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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三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马可福音 8:1 –11:19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马可福音 8:1 – 11:19)所得的灵修领受，只需分享其中的一次

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 
 

3 背诵 (5 分钟)                                                    [基督徒品格] 
(3) 马可福音 12:30-31 

 
两人一组查阅。  
(3) 爱心: 马可福音 12:30-31.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

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4 讲授 (85 分钟)                                                     [教会节日] 
受难日: 纪念基督的死 

 
简介。耶稣受难日是一个基督教节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将会学习圣经有关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的教

导，也会看到旧约对祂的死的预言、祂死在十架上所发生的事、以及祂在十架上的死对我们的重要性。 
 

根据犹太人的历法，星期五是在星期四的日落开始，直至星期五的日落。就是在一个星期五，耶稣基督被卖、

受审、被钉十架、死亡及被埋葬。根据传统历史记载，我们基督徒称这星期五是「美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

死担当我们的惩罚，并带给我们救恩，这是对我们前所未有的美好之事！虽然那星期五对门徒来说是非常悲哀

的一日，但那日在耶稣基督复活后却成为欢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死属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事件的一部分，这事

件包含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祂的生命、祂的死和祂的复活！  
 

在历中上从没有试过有一件事，在书本、杂志或报章从没有记载过一件事，在收音机、电视或任何传播媒体从

没有传播过一件事，是比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更重要、更富影响力及更决定性！ 
 

A. 有关耶稣基督之死的预言 
 

1.旧约民数记第 21 章是耶稣基督之死的预表 (表征)。 
  

 (1) 民数记 21:4-9。 
约公元前 1400 年，以色列人因不耐烦而对神及摩西发恶言。他们埋怨他们所受的艰苦，特别是他们在沙漠要

吃的食物。神听到他们的埋怨及看到他们的心态，于是使毒蛇进人百姓中间。后来摩西代他们求情，神便吩咐

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杆子上。神指出凡被蛇咬的人，一望铜蛇便得活，不会死。不过，若

有人拒绝相信神的话，拒绝望那铜蛇，他就必死。神要求罪人做的，就是相信及顺服祂的话。  
 

 (2) 约翰福音 3:14-16。   
在新约里，耶稣解释这表征(预表)的意思。那挂在杆子上的铜蛇，是象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耶稣基

督在十架上的死，是旧约预言 (预表)之应验 (相对预表)。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会灭亡，反得永生！  
 

2. 以赛亚书 52:13 - 53:12 是旧约里一个有关耶稣基督之死的重要预言。 
 

 旧约中有关基督的一个预言。 参考。训练手册 5，补充 1。 
 

3. 旧约里有关耶稣基督之死的其他重要预言。 
 

 (1) 撒迦利亚书 11:12-13。   
这是公元前 520 年的预言，它谈及犹大出卖耶稣所得的报酬、犹大如何处理那钱、以及那钱最终用作什么用途

(马太福音 26:14-16; 27:3-10) 
 

 (2) 撒迦利亚书 12:10。   



 
© 2016 「空中门徒训练」 训练手册 5                  第 3 课：耶稣受难日 页 2 

这预言是有关一名士兵将矛刺穿耶稣的肋旁。约翰形容了耶稣是如何「被扎」 (约翰福音 19:34-37)。 
 

 (3) 诗篇 22 和 诗篇 69:20-21。  
这些是大约公元前 1000 年的预言，谈及许多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恶人会将祂钉死(诗篇 22:16；约翰福

音 19:16-18)。众人分祂的外衣，且为祂的衣服拈阄 (诗篇 22:18； 约翰福音 19:23-24)。 恶人会围绕祂及 羞

辱、鄙视、嘲笑和辱骂祂(诗篇 22:6-7；马太福音 27:39-44)。祂会非常口渴 (诗篇 22:15； 约翰福音 19:28)，更

有被神离弃的折腾经历 (诗篇 22:1；马太福音 27:46)。  
 

 (4) 诗篇 31:5。   
这预言是有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说话 (路加福音 23:46)。  
 

