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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42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約壹四 – 五、約貳、約叁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約壹四 – 五、約貳、約叁）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基督徒父母］ 
重溫系列H  

 
兩人一組重溫系列 H：“基督徒父母”的五節經文。 
(1) 付出的愛：林後十二：14 下-15 上。 兒女不該為父母積財，父母該為兒女積財。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

魂費財費力。 
(2) 全面發展。箴二十二：6。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3) 教導神的話語：申六：6-7。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

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4) 照主的教訓養育兒女：弗六：4。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5) 愛的管教：箴十三：24。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  
 

4 
研經（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十九：1-42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約十九：1-42。在約十九，耶穌被羅馬兵丁逼迫、被猶太人拒絕、把

祂釘十字架，在一個名叫各各他的髑髏地被羅馬人釘在十字架上。祂死後，由兩個門徒，亞利馬太人約瑟和尼

哥底慕，把祂埋葬在園子裏的一座新墳墓。猶太人判耶穌死刑，並由非猶太人執行死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

大事件的第一部分！ 
 

耶穌殉道（十九：1-7；參看太二十七：22-23；可十五：12-14，16 - 19；路二十三：20-22） 
耶穌被定罪（十九：8-16 上；參看太二十七：24-26，31；可十五：15，20；路二十三：23-25）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十九：16 下-37；參看太二十七：32-56；可十五：21-41；路二十三：26-49） 
耶穌被埋葬（十九：38-42；太二十七：57 - 66；可十五：42-47；路二十三：50-56）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約十九：1-42。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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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4-12 
探索 1. 耶穌是完全無辜的。 
  

 (1) 巡撫宣告耶穌是完全無辜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審問中，羅馬巡撫彼拉多曾多次宣告耶穌是完全無辜的！巡撫把耶穌從院子帶到猶太人

面前，是要叫人們知道他查不出耶穌有什麼罪來。在約翰福音中，他三次說道：“我查不出祂有什麼罪來。”

（約十八：38；約十九：4，6）。 
 

在路加福音中，他三次說道：“我查不出這人有什麼罪來”（路二十三：4）。“我在你們面前審問他，並沒

有查出他什麼罪來；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來。可見他沒有作什麼該死的事”（路二十三：14-
15）。他第三次對他們說：“為什麼呢？這人作了什麼惡事呢？我並沒有查出他什麼該死的罪來”（路二十

三：22）。這樣，神藉着世人至高的權柄親自宣告耶穌基督是完全無辜的。 
 

然而，既然耶穌是無辜的，公義的神怎會容讓祂受死呢？唯一的答案可以在賽五十三：6，8 找到，“耶和華

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參看林前二：8）。

這是耶穌沒有被釋放的神聖原因！耶穌基督是完全無辜的，然而祂替我們的罪受死，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祭。 
 

 (2) 巡撫懼怕人過於懼怕神。 
當巡撫聽到猶太人要殺耶穌，是因為祂自稱是神的兒子，就害怕起來。彼拉多既懼怕神的屬靈世界，也懼怕猶

太人的政治世界。彼拉多十分迷信，很害怕會得罪一些未識之神。他把耶穌帶回衙門，問祂到底從哪裏來。如

果他早已聽了耶穌說話，就知道耶穌是從天上來的，要在地上建立屬靈的國度（約十八：36-37）。但這一

次，耶穌沒有回答他。巡撫理應得不到回答，因為雖然他多次明明的宣告耶穌是無辜的，但他還是吩咐人把耶

穌鞭打到幾乎要死。巡撫全然是敗壞、不誠實、不可靠的。巡撫也害怕猶太人。他擔心猶太人會在羅馬皇帝該

撒面前指控他，使他失去政治地位，甚至性命。這是耶穌沒有被釋放的世俗原因。 
 
 

十九：30 
探索 2. 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後的話的意思。 
 

 (1)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七言。 
我們從四福音得知耶穌在十字架上至少說了七次話。 
• 祂對父神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二十三：34）。 
• 祂對其中一個罪犯說：“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路二十三：43）。 
• 祂對馬利亞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約翰說：“看，你的母親！”（約十九：26-27）。 
• 祂向父神呼求：“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太二十七：46） 
• 祂對兵丁說：“我渴了”（約十九：28）。 
• 然後，祂說：“成了”（約十九：30）。 
• 祂最後的話是：“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路二十三：46）。 

