悲痛。瑪麗亞

實實在在明白了先知的話了，當她看見自己的兒子被釘在十字架

上. 

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 下面的群眾諷刺他。士兵們則拈鬮分他在

這世界的財物-他的衣服。但遠遠站在一邊的是一群婦女，包括他

的母親，他的姨媽，革羅罷的妻子瑪麗亞，和抹大拉的瑪麗亞；

當中還有門徒約翰（也就是約翰福音的作者）。就是這時候耶穌

對他母親說：“看，你的兒子！”然後對他門徒說：“看，你的

母親！”約翰寫道：從那以後，那門徒就把瑪麗亞接到自己家。 

那時的文化背景是社會上 無助的就是寡婦，她們沒有社保基金

也沒有銀行賬戶。瑪麗亞那時候肯定是寡婦了，因為耶穌童年之

後她丈夫約瑟就再沒有被提到。所以長子就有責任照顧家庭。叫

約翰照顧他母親，耶穌就滿足了社會的要求也盡了照顧他母親的

責任。 

基督徒經常也會遇見照料家庭和服侍神的矛盾。在大多數的情況

下，兩者並不衝突；但有時候就會。決定於你所處的社會文化背

景，你可能會偏倚某一邊。西方的人更傾向於獨立生活並獨立於

父母，但來自更互相依賴的社會文化的人，家庭責任顯得更重要。

耶穌是怎麼做的呢？ 

耶穌讓我們看到我們固然要照顧家庭，但神的旨意應該是 高的。

當然他不是說我們可以忽略我們的家庭，神在十誡中就命令我們

要敬重父母，耶穌也罵法利賽人叫人把原來該拿來奉養父母的錢

拿來支持聖殿（馬可福音 7:11-12）。法利賽人把傳統置於神的

命令之上。但在另一個場合耶穌又似乎疏遠他的家人，那時耶穌

被毀謗，人們說耶穌是被鬼魔纏身，家人來找他，大概是想控制

他。耶穌說他真正的家人就是那些聽了神的話又遵守的人 （路加

福音 8:19-21）。 

我們怎麼看這些事件？耶穌前後不一致嗎？不是，耶穌是把父神 

 

的旨意高過人的傳統。你看他在服從神的旨意一事上是高度一致

的。他的一致體現在即使在十字架上他還想著如何照顧母親。 

 

問題和思考： 

1. 當父母健在的時候你如何做人呢？你是試著與父母分開呢

還是把家庭責任優先於神呢？ 

2. 如果你是為人父母的，你家的規矩是什麼樣呢？順服神的

旨意是不是你 盼望你的孩子做的呢？你家的規矩教你的

孩子什麼呢？ 

3. 耶穌的榜樣帶給你挑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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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 
馬可福音 15:33-39,詩篇第 22  
 

大多數的新約聖經都是用希臘文寫的，因為希臘文是當時的通用

語言，作者們是想把福音傳出去，但有少數幾句是用亞蘭文寫的-

就是耶穌講話教導的時候所用的語言。一個例子就是耶穌被掛在

十字架上時所說的話。當耶穌 後的時刻，耶穌喊了這句話“以

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馬太和馬可都記錄了耶穌這

句話並都是用耶穌用的亞蘭文。這裡有個原因，就是通過這些話

我們可以明白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思想；我們也可以看到，即使到

後，人們還是沒有明白耶穌。 

馬太和馬可都翻譯了這句話，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的神， 我的

神，為什麼離棄我？”什麼意思呢？一方面我們從這句話我們可

以體會一點耶穌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和經歷的。耶穌是感覺到與

父神的分離，這是極其悲哀和痛苦！ -他感到他好像是被天父斷

絕了關係。許多人認為那是耶穌的感覺被分離是因為他背負了全

世界的罪，這有一些道理。從神學的角度講，耶穌被掛在十字架

上是被神離棄，斷絕關係並咒詛的-那是他應得的懲罰。 

從另一方面講， 這時候耶穌是表現了他的悲傷，也體現了他的忠

心。耶穌時代， 詩篇不像現在是編了次序的，某一篇都是按照第

一句來記的。詩篇第二十二篇就是以 “我的神， 我的神，為什

麼離棄我？”開頭的。猶太人的男孩像耶穌從小就記住了詩篇並

隨時能背的。這詩篇是大衛寫的表達他的悲傷和憂愁，大衛感覺

像是被神遺棄就做了這個禱告。耶穌也表達了同樣的情懷。為什

麼我說這話也反映了耶穌的忠心呢？詩篇二十二篇前面敘述了大

衛和耶穌的悲傷和痛苦，大衛講到他被包圍，經歷了身體的，情

感的和靈裡的痛苦。很有意思的是，詩篇裡講到他的手和腳都被

刺穿了。詩篇結尾並不像開頭那麼絕望，而是說神是偉大的並求

神救他，結束時是希望神會看到他的遭遇並地上的人們會轉回歸

向神。 

有趣的是當地上的人們聽到耶穌的喊叫時反應，他們都不明白耶

穌的話, 他們以為他是在呼叫先知以利亞來救他，所以就有人用

海綿吸了醋用棍子頂上去讓耶穌潤口然後退後看是不是以利亞會

來救他，哪知，這時候耶穌叫了 後一聲就斷氣了。 

 