 (5) 诗篇 40:6-8。   
这预言谈及耶稣的身体是一次过的献祭。这祭是按神的旨意取代及满足所有动物献祭，它是唯一能使信徒洁净

的祭(希伯来书 10:5-10)。 
 

B. 耶稣死亡前后所发生的事 
 

1. 新约里有关基督之死的预言。 
 

 (1) 耶稣基督预言自己的死 (和复活) 最少三次。  
阅读 马太福音 16:21；17:22-23；20:18-19。 
 

耶稣基督在死之前，最少三次预言祂会离世及在第三日复活。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 (公元 44-46 年)，是在路加

福音(公元 60-61 B.C.)之前最少 14 年写成的。耶稣很清楚的对好些细节作出预言，包括什么事情将会发生在祂

身上、什么人会对祂这样做、以及这些会在什么时候和地方发生。祂会被出卖及交给耶路撒冷的领袖(大祭司

和律法师)，他们会判祂死罪及将祂交给罗马官员。这些人会嘲弄祂、拷打祂、唾骂祂和杀害祂，但祂会在第

三日复活。耶稣基督预言旧约所写有关祂的一切(祂的死亡和复活)都必应验，因为这是神的永恒救赎计划，在

旧约里已作出应许，是赎罪的唯一途径！  
 

一切发生的正如旧约先知所描述，正如耶稣基督本身所预言！ 没有一个自称「先知」的人能与耶稣基督等

同！在人类历史中，从没有一位「先知」能这样准确的作预言！ 耶稣是切切实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祂也名

副其实地从死里复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先知或自称为先知的人，曾经是从死里复活！其他宗教的所有先知

仍躺在他们的坟墓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人曾从死里复活，祂是唯一的昔日先知在现在还活着！这些事实证明

耶稣基督不单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 祂是比先知更超越！  
 

2. 耶稣被卖、被捉拿和受审。 
 

在四福音书里，我们读到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子而将耶稣出卖。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后，殿里的守卫便将祂拿

下。  
 

 (1) 在犹太人前三次受审。 
阅读 约翰福音 18:12-14,19-24； 马太福音 26:57-68；路加福音 22:66-71。  
在星期五的午夜至早上期间，耶稣首先在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那面前受审。然后大祭司该亚法也审问祂。最

后，众犹太领袖聚在公会向祂审问。  
 

 (2) 在外邦人前三次受审。 
阅读 路加福音 23:1-25； 约翰福音 18:28-40。 
星期五清早，首先是管治犹太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审问耶稣，之后受封管理加利利的希律王也审问祂。最后，彼

拉多再次审问耶稣，并将祂交往处死。  
 

耶稣受审、被定罪及被犹太人和外邦人拒绝，祂被世上的宗教和政治权威定罪及处死，但祂是全然无罪的！ 
 

3. 耶稣被在钉十字架上。 
 

阅读 路加福音 23:26-56； 约翰福音 19:16-42.  
在尼散月 15 日(大约 4 月)星期五的早上约 9 时，耶稣在一座叫「髑髅地」的山上被钉十字架。士兵将长长的铁

钉穿透祂的手脚 (诗篇 22:16； 路加福音 24:39-40；约翰福音 20:25) 钉进十字架的木里，然后他们将十字架升

起，再将底部锤进地上的洞令十架竖立。耶稣就挂在上面好几个小时，整个身体的重量全靠钉子支撑着。十字

架刑罚是最可怕、最痛苦的处死刑法之一。每当耶稣吸一口气时，祂要将自己的身体在钉子上提升，才可避免

窒息。十字架刑罚令一个人受痛苦、衰竭和缓慢窒息折磨致死，但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受伤或被杀而死，祂完

全是自愿的献出生命(约翰福音 10:18)！ 
 

根据罗马习俗，被钉十字架的人的罪行会被写在木板上，然后钉在十架的顶部。由于彼拉多找不出耶稣有任何

罪行，他便写了：「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士兵以抽签来分祂的衣服，犹太人和其他路过的人都嘲笑

祂， 叫祂从十字架下来拯救自己。两个强盗与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 (约翰福音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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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架上，耶稣赦免那些钉祂在十字架的人 (路加福音 23:34). 从正午至三时，全地都被黑暗遮盖，最后耶稣

