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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十五 21~十六子的受苦與得勝子的受苦與得勝
我們上次已經提到：耶穌受到兵丁的嘲弄、羞辱，

現在祂要被交付去釘十字架。

這個時候，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

古利奈人是在北非的地方，有一位西門，

他是亞力山大 及魯孚的爸爸他是亞力山大、以及魯孚的爸爸 (十五21) ，

魯孚就是 羅十六13 的魯孚，他們的父親可能正好

從北非來到這個地方，兵丁就勉強他要去背耶穌的十字架從北非來到這個地方，兵丁就勉強他要去背耶穌的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大概有一百磅重，對一個犯人來講的話，

就是要消耗他的體力 而且要他就是要消耗他的體力，而且要他

自己背著十字架走到被釘的地方去，

是一個很殘忍、很羞辱人的一種刑罰。是一個很殘忍、很羞辱人的一種刑罰。

耶穌祂的身體，比一般人枯槁、

祂的面貌都比一般人好像憔悴，祂的面貌都比 般人好像憔悴

因為為我們的服事祂非常的辛苦。

羅馬人的兵丁，有權利要百姓替他們做事，

西門很可能也是因為這樣來服事基督 而信了耶穌西門很可能也是因為這樣來服事基督、而信了耶穌。

這時候他們就把耶穌帶到了各各他地方，

各各他翻出來就是髑髏地 Th l f th k ll各各他翻出來就是髑髏地 The place of the skull，
Skull 的意思就是頭顱，就是它這個山丘、石頭的山頂，

它的樣子就像 個人的頭顱 叫作髑髏地它的樣子就像一個人的頭顱，叫作髑髏地。

他們選這個地方，其實是經過一個大的通道，

一個大的通道的一個地方、也就是在那裏釘犯人，一個大的通道的一個地方、也就是在那裏釘犯人，

可以讓很多的過路人經過都可以看到，也來警惕市井。

就有人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祂卻不受，就有人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祂卻不受，

沒藥可能是用苦膽調在醋裏面，

就給耶穌喝、可以止痛用的。就給耶穌喝 可以止痛用的

但是耶穌卻不願意領受，為什麼呢？

耶穌不願意在不清醒中來受這個刑罰耶穌不願意在不清醒中來受這個刑罰

祂要完全清醒的來承受這樣的酷刑…

於是他們就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拈鬮分祂的衣服…
這就應驗了詩廿二18 他們分我的外衣 為我的裡衣來拈鬮這就應驗了詩廿二18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來拈鬮

約翰福音 一共有四個兵丁在拈鬮、祂的衣服是被分成四塊

這個時候把祂釘在十字架上這個時候把祂釘在十字架上，

馬十五25 釘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時候。

已初就是第三個小時 也就是早上九點的時候已初就是第三個小時、也就是早上九點的時候

約十九14 那日是預備逾越節的日子，約有午正。

午正是十二點鐘 可是很可能午正是十二點鐘。可是很可能

是照羅馬人的時間的算法，

它可能是從午夜開始算，它可能是從午夜開始算，

所以在午正並不是十二點鐘。

是在上午六點的時候行刑，是在上午六點的時候行刑

而在午正的時候、也是執行的時候，

是在早上九點，所以算法可能不一樣，是在早上九點 所以算法可能不 樣

但是都是在早上九點的時候就釘在十字架上。



上面有寫祂的罪狀是猶太人的王，約翰福音 用三種文字寫的：

希伯來文 羅馬文 (就是拉丁文) 希臘文希伯來文、羅馬文 (就是拉丁文)、希臘文。

又把兩個強盜和祂同釘十字架，

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馬可福音 耶穌的兩個門徒約翰、雅各，

他們去求耶穌要坐在祂的左邊 跟右邊他們去求耶穌要坐在祂的左邊、跟右邊，

耶穌當時就問他們說：我要喝的杯你們能喝嗎？

他們都說能；他們都說能；

在這裏我們就看到 –在耶穌的左邊、右邊是什麼？

同樣的釘十字架，這是苦杯啊！所以他們並不曉得同樣的釘十字架 這是苦杯啊！所以他們並不曉得

他們要喝的杯是什麼杯，他們以為是左右丞相。

那我們知道：我們要在耶穌的左右邊，那我們 道 我們要在耶穌的左右邊

是跟祂一樣同受世人的唾棄

我們的價值觀是跟世人是不一樣的，

為了傳福音給世人，而受許多的逼迫、鞭打、甚至殉道

祂在釘十字架以前受到兵丁的羞辱，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受到所有路過那裏的人的羞辱 包括受到所有路過那裏的人的羞辱，包括 –
公會的領袖、猶太的百姓。羞辱祂的話是什麼呢？

