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最後一週

高洛安牧師 6-17-2012

第六課 本週題綱：
壹〉 耶穌被釘十字架
貳〉 耶穌為人代禱
參〉 耶穌被眾人譏誚
肆〉 兵丁分衣
伍〉 強盜得救
陸〉 耶穌安慰母親
柒〉 耶穌斷氣前光景
a. 受父神離棄
b. 主說渴了、成了
c. 主將靈魂交與父
捌〉 殿幔和墳墓裂開
玖〉 肋旁被扎
壹拾〉
週五被安葬
壹拾壹〉
墳墓被看守
壹拾貳〉
眾人守安息日
本週 Home Works：
1) 保羅說有一種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是不知道的，他們若知道，就
不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了〈林前 2:8〉這是種甚麼樣的智慧呢？
2) 十字架上有一個犯人是得救了，我們是怎麼知道的呢？(路 23:42)？
3) 試簡述你對『樂園』和『陰間』的看法？
4) 你認為是什麼使得有些人不顧危險、不看環境，能忠心的跟隨耶穌到
十字架流血的身邊呢？
5) 十字架上是肉體的痛苦，背負眾人的罪孽被父神離棄是靈裡的痛苦。
你覺得那一種痛苦大？今天我們如果有罪，那我們和父的關係會如
何？
背頌經文：林後 1:10
1

耶穌被釘十字架(太 27:33-35;可 15:22-24,25; 路 23:33; 約 19:18)
苦膽調和的酒→ 猶太人有個習俗（根據 箴 31:6 ），給那些即將被處決的人喝摻
入沒藥或苦膽的酒，使他們對痛的反應比較不敏銳。
釘十字架→ 犯人的雙手被釘在橫樑上，雙腳被綑或釘在直樑上。犯人只能靠雙腳
支撐部份身體重量。因為這個刑罰很殘酷，所以只有奴隸才被判處此種刑罰。
1.1 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在甚麼時辰？(可 15:25)
1.2 與耶穌同釘十字架的有兩個人，怎麼知道耶穌是被釘在中間？(約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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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約中的時間：
己
初
午
正
末
時

上午九點
中午十二點
下午一點

太 20:3
可 15:25
太 20:5
可 15:33
約 4:52

申
初
申
正
酉
初

下午三點
下午四點

太 20:5
可 15:33-34
約 1:39

下午五點

太 20:6

2 耶穌在十字架上為人代禱(路 23:44)
2.1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第一句話是甚麼？(路 23:34)它的特徵是赦免、是愛！
2.2 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逼迫你們的怎樣？(太 5:44)
2.3 保羅說有一種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是不知道的，他們若知道，就不把榮
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了〈林前 2:8〉這是種甚麼樣的智慧呢？H.W.
3 耶穌被眾人譏誚(太 27:37-44;可 15:26-32; 路 23:33,35-38; 約 19:19-22)
3.1 在耶穌的頭以上安一個牌子，寫著他的罪狀，說的是甚麼？
3.2 這個牌子是用那幾種語言寫的？Why?
3.3 來到十字架下有那些人？他們說了些什麼樣子的話？

 從那裡經過的人譏誚他，搖著頭，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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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長和文士並長老也是這樣戲弄他，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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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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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同釘的強盜也是這樣的譏誚他
 官府也嗤笑他，說：他救了別人；他若是基督，神所揀選的，可以
救自己吧！
 兵丁也戲弄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說：你若是猶太人的王，可以
救自己吧！
3.4 為什麼猶太人的祭司長要對彼拉多說：『不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他自
己說：我是猶太人的王。』？
3.5

彼拉多有沒有改寫這個牌子呢？(約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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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兵丁分衣(太 27:35-36;可 15:24; 路 23:34; 約 19:23-24)
4.1 兵丁用甚麼方式處理耶穌的裡衣和外衣？(約:19:23-24)
「拈鬮分衣服」：傳統上，十字架上的受刑人都是裸身被釘的，所以受刑人
的衣服就成為執刑人的所得。 兵丁在十字架的陰影下他們還能賭博。為了得
到耶穌的衣服，可惜的是他們沒有得到那更寶貴的救恩。
5 強盜得救(路 23:39-43)
5.1 同釘的兩個犯人中有一個是怎麼樣的譏誚他？(路 23:39)
5.2 另外一個如何的責備這個譏誚耶穌的犯人？他還求甚麼？(路 23:40-42)
這兒我們看見，地上的刑罰只能懲治人的罪，並不能真正叫人悔改。
這兩個掛在十字架上的犯人，一個一直的停留在罪中，結果就走向滅亡；另
一個，選擇轉向神，結果就走向樂園，神的同在中。
5.3