将祂身体的灵魂交在祂天父的手里 (路加福音 23:46)。耶稣死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马太福音 
27:51). 这象征耶稣基督的死结束了圣殿(或其他宗教建筑物)敬拜的特殊含意，并且一切人所献的祭物也失去意

义！没有任何宗教建筑物或宗教仪式可以将人从罪中拯救出来！    
 

4. 对耶稣的死之不同反应。 
 

有关耶稣在那星期五的死，许多人都置身当中。很多不同种族的百姓站在十字架周边，但每个人对耶稣基督的

个人回应都不一样。  
发掘及讨论。 不同的人对耶稣和祂的死有什么反应?  
笔记。 
 

 (1) 犹大一直假装是耶稣的门徒，最终出卖祂。之后他也没有悔意，以致认罪悔改 (参 哥林多后书 
7:10-11). 他将三十块银子归还圣殿后，他便自吊而死 (马太福音 27:3-5；希伯来书 6:5-6)。 
 
 (2) 彼得曾夸口说他会一直跟随耶稣，甚到为祂而死，但他却三次不认祂 (约翰福音 13:36-38；18:15-
18,25-27)！ 
 
 (3) 约翰因害怕而跑了，但他后来因着爱而跟随着耶稣，尽管是与审判的地方有一段距离 (马太福音 
26:56；约翰福音 18:15) 。 
 
 (4) 第一位审判官亚那没有提出诚实的证人，但这是旧约律法所要求的 (申命记 17:6)。他徊避真理，对

耶稣的「成就」 比对祂的「真理」更感兴趣，这是为何他查问耶稣有关祂的门徒和教导时，好像对那些是全

不知道似的。但耶稣拒绝为自己作辩，并指出祂总是公开的讲说及欢迎每个人聆听祂的教导。这与犹太公会的

密谋计策成很大的对比 (约翰福音 18:12-14,19-24)！ 
 
 (5) 第二位审判官该亚法很仓促的进行了一个初步审判，并利用了假见证，来制造出他遵行律法的假

象。他假装成一位公义的审判官，但其实审判的结果早已定下来了！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已决定要杀害耶稣！但

若要将祂杀害，犹太公会必须先宣判祂有罪 (马太福音 12:14；路加福音 22:2； 约翰福音 11:49-53,57; 18:14；
马太福音 26:57-68)。 
 
 (6) 第三位审判官犹太公会包含了以色列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他们进行了一场假的公审。他们嫉妒耶稣

在百姓中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在这次公式的会议里，他们只是循例认可他们之前已秘密谋算的计划 (马太福音 
12:14)。他们隐瞒真正杀害耶稣的原因 (嫉妒， 马太福音 27:18)。 在犹太公会里，他们指控祂亵渎神；但在罗

马总督前，他们却指控祂颠覆国家(路加福音 22:66-71；23:1-2)。 
 
 (7) 第四位审判官彼拉多也进行了一场不公义的审判。虽然他绝对认为耶稣是无罪的，但他却将祂交出

来受十字架的刑罚。他这样做是为了一己利益，因他害怕失去领袖的地位 (马太福音 27:11-26； 约翰福音 
18:28 - 19:16)。 
 
 (8) 第五位审判官希律王只想耶稣给他娱乐一下，他希望看到耶稣施行一些神迹。当耶稣一言不答，他

只有跟他的士兵一起愚弄和嘲笑耶稣 (路加福音 23:5-12)。 
 
 (9) 好些跟随耶稣的耶路撒冷妇女，大声的为祂哀悼和恸哭。她们为祂感到遗憾，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
本身的危难。 她们并不晓得耶稣的将来已有所安排，但自己和儿女的将来却不稳妥，除非他们认罪悔改。大