十五29 32 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十五29-32 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

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祭司長和文士，也是這樣的戲弄他，彼此說：祭司長和文 也是這樣的戲弄他 彼此說

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

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了。

那跟他同釘的人也是譏誚他…
所以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不僅是這麼殘酷的刑罰，

而且還受到宗教領袖、本國的同胞、本國的犯人的嘲笑。

並且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午正到申初，就是從十二點到下午三點，

祂被釘的時候是早上九點，

十二點到下午三點，遍地都黑暗了。

黑暗是代表什麼？出十21~22 或 摩五9

都可以看到黑暗是代表神的審判都可以看到黑暗是代表神的審判。

這個是大白天的時候，卻遍地都已經是黑暗。

而且申初的時候，耶穌大聲的喊著說：而且申初的時候，耶穌大聲的喊著說：

「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

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翻出來就是：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申初就是下午三點鐘，耶穌在斷氣以前曾經大聲的喊叫…
這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地方，這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祂跟父神的關係，

因為世人的罪而被斷絕，為什麼呢？因為世人的罪而被斷絕 為什麼呢？

哈一13 你眼目清潔、不看邪僻、不看奸惡，

行詭詐的，你為何看著不理呢？行詭詐的 你為何看著不理呢？

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你為何靜默不語呢？

哈巴谷這邊就說：神是公義聖潔，

祂不看這個罪惡的事情。

耶穌是為世人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

所以世人所該受的刑罰 耶穌為我們受了所以世人所該受的刑罰、耶穌為我們受了，

神是掩面不看罪惡的，因此在十字架上的這一段時間，

是耶穌心靈上最孤單、最痛苦的時間是耶穌心靈上最孤單、最痛苦的時間 –
不僅是肉體受痛苦、而且心靈也受盡了痛苦。

這時旁邊站著的人，有的聽見就說： 「看哪！祂叫以利亞這時旁邊站著的人，有的聽見就說： 「看哪！祂叫以利亞。 」

因為在亞蘭文，Eloi 就是以利，很像「以利亞」這個發音，

所以有的人就說： 「祂是在叫以利亞呢！ 」所以有的人就說： 祂是在叫以利亞呢！ 」

以利亞在 王下 有記載，他是坐火車火馬、

沒有經歷過死亡就升天去了。沒有經歷過死亡就升天去了

所以有預言說：在末後的時候以利亞會先來到世上。

所以在每一次在逾越節、猶太人在過逾越節，所以在每 次在逾越節 猶太人在過逾越節

他們吃晚餐的時候，家裏面都要預備一個空的椅子。

那個空的椅子他們就是預備給誰坐的呢？

希望以利亞可能今天晚上回來了，要救猶太人了。



就有一個人就跑去，把海絨蘸滿了醋、綁在葦子上 就送給祂，

說 「就看以利亞來不來救祂？說： 「就看以利亞來不來救祂？ 」

其實他們就是要羞辱祂、延長祂死亡的時間，

就給祂止渴 用醋去給祂喝 可以止痛就給祂止渴、用醋去給祂喝、可以止痛，

可是耶穌不受這些醋什麼的、祂不吃這些。

十五37 耶穌大聲喊叫 氣就斷了十五37 耶穌大聲喊叫、氣就斷了。

耶穌祂在十字架上死亡是在申初的時候，

祂死以前還講了幾句話，都是在路加福音祂死以前還講了幾句話，都是在路加福音…
路廿三46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

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說了這話氣就斷了。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說了這話氣就斷了