馬可福音記載這時候有兩個非常事件發生，一是聖殿裡的幕布裂

成兩半，這幕布本是用來隔開聖殿其他地方與聖殿 聖潔的地

方的。幕布裂開是極其非凡的，因為它意味著全世界都可以有神

的同在了。 

第二件事是目睹耶穌死的羅馬士兵百夫長說了話：“這人真是神

的兒子！”一個外邦人能認出耶穌的身份而耶穌的同胞們卻不能。 

今天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到三樣事情。一是耶穌的受苦，他在神裡

面的掙扎和他那句表明他完全信靠父神的話。二是我們看到即使

耶穌受死的時候還是有人無法明白他是誰，反而是想不到的人明

白了。 後是我們看到因著耶穌的死我們能和基督有正確的關係。

幕布的開裂讓我們明白耶穌已經開了道路讓我們能來到神面前。 

 

問題與思考： 

1. 耶穌在痛苦中是如何轉向父神的？在痛苦中耶穌如何表現

出他的忠心？ 

2. 思考你和你相識的人為什麼很難認識耶穌的身份的不同理

由，在什麼方面人們只是心裡承認耶穌而在行動上卻好像

不認識他？ 

3. 你怎樣理解因為耶穌你可以見神？這方面你需要怎樣更進

步？有哪些方面你可以更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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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 
路加福音 23:44-49 
 

路加告訴我們，耶穌死的時間在大約下午 3 點。儘管是白晝，黑

暗卻籠罩著整個大地。黑暗是由於烏云密布，黑暗更是上帝審判

和憤怒的標誌。聖殿中幔 子被撕成兩半，耶穌大聲喊叫：“父 

阿 !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 ！” 然後，耶穌停止呼吸，死了。 

馬可福音記下耶穌死時有一個百夫長在場。馬可在耶穌的死亡記

載了不同的東西。在路加的版本中，這百夫長將榮耀歸給了上帝，

並宣布了耶穌真是個義人！這不是福音書互相矛盾。路加在這裡

強調耶穌是一個純正公義的犧牲。其他看到耶穌死亡的人可能想

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公義? 怎樣可能以這種方式將善良無辜的人處

死？在耶穌傳道中與耶穌同在的一些婦女和其他熟人從遠處注視

著。之後 “眾人見了這所 成 的 事 都 捶 著 胸 回 去。” 

耶穌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死亡是終局的。在生活中，面對挑戰時，

我們可以尋求幫助。如果我們丟了工作，我們可以嘗試再找一份。

如果我們生病了，我們可以嘗試藥物。但是死亡是 終的。我們

沒有其他資源可以利用避免。沒有人可以幫助我們。我們每個人

都要單獨面對死亡。 

作為神，耶穌當然可以預見到死亡之後。耶穌知道上帝不會拋棄

他，他會從死裡復活。他預言了所有這些事情。但是耶穌仍然必

須經歷人類的死亡。就像您第一次入水之前會不能自制深呼吸一

樣。儘管耶穌是上帝，他的信仰像其他任何人一樣受到考驗。順

服至死,他宣告了對天父的信心和信靠。 

聖經揭示了我們服從上帝的問題不僅是罪，還在於我們無法信任

上帝。我們不聽從上帝，因為我們不信任他。我們相信自己的推

理，相信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自己做事的方式。亞當夏娃就

是這樣，他們不相信上帝的命令,要在樂園裡吃禁果。甚至, 聖經

中 好的英雄都失敗了。亞伯拉罕為了保護自己而使妻子撒謊。

以色列人不信任上帝，並不斷反抗摩西。大衛國王不相信上帝的

計劃是善良的，並且犯下通姦罪。甚至耶穌的門徒也沒有完全相

信上帝。 

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需要耶穌為我們的罪惡付出贖價。但

是您知道您對耶穌的信心和信任也很軟弱嗎？由於恐懼或缺乏控

制，我們多少次表現不忠？因為不相信上帝的命令比 我們所看到 

 

的更好，我們有多少次犯罪？我們需要有人代表我們忠於上帝。

我們需要一個代表我們, 不變的信任上帝的人。我們需要在上帝

面前, 只有耶穌才能做到的完美信心記錄。我們的不忠已經與耶

穌同釘死於十字架上。而耶穌那個完美信靠和信心的記錄,已經代

替我們在神面前。 

因為耶穌所講的每句話，我們看到耶穌信靠父神直到 後。 今天,

花點時間感謝耶穌代表我們對天父的信心。 感謝主在我們不忠時

的忠貞。 花一些時間謙卑自己，意識到自己的信心的不足，但是

耶穌的信心足以使你稱義。 

 