致上，耶路撒冷的百姓都是不信的人，但神不会容让和不惩罚他们不知悔改的心态。所以，除非耶路撒冷的百

姓认罪悔改，否则他们便会灭亡 (路加福音 23:27-31)。 
 
 (10) 那些将耶稣钉死的士兵听从命令，心想他们只是执行他们的工作。但他们越过了他们的责任，无

情地嘲笑和残虐耶稣 (马太福音 27:27-31)。 
 
 (11) 至于一般百姓，就是犹太人和那些路过的人，他们向耶稣投以猛烈的辱骂 (马太福音 27:39)。   
 
 (12) 同钉的其中一个强盗向耶稣投以侮辱，但另一个强盗则承认自己的罪及归顺基督 (路加福音 23:39-
43)。 
 
 (13) 百夫长(罗马士兵的指挥官)是其中一个人最先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马太福音 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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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一直是耶稣的秘密追随者，现在都公开服事耶稣。他们把耶稣的身体

从十字架拿下来，然后将祂埋葬在一个空的坟墓 (约翰福音 19: 38-42)。 
 
 (15) 今天，世上每一个人都站在耶稣的十字架前面。祂的死是为了赦免那些相信祂的人，并且赎去他

们的罪。神要求每个人对耶稣的身份和祂所作的都要作出回应。  
 

你和我都站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你对耶稣和祂在十字架上的死的回应是怎样？你会逃避还是跟随耶稣？你会

假装自以为义，还是承认自己的罪？ 你会假装无知，说你不知道或没意识到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吗？你会

继续逼迫耶稣基督和基督徒，还是会悔改及公开的用爱心服事祂？你会不相信祂、拒绝祂，还是会以信心接受

祂？  
 

你的回应会是怎样？ 
 

C. 耶稣基督的死对我们的重要性。 
  

1. 第一个原因：耶稣基督的死提供罪的救赎。 
 

阅读 罗马书 3:23-25；罗马书 8:7-10； 约翰福音 6:35-44。  
基督为我们死及代替我们死的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罪。祂将我们在神面前全然称义，将我们与神复

和。从本性而言，人不会讨神的喜悦，不会顺服神，不会亲近神。   
 

当人仍在这本性里，神就提供救赎的方法。祂一次过的公开展示 (公开介绍, 提出, 设定) (希腊文: protithémi)耶
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赎罪1的祭，要以信心接受 (罗马书 3:25)。2 [来显明祂的公义，因为祂用忍耐的心，

宽容(希腊文: paresis)人先前(希腊文: proginomai)所犯的罪。] 耶稣基督的死代替我们的罪的惩罚，即是说，祂

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祭，成了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的途径。耶稣基督将神对我们的罪那圣洁和公义忿怒转离，将我

们与神复和。「复和」3 在这里的意思是修复那与神破裂的关系。  
 

2. 第二个原因： 耶稣基督的死将人从律法的咒诅救赎出来。 
 

阅读 出埃及记 20:1-2；加拉太书 2:21；加拉太书 3:10-29。  
基督为我们死及代替我们死的第二个原因， 是为了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救赎出来。祂将我们从神对我们的公

义要求(律法)及一切律法(也包括那些人所设定的)里释放出来，以得著称义。在旧约里，「律法」从来不是称

义(救恩)的途径。只有在神救赎祂的百姓(从埃及的奴役释放出来)之后，祂才将十诫给祂所拯救的百姓作为律

法。祂颁布十诫，不是作为百姓称义的途径，乃是给已称义的人(信徒)作为生活指引。那关乎道德的律法(十诫) 
教导人必须在世上活像神的得救子民，以及如何能够这样做 (出埃及记 20:1-2)。这些道德的律法也在新约被确

认(马太福音 22:36-40)。 
 

那关乎礼仪的律法教导神的旧约子民如何透过敬拜和服事去亲近神。这些礼仪律例(关乎祭司和利未人、会幕

和圣殿、安息日和节期、割礼和祭祀、洁净礼仪和献物)是「事实的影子」，后来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歌罗

西书 2:17； 希伯来书 10:1)。基督来了，也成就了、撒消了及废除了礼仪的律法。  
 
可惜的，自从比巴伦被掳后，犹太领袖和律法师改变了律法的目的，成为赎罪和救赎的工具 (参见使徒行传 
15:1)。从那时开始，很多「有经者」(例如犹太人、穆斯林、律法主义的基督徒)尝试以遵守律法而救赎自己(自
我称义) 。 
 
不过，圣经警告：「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

行的，就被咒诅。』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 . . .」 (加拉太书 3:10-11) 基督既为我们