約翰福音有講說「成了」。

耶穌的死完全掌控在祂的手裏：耶穌的死完全掌控在祂的手裏：

祂為我們的罪主動的被抓、主動願意就是順服到底，

為我們的罪受這樣殘酷的刑罰、羞辱的刑罰為我們的罪受這樣殘酷的刑罰 羞辱的刑罰

並且祂給出自己的性命、在祂的手中

一個被釘十字架的犯人，是沒有力氣大聲喊叫的，

因為體力都已經弱到極點；而且通常 個犯人因為體力都已經弱到極點；而且通常一個犯人，

在十字架上要死亡、要經過兩天到三天的時間，

過了那個時間太久的話，兵丁不願意一直在那邊等，過了那個時間太久的話，兵丁不願意一直在那邊等，

他們就乾脆就先用棍子去把他們的腿都先打斷，

就讓他沒辦法逃，然後加速他死亡的時間。就讓他沒辦法逃，然後加速他死亡的時間。

所以在十字架上死去的犯人，大部分都是因為氣吸不過來了，

因為體重愈來愈沈重，最後呼吸氣換不過來就窒息而死，因為體重愈來愈沈重，最後呼吸氣換不過來就窒息而死，

是非常痛苦的死亡、血慢慢的流乾，沒有人死這麼快的…
耶穌祂死的時候，沒有人還有力氣大聲喊叫的，耶穌祂死的時候 沒有人還有力氣大聲喊叫的

那祂卻是大聲的喊叫、氣就斷了。

這個時候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這個時候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在猶太人的聖殿裏，聖所跟外院之間有一個帳幕

聖所裏有至聖所，至聖所跟聖所中間有一層帳幕聖所裏有至聖所 至聖所跟聖所中間有 層帳幕

這裏講的就最可能就是至聖所跟聖所中間那塊帳幕。

原來至聖所裏面有約櫃，約櫃就是神跟人相會的地方，

每年只有在贖罪日 大祭司帶著牛羊的血 進到至聖所裏面每年只有在贖罪日，大祭司帶著牛羊的血、進到至聖所裏面，

為百姓的罪獻祭、其他的人都不能進去，

大祭司做得不對 立刻就被擊殺 戰兢恐懼來到神的面前大祭司做得不對、立刻就被擊殺，戰兢恐懼來到神的面前。

耶穌為我們的罪死了以後，神跟人之間的互通的管道

就經過耶穌破碎的身體 人能夠來到神的面前就經過耶穌破碎的身體，人能夠來到神的面前，

人再不需要帶著牛羊的血來到至聖所去獻祭…

這個時候對面站著的百夫長 他是行刑的官長這個時候對面站著的百夫長 – 他是行刑的官長，

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啊！

路廿三47 這個百夫長說：這真是個義人路廿三47 這個百夫長說：這真是個義人。

這個外邦的百夫長從頭到尾看到，連他都感動到說：

這樣的人、這樣的死法，祂絕對是沒有罪的這樣的人、這樣的死法，祂絕對是沒有罪的

而且凡人不能這樣死的，這真是上帝的兒子啊

他不見得認識耶穌就是彌賽亞、世人的救主，他不見得認識耶穌就是彌賽亞 世人的救主

但是他卻認識說：這是神人哪！

一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耶穌基督的福音 是神的兒子的福音；耶穌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兒子的福音；

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兒子。

這樣的見證竟然在耶穌釘死以後，這樣的見證竟然在耶穌釘死以後，

有百夫長都為祂這樣作見證。

十五40 還有些婦女遠遠地觀看；內中有抹大拉的馬利亞，十五40 還有些婦女遠遠地觀看；內中有抹大拉的馬利亞，

又有小雅各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並有撒羅米。

馬可強調的就是：耶穌的死亡，不是沒有人作見證的，馬可強調的就是：耶穌的死亡 不是沒有人作見證的

除了羅馬的百夫長以外，

還有跟隨耶穌的從加利利來的婦女們，還有跟隨耶穌的從加利利來的婦女們

在抹大拉的身上曾經趕出七個鬼、

耶穌從她身上趕出來的

小雅各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並有撒羅米

她們都在觀看 theoreo，意思就是作見證，

她們看到耶穌在十字架上斷了氣。



十五42 到了晚上，因為這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耶穌是在禮拜 午 鐘斷氣耶穌是在禮拜五的下午三點鐘斷氣的