 

 (2) 救恩的工作已經完成。 
當耶穌說：“成了”並且永遠完成（希臘文：tetelestai）（完成時態），祂的意思是祂的整個救贖工作已經完

成了。在耶穌基督的心裏，祂的受死和埋葬是十分確定的，以至祂談論這事時彷彿已經成就了！世上沒有人可

以在耶穌基督已經成就的工作上再加添什麼！當一個人得救，他是藉着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而得

救，並不是因自己所作的任何事情。沒有一個虔誠的人能藉着任何宗教行為而得救（弗二：8-9）。沒有一個

虔誠的人能藉着每天禱告、定期禁食、奉獻金錢支持宗教事工或到訪聖地而得救。恐怖分子不會因他在聖戰中

死亡而進到樂園裏！加二：16 明確地說：“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3) 耶穌在祂的人性上受苦和受死。 
耶穌最後將祂的靈魂交在父神的手裏，這表明沒有人奪去耶穌基督的生命，是祂甘願舍了自己的生命（約十：

17-18）。祂死了，好叫相信祂的人活着。祂為信徒受死，也代替信徒受死！祂將自己交在父神的手裏，這表

明父神從來沒有離棄聖子，而是接受了祂為一切信祂的人所獻上的贖罪祭。這也證明祂在受死和復活期間是在

天上，並不是下到陰間給人第二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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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約十九：1-42 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十九：1-3 
問題 1. 耶穌基督如何受折磨？ 
筆記。 
 

 (1) 耶穌被鞭打。 
彼拉多下令鞭打耶穌。他不斷尋求妥協的方法，免得判處耶穌死刑。他希望人們會同情耶穌，救祂脫離死亡。

“鞭打”是一種殘酷的折磨方式。羅馬人的鞭子是由一個短小的木柄連上幾根皮帶組成的，皮帶的頂端由幾塊

鐵片或尖銳的骨頭組成。鞭子的鞭梢落在受刑者的整個身體上，尤其是在赤裸的背上。身體撕裂和受傷的程度

極深，以至深層的血管，甚至內臟都暴露出來！鞭打經常導致死亡。在執行死刑之前下令鞭打，代表受刑者將

要被釘十字架。在羅馬帝國，羅馬公民免受鞭打和釘十字架的刑罰。 
 

 (2) 耶穌被迫接受一個虛假的加冕禮。 
兵丁想在院子裏折磨耶穌。他們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祂的頭上，使祂血流滿臉。他們將一件丟棄的舊披風披

在祂的肩上，將一根蘆葦放在祂的手裏，使祂看來好像一個王那樣。他們又挨近祂，假意向祂敬禮，同時又打

祂的臉。 
 
 

十九：10-11 
問題 2. 耶穌基督如何受到威嚇？ 
 

筆記。巡撫因耶穌不回答他而惱怒。於是祂開始威嚇耶穌。他聲稱自己有權力或權柄釋放祂或處死祂。耶穌就

對他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耶穌教導我們，雖然政治和軍事領袖擁有權力和權

柄，但賜他們權力和權柄的是神。政治和軍事的權力和權柄是全能真神賜給地上某些人的一種神聖託付，他們

如何運用權柄要向神負責和交賬（羅十三：1-7）。 
 

有人問：“在這個世上何人擁有真正的權力呢？”聖經自始至終的信息是，撒但和祂的鬼魔，以及被他控制的

人，只在邪惡的世界裏擁有（有限的）權力（約壹五：19），但“天上（宇宙）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耶穌基

督了”（太二十八：18）。 
 

祂拿着門的鑰匙，門關了就沒有人能開，開了就沒有人能關（啟三：7-8）。 
 

因為所有權力都屬耶穌基督，所以詩二警告這個世界的政治、軍事和宗教領袖：“你們君王應當省悟！你們世

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當以嘴親（神的）子，恐怕他發怒，你們便

在道中滅亡”（詩二：10-12）。 
 
 

十九：14-22 
問題 3. 耶穌基督如何公然被戲弄？  
筆記。 
 

 (1) 從巡撫的角度來看——猶太人的王。 
猶太人成功地威嚇巡撫，迫他將無辜的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但現在巡撫為此侮辱進行報復，公開地說耶穌是