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加拉太书 3:13) 
我们已从律法的咒诅里被救赎出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罗马书 6:14)！ 
 

3. 第三个原因： 耶稣基督的死除掉了犹太和外邦信徒中间的隔膜。 
 
阅读 马太福音 5:17； 以弗所书 2:13-18； 歌罗西书 2:14。  
基督为我们死及代替我们死的第三个原因，是要废除以色列和外邦信徒中间的隔膜(分隔)。祂将两群信徒合为

神的新子民(教会)，将和谐带给地上各国的信徒！早在以色列国还未出现，神已应许祝福地上各国，就是透过

亚伯拉罕的「后裔」，即是透过弥赛亚 -- 耶稣基督 -- 的来临。(创世记 22:18)。可是，直至弥赛亚的第一次临

到，「律法成了一道障碍，一幅在以色列和外邦国家之间敌对的分割之墙」，尤其是那些礼仪律法，都是许多

关乎圣洁的人物、圣洁的地方、圣洁的节期和圣洁的行为，将以色列从异国中分别出来。  
                                                           
1 希腊文: hilastérion, 赎罪 
2 第 25-26 的翻译 是「神设定(公开介绍)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作为一个除掉忿怒的祭，要透过信心才有效」。  
3 希腊文: katallagé, 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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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给以色列国的特别目的，并不是要将外邦国家变成「在律法的枷锁下」的国家，而是带出万国的救主。当救

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祂透过祂的生命和死成就了律法的一切公义要求 (马太福音 5:17)。 所以祂撒去(歌罗西

书 2:14)及废除(以弗所书 2:14-15)礼仪律法为亲近神和服事祂的途径，继而将有关神的国的教导取代以色列的

民事律法。  
 
耶稣基督的死除掉了「那障碍、那敌对的分割之墙」，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与神和与其他信徒复活。祂将犹

太和外邦信徒： 
• 成为神的一个国度 (马太福音 21:42-44) 
• 成为一位牧人的一群羊 (约翰福音 10:16) 
• 成为一个身体 (教会) (哥林多前书 12:13) 
• 成为一个新人，透过一个灵亲近天父 (以弗所书 2:15-18) 
• 成为神的一个家，神住在其中 (以弗所书 2:19-22) 
• 成为神的一群选民 (国家) (彼得前书 2:9-10)!  

神并不分我们(犹太人信徒)或他们(外邦人信徒) (使徒行传 15:9)！「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

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罗马书 10:12)！ 
 
4. 第四个原因： 耶稣基督的死给生命拥有目标 
 
阅读 罗马书 14:8；哥林多后书 5:15；腓立比书 2:1-8。 
基督为我们死及代替我们死的第四个原因，是给予基督徒生命一个新目标。基督徒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圣经

里神而活，并且无私的服事他人。  
 
5. 第五个原因： 耶稣基督的死除去一切恐惧。 
 
阅读 希伯来书 2:14-15； 罗马书 8:31-39。 
基督为我们死及代替我们死的第五个原因，是要除去一切恐惧，以及给予基督徒肯定，尽管他们的境况多困

难，他们的救恩是永恒的。神是帮助我们，没有任何人或境况可以敌挡我们(罗马书 8:31)！没有任何事物可将

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 8:38-39)！耶稣的死一次过为基督徒除去人的恐惧、境况的恐惧、魔鬼的恐惧及死亡

的恐惧！ 
 

5 祷告 (8 分钟)                                                          [回应] 
回应神话语的祷告 

 
在小组里轮流向神简短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向神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2. 宣讲、教导或研习「受难日 – 记念基督的死」的教导，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  
3. 与神的个人时间。每日安静的在神面，半章半章的訮读马可福音 11:20 – 14:72。  
    用最深刻的真理之方法。写下笔记。 
4. 背诵。 (4) 信心：罗马书 4:20-21。 每日复阅最后背诵的 5 处经文。 
5. 查经。在家中预备下次的查经。 约翰福音 1:1-18。 
    用五歩查经法。写下笔记。  
6.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什么 (诗篇 5:3)。 
7.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查经笔记及这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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