到禮拜六的晚上六點鐘，就是猶太人的安息日

安息日之前就是預備日 他們要趕快辦事安息日之前就是預備日，他們要趕快辦事，

因為到安息日，猶太人就不能做任何事了。

十五43 這個時候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十五43a 這個時候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

他是尊貴的議士、也是等候神國的。

他很可能就是公會的一個成員、不是耶路撒冷，他很可能就是公會的 個成員、不是耶路撒冷，

亞利馬太的這個地方另外一個小鎮

那他可能也是法利賽人之一，可是他是耶穌的門徒那他可能也是法利賽人之 可是他是耶穌的門徒

十五43b~45 他就放膽去求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

彼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便叫百夫長來，彼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 便叫百夫長來

問他耶穌死了久不久。就從百夫長得知實情，

就把耶穌的屍首賜給了約瑟。

約瑟這樣做，是非常的勇敢的。

猶太人怎麼敢在這個時候承認自己是耶穌的跟隨者？

那可能同樣的被抓去那可能同樣的被抓去。

亞利馬太的約瑟去求一個犯人的屍體，

十字架被釘犯人的屍體，通常都被羅馬人十字架被釘犯人的屍體，通常都被羅馬人

都丟在一個墳堆、一個公墓裏面，

就是隨便的草草埋葬了，就是隨便的草草埋葬了，

是不准拿去再把他另外、好好的安葬，是不行的。

可是彼拉多：怎麼這麼快耶穌死了，這是第一個詫異的地方，可是彼拉多：怎麼這麼快耶穌死了，這是第 個詫異的地方，

可是他有從百夫長那邊得到證明，

但是彼拉多為什麼給約瑟呢？但是彼拉多為什麼給約瑟呢？

因為彼拉多在審問的時候他就知道：

耶穌根本就是沒有罪的，是宗教的領袖因為嫉妒，耶穌根本就是沒有罪的 是宗教的領袖因為嫉妒

所以彼拉多也願意就把這個屍體就賜給了約瑟。

十五46 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

安放在磐石中鑿出來的墳墓裡，又滾過一塊石頭來擋住墓門。

約翰福音 這個墳墓是一個新墳墓，

是亞利馬太約瑟他自己的新墳墓 可是他就來葬耶穌是亞利馬太約瑟他自己的新墳墓，可是他就來葬耶穌，

這也應驗了舊約先知的話 – 祂死了卻與財主同葬 (賽五三9)。

約翰福音 尼哥底母帶了 百斤的香料約翰福音 尼哥底母帶了一百斤的香料、

差不多七十五磅的香料來膏耶穌。

所以他們這兩個人：所以他們這兩個人：

尼哥底母是夜間來求問耶穌的 (約三) ，

不敢公開，他要暗暗地作耶穌的門徒，不敢公開，他要暗暗地作耶穌的門徒，

可是這個時候，他們都勇敢的出來。

所以我們跟隨主的人，不能夠一輩子暗暗地跟隨主，所以我們跟隨主的人 不能夠 輩子暗暗地跟隨主

要在重要的關鍵上，就像尼哥底母、像約瑟一樣，

他們很可能會喪命！但他們知道，這個時候不能再隱藏了。他們很可能會喪命！但他們 道 這個時候不能再隱藏了

他們就來把他們的主、用君王一樣的禮儀把祂膏抹。

猶太人這個香膏膏抹神，是一種尊敬的表示，猶太人這個香膏膏抹神 是 種尊敬的表示

君王的禮才能用這麼重的香膏、把祂就是去埋葬。

十五47 抹大拉的馬利亞和

約西的母親馬利亞都看見安放他的地方。約西的母親馬利亞都看見安放他的地方。

跟隨耶穌的門徒本來有好多好多人，

但是一路跟隨來跟到底的，只有誰呢？但是 路跟隨來跟到底的，只有誰呢？

所有的男性的門徒都跑掉了

只有剩下女性的門徒，聖經都不漏過這個事實只有剩下女性的門徒 聖經都不漏過這個事實

女性的門徒，其實在猶太人的眼光，

她們要作見證有沒有分量？毫無分量！她們要作見證有沒有分量？毫無分量！

在公會裏面會要作見證不能找女人的，

都只能找男性的、女人沒分量。都只能找男性的 女人沒分量

但是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神的國中，

耶穌記念所有忠心跟隨者。

這些婦女們從加利利來，用她們的財物供應耶穌的需要，

在耶穌最困難、最悲慘的時刻，

她們一路跟隨到底，見證祂的受死、受埋。



因此，她們也是在耶穌得勝、耶穌復活的時候，

安息 大拉 各 親十六1~2 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亞

並撒羅米，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的身體。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陽的時候，她們來到墳墓那裡。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陽的時候，她們來到墳墓那裡。