耶穌如何回答這個求祂的犯人？(路 23:43) ) (十架七言第二句話)
5.3.1 這個犯人得救了沒？ (路 23:43) 是怎麼知道的呢？(路 23:42)
5.3.2 這個犯人並沒有受洗可以算是得救麼？(加 2:16)
5.3.3 基督徒信耶穌，死後，靈魂馬上去了那裡？(路 23:43)
靈魂離開身子，指的是肉體的死亡，我們的靈魂馬上與主同在
基督徒信了主以後要盡快的接受水禮為主作見證，因為：
 水禮是主在大使命中的一個命令
 耶穌在地上的時候親自立了榜樣，祂為了盡諸般的義，受約翰的洗。
但是，洗禮並不是得救的條件。人得救乃是因為『信耶穌』
5.3.4 你對『樂園』和『陰間』的看法？ H.W.

6 耶穌安慰母親(約 19:25-27)
6.1 站在十字架旁邊，與耶穌同心的有那些人？(約 19:25,26)
6.2 你認為是什麼使得他們不顧危險、不看環境，能忠心的跟隨到主十字架流血
的身邊呢？H.W.
6.3 內中抹大拉的馬利亞是誰？(路 8:2)
6.4 耶穌對祂的母親和所愛的門徒說了甚麼？(約 19:26-27) (十架七言第三句話)
6.5 從此那門徒作甚麼？
6.6 馬利亞忍受著身心靈的痛苦，正應驗了當初『西面』的那句預言？(路 2:35)
6.7 我們要如何才能成為一位主所愛的人呢？(約 14:21)
6.8 耶穌來、祂沒有廢掉律法，乃是成全。在十字架上祂如何用最實際的方式來
謹守『孝敬父母』的律法？(約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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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因為愛耶穌，所以他一定能愛耶穌所愛的母親！
我們也因為愛耶穌，所以一定也能愛耶穌所愛的世上失喪的靈魂。
7 耶穌斷氣前光景(太 27:45-50;可 15:33-37; 路 23:44-46; 約 19:28-30)
7.1 受父神離棄(太 27:45-49;可 15:33-36; 路 23:44-45)
7.1.1 這時候遍地都黑暗了約幾小時？(太 27:45; 可 15:33; 路 23:44)
7.1.2 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著說甚麼？是甚麼意思？(太 27:46; 可 15:34)
(十架七言第四句話)
7.1.3 耶穌與父原來有怎樣的關係是？
7.1.4 現在耶穌被父離棄的原因是？
7.1.5 十字架上是肉體的痛苦，背負眾人的罪孽被父神離棄是靈裡的痛苦。你覺得
那一種痛苦大？今天我們如果有罪時，那我們和父的關係會如何？ H.W.
7.1.6 此時神已經離棄祂了，但是祂仍然呼喊『我的神！我的神！』Why?
我們在跟隨主的道路上，常常失敗、軟弱、犯罪、跌倒，在我們的生活中看
不見神。但是神卻沒有一時一刻的離開過我們。
沙灘上的腳印那幅畫，將這觀念刻劃的最透徹！
保羅在羅 9:3 說：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離，
我也願意。保羅為福音的緣故，為著自己的骨肉同胞就是一直以來逼迫他的
猶太人，他寧願意為他們經歷耶穌在十字架上這份與神分離類似的痛苦。
7.2 主說渴了、成了 (約 19:28-30)
7.2.1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了，耶穌『知道』什麼？(約

19:28) 又已經成了甚麼？
我們也需要有這樣子的知道，如此，我們就不會埋怨，不會逃避，
如果我們知道，就有使命感，就不會搖擺，就能迎戰外來的苦難。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知道，我們可以向主求。(弗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靈賞給
我們，使我們真知道祂。
7.2.2
7.2.3
7.2.4
7.2.5
7.2.6

我們如何的能『真知道祂』？
耶穌說『我渴了』是應驗了經上那處的話？(詩 69:21) (十架七言第五句話)
『我渴了』可能有的另外一層意思？
耶穌嘗了那醋，就說：成了！指的是？(約 19:34) (十架七言第六句話)
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成就了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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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主將靈魂交與父(太 27:50;可 15:37; 路 23:46; 約 19:30)
7.3.1 耶穌大聲喊著說甚麼？(十架七言第七句話)
主耶穌在祂剛開始事奉傳道時受洗後祂就跪著禱告，斷氣前的最後一句話也
是一個禱告！耶穌的一生充滿了禱告。
7.3.2

便低下頭，將靈魂交付神了。(約 19:30)