默想問題： 

1. 當您感覺無法控制局勢時，您將如何應對？ 想想你生氣

的時候為什么生氣？ 是因為您想而沒有得到嗎？ 

2. 您需要如何成長才能更信靠上帝？ 上帝可能現在呼喚你

服從, 你抗拒的是什麼？ 

3. 當您思想耶穌時，你可知道基督的信心記錄如何給您帶來

安慰？ 當您知道自己的信仰軟弱時，您會如何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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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我渴了”“成了” 
約翰福音 19:28-30 
 

開始一個工作可以很容易,完成往往是不易的。一個成熟的性格的

標誌是能夠開始, 堅持而完成當做的事。在今天的経文中，我們

要研究約翰在十字架上對耶穌的遺言的敘述。它們是聖經中 令

人安慰的短句。 

約翰福音的主題之一是耶穌對他使命時間的認識。在整個約翰福

音書中，耶穌敏銳地意識到正確和適當的時間，尤其是在他被釘

十字架和死亡之時。耶穌知道死亡快到了，說了兩句話。第一句

話“我渴了”，告訴我們耶穌渴了。釘十字架迫使體內的體液流

到許多錯誤的地方, 使主口渴難耐。這使我們想起耶穌死後是完

全的人。他不是一個精神或鬼魂，正如一世紀錯誤地宣稱的那樣。 

但是約翰告訴我們，耶穌說這不僅是身體需要的表達，而且是為

了滿足聖經的應許。詩篇 69 篇講述了大衛如何在人民手中遭受痛

苦，他們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他喝了毒藥。以類似的方式，在耶穌

去世之前，給他喝了酸酒。 

第二句話“完成了”, 意義重大。很難低估這句話的重要性。耶

穌的苦難不僅在他出賣之夜開始。改革宗的神學家喜歡談論耶穌

對父的主動服從和被動服從。服從不僅是您做的事情（主動），

還是您不做的事情（被動）。它還涉及您對上帝旨意的回應方式。

您可以服從上帝，在困難的情況下遵守上帝的旨意，或者您可以

抵抗。 

耶穌的痛苦涉及他的一生。從耶穌出生的那一刻起，耶穌就以積

極遵守天父旨意的方式生活。眾所周知，這在罪惡的世界中尤其

困難。這是耶穌的積極服從。儘管耶穌有權不去十字架，但他還

是願意服從被釘在十字架上受苦。這描述了耶穌的被動服從。父

決意這一事件發生，而耶穌服從不會違抗。因此，當耶穌說“完

成了”時，就意味著他完成了父所賦予他的任務。 

今天對我們來說這是個好消息嗎？當耶穌說完成時，耶穌說他的

使命已經完成。他一生的仼務很成功，現在完成了。為了我們的

得救，再沒有其他需要的事情了。 

幾年前，我在遊船上與一位年邁的紳士交談。這位先生注意到我

正在讀聖經，很感興趣，所以我們聊了起來。他是天主教徒，想 

 

談論神學和煉獄的話題。煉獄是一種天主教教義，教導人們，如

果一個人的生活不完美，他們將花費更多的時間在煉獄中以“償

還”剩餘的罪惡。天堂是完美的，因此，要使不完美的人上天堂，

就必須使其完美。我們討論過，這種教導在聖經中沒有價值，但

是這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如果有煉獄，那麼上帝就不是正義。煉

獄意味著一個人必須償還自己的罪過。這意味著上帝要求為罪孽

加倍償還。因為不單耶穌需要償還我們的罪過，但我們也要償還。

但是，當耶穌說“完成了”時，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耶穌的

報酬足以支付我們所有的罪過。 

基督徒，你聽到基督對你的宣告嗎？耶穌說“完成了”時，就意

味著他的血足以償還你的罪。您無能為力, 你做得不可能夠好，

可以使上帝會讓你進入天堂。在這一生中，我們中的一些人卻拒

抗基督的寬恕。我們覺得我們做得還不夠。事實是我們真的做得

不夠, 我們也不可能足夠。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呢？我們不應隱藏, 

我們也不應怪別人,或找籍口辯解。我們需要承認自己的弱點，定

睛十字，聽著主的諾言，“成了。” 

 

默想問題： 

1. 在我們的生活中，相信自己做得還不夠以償還自己的罪惡,

會帶來如何的心態？ 

2. 您有沒有用想自己的表現來證明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地位？ 

3. 請聖靈用耶穌的話安慰你，即使你失敗,耶穌的工作仍然

是足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