她們就來到墓那裏，她們想來膏耶穌、看耶穌。

在猶太人的規矩裏面 拿香膏去膏抹 個死人在猶太人的規矩裏面，拿香膏去膏抹一個死人，

就好像現在人死了、安葬了，在他的墳上插花一樣的道理，

就是去記念她們的主。就是去記念她們的主。

耶穌已經在墳墓裡我們說是三天了對不對？猶太人的算法：

禮拜五下午六點以前就把耶穌埋好了，禮拜五是算一天禮拜五下午六點以前就把耶穌埋好了，禮拜五是算一天

第二天就禮拜六，又一天

禮拜天早上，三天禮拜天早上，三天

只要一天過了一部分的時間，就算一天了，

所以耶穌在第三天、就是安息日過了，所以耶穌在第三天 就是安息日過了

主日的第一天早上，祂復活了。

祂復活的時候卻是誰看到呢？卻是這些婦女們，

她們心裏所尊敬 所愛戴的老師 她們的主她們心裏所尊敬、所愛戴的老師，她們的主…
十六3 彼此說：「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

那石頭原來很大，她們還不曉得她們的困難，誰能幫她們解決？那石頭原來很大，她們還不曉得她們的困難，誰能幫她們解決？

馬太福音 這個石頭很大，是要有人把它推進去，

而且法利賽人為了怕耶穌的門徒來偷耶穌的屍體而且法利賽人為了怕耶穌的門徒來偷耶穌的屍體，

到時候造謠說耶穌復活了，所以還派了多的人去看守，

而且把石頭給它封好了。而且把石頭給它封好了。

所以石頭很大，婦人明明知道石頭她們沒辦法滾動，

可是她們還不怕那個攔阻，可是她們還不怕那個攔阻

我們在服事主的時候也是一樣，不要因為前面有的攔阻

我們就失去勇氣；我們 失去勇氣

我們要把我們的愛、帶著我們的愛、

我們的尊敬來服事我們的主，

我們的主會為我們移去所有的難處。

當婦人到的時候，她們抬頭一看，卻見石頭早已經弄開了，

而且她們進了墳墓 看見 個少年人在那裏 穿著白袍而且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在那裏，穿著白袍，

就告訴她們： 「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

已經不在這裏了，妳們要告訴祂的門徒，已經不在這裏了，妳們要告訴祂的門徒，

而且祂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了，

妳們要見祂，正如祂從前告訴妳們的。 」妳們要見祂，正如祂從前告訴妳們的 」

這些婦人們，抬頭一看卻「見」theoreo，
就是她們看見了耶穌的復活。就是她們看見了耶穌的復活

那個少年人穿著白袍、就是天使，

馬可福音、馬太福音 都只有一位馬可福音 馬太福音 都只有 位

路加福音、約翰福音 有兩位

因為馬太、路加福音 是著重那位講話的天使，因為馬太 路加福音 是著重那位講話的天使

告訴她們「拿撒勒人耶穌祂已經復活了，

祂就是妳們所等候的彌賽亞，

要她們趕快去告訴彼得、約翰。 」

約翰、彼得他們趕快跑，

跑去了以後，彼得還不敢相信；

那個跑得比較快的、一進去看見就信了。

一開始 馬可福音 就告訴我們，

我們的主是一位神子，

而且祂不僅是大衛的子孫、

祂也是神的兒子，

祂是拿撒勒來的先知、

但是祂卻是復活的主，祂是我們的主。

祂已經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並為我們勝過了罪惡、跟死亡的權勢，

我們可以一生追隨祂，

並且能夠為祂作美好的見證。

葉雅蓮 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