8 殿裡的幔子和墳墓裂開(太 27:51-56;可 15:38-41; 路 23:45,47-49)
8.1 百夫長和一同看守耶穌的人看見地震並所經歷的事，就極其害怕，

說了甚麼？ (太 27:54; 可 15:39)
羅馬政府的百夫長是紀律和權威的代表，曾經有一個百夫長對耶穌
說：『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所以，百夫長很可能用這
樣的角度來看耶穌。他的結論是：耶穌中規中矩，祂滿有莊嚴和權
威。祂的死證明祂有神所擁有的屬性。馬可福音說：這真是個義人。
8.2

殿裡的幔子從上到下裂為兩半，有甚麼特殊的意義？
祭司長及公會中的宗教領袖們以為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後他們已經
得到了勝利，豈不知，耶穌卻借著『十字架』廢除掉了祭司制度〈殿
裡的幔子從上到下裂為兩半，從此通往至聖所的路已經開通了〉，耶
穌藉著死奪回了祂的職權，為所有的聖徒開創了祭司的職份。

9 肋旁被扎(約 19:31-37)
9.1 猶太人因第二日是安息日，屍首不可以留在十字架上，就求彼拉多

9.2
9.3
9.4

叫人打斷他們的腿，這時發現耶穌已經怎樣了？(約 19:33)就不打斷
祂的腿。
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肋旁，隨即有什麼出來？(約 19:34)
主耶穌的骨头一根也不可折断，應驗了舊約中獻祭的那一樣祭物？（出十二
46，民九 12）

當一個人血液中「紅色」和「透明的液體」彼此分離時，醫學上可
以證明這人是已經死了，就算他還活著，也活不了多久的。
兵丁他們的動機也許是出於憐憫，他們是想來幫助耶穌，但是，出於人的幫
助最多也只是用槍來扎祂！

10 週五被安葬(太 27:57-61;可 15:42-47; 路 23:50-56; 約 19: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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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聖經中怎麼形容亞利馬太來的約瑟？(太 27:57;可 15:42; 路 23:50; 約 19:38)
10.2 彼拉多把耶穌的身體賜給約瑟後，約瑟作了些甚麼事？(太 27:59,60;可 15:46;
路 23:53; 約 19:40,41)
10.3 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裡去見耶穌的，帶著多少斤的沒藥和沉香來

安葬耶穌？
11 墳墓被看守(太 27:62-66)
11.1 公會的成員去見彼拉多，要求彼拉多派人看守墳墓，因為他們怕甚麼？(太
27:64)
11.2 彼拉多允准了他們，他們就怎樣行了？(太 27:66)
12 眾人守安息日(路 23:56)
有些婦人跟在後面，要知道耶穌是安葬在那裡，她們便回去預備香料。在安息
日，她們便遵著誡命安息了。準備在七日的第一日黎明的時候帶著香料去墳
墓。
十架七言：








ａ）「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不曉得。」路廿三：３４
ｂ）「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樂園裡了！」路廿三：４３
ｃ）「婦人看妳的兒子！看你的母親！」約十九：２６—２７
ｄ）「我的 神！我的 神！為什麼離棄我？」太廿七：４６—４７
ｅ）「我渴了！」約十九：２８
ｆ）「成了！」約十九：３０
ｇ）「父阿！我將我的靈魂交在你手裡！」路廿三：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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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中對耶穌的預言及在新約中的應驗：
舊約預言

預言性質

新約應驗

為友所賣

太廿六：１５

被賣以卅塊錢

太廿七：３－１０

出賣祂的錢用來買了一塊地

太廿六：１４－１６

亞十三：７

被拘時門徒四散

太廿六：５６

賽五十：６

人唾其面

太廿六：６７

詩卅五：１１

以偽證定其罪

太廿六：５９

詩二：１－２

猶太外邦同謀害主

徒四：２５－２７

賽五十三：１２

列於罪犯之中

可十五：２８

詩廿二：１８

衣服被拈鬮

約十九：２４

賽五十三：７

如羊無聲

太廿六：６２

賽五十三：６

被鞭打和吐唾沫

太廿七：２６

詩廿二：１５－１６

手足被釘

詩廿二：１

大聲呼叫

詩六十九：２１

人拿醋給主喝

約十九：２８－３０

詩廿二：７－８

被包圍及饑笑

太廿七：３９

出十二：４６、詩卅四：２０

骨頭沒有折斷

約十九：３６

詩卅一：５

靈魂交與父

賽五十三：９

埋於財主的墳墓裡

詩四十一：９、詩五十五：１２－
１４
亞十一：１３
亞十一：１２－１３，耶十八：１
－４、十九：１－４

神何故離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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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太廿七：４６

路廿三：４６
太廿七：５７－６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