“猶太人的王”。這是猶太領袖最不願意聽到的說話，他們試圖令巡撫改變主意，但徒勞無功。因為猶太人拒

絕承認彌賽亞，即耶穌，是王，所以彼拉多迫猶太人公開地說他們唯一的王是世上的羅馬皇帝該撒：“除了該

撒，我們沒有王。”（約十九：15）！ 
 

巡撫要加重對猶太領袖的侮辱，用牌子寫了一個名號“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把牌子安在基督的頭之

上（約十九：19）。通常被釘十字架的罪犯的罪狀都寫在上面，但在耶穌的情況，並沒有任何罪狀！猶太領袖

想巡撫寫上耶穌自己說他是猶太人的王。但徒勞無功！巡撫用當時猶太地的三種主要語言（希伯來文、希臘文

和拉丁文）刻上銘文（約十九：20）。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從路上經過，看着這個信息。這個刻上銘文的牌子本

意是侮辱猶太宗教領袖。他們迫使耶穌受死。現在他們要面對一個事實，他們棄絕了自己的王，並把祂釘在十

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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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神的角度來看——世上萬王之王。 
猶太宗教領袖認為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把祂除掉了。這個罪惡世界的領袖也是這麼想，因為保羅說：

“他們若知道神的智慧，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林前二：8）！耶穌基督看似失敗，滿有權能的

神卻將它變成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勝利（林前二：8）！耶穌基督受死，成為神為罪人贖罪的途徑，叫他們與神

和好，也與別人和好。耶穌基督受死，勝過所有的罪，勝過所有的惡人，勝過罪惡世界，也勝過撒但及他所有

的邪靈。從神的角度來看，耶穌基督不只是“猶太人的王”，更是“地上萬王之王”（啟一：5；十七：14；
十九：16）！從今以後，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在耶穌基督的手裏，祂為教會的好處統管世界（弗一：19-
22）。 
 
 

十九：17-18 
問題 4. 耶穌基督如何被釘在十字架上？ 
 

筆記。約翰說耶穌先背着祂自己的十字架。但因為祂被鞭子抽打得身體嚴重受傷，十字架變得太沉重了。路二

十三詳細地描述了往各各他路上所發生的事情。古利奈人西門在耶穌後面背着祂的十字架。有一大群人跟隨

着；婦女們在哀哭。耶穌和兩個罪犯一同被釘在十字架上，一個在祂的右邊，一個在祂的左邊。 
 

 (1) 十字架的形狀。 
人們對十字架的形狀眾說紛紜。有些人認為它是呈“X”字狀的，有些人則認為它是呈“T” 字狀的，但最可

取的看法認為十字架的形狀像“一把羅馬匕首”，直梁較長，橫梁較短，因為牌子是安在耶穌的頭以上的（路

二十三：38）。 
 

 (2) 被釘十字架的人如何死去？ 
被釘十字架是一種非常殘酷的折磨和死亡方式。古代許多國家都有執行這刑罰，但羅馬人只在奴隸和罪犯身上

執行。當十字架平放在地上時，羅馬兵丁用大鐵釘把祂的手和腳釘穿。然後十字架拉起來，砰然地掉進一個洞

裏，使它直立起來。腳放在離地面不遠的一塊石板上。被釘十字架的痛苦難以言喻：包括嚴重發炎、傷口腫

脹、肌腱撕裂所帶來難以忍受的疼痛、劇烈的頭痛、焦渴和嚴重的不適，受害者每次呼吸時都要將自己被釘着

的身體拉起來。 
 

 (3) 祂被釘在十字架的意義。 
耶穌基督親身為世人擔當一切的罪而受的苦，遠超過祂身體上所受的一切苦楚（彼前二：24）！在十字架上，

祂經歷“被神離棄”。舊約認為被掛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詛的”（申二十一：23）。新約指出，

耶穌基督為我們成了咒詛，叫亞伯拉罕的福可以臨到猶太人和外邦人（加三：13-14）。 
 

 (4) 釘十字架的地方。 
耶穌基督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被釘十字架，這是“受咒詛”的另一個象徵（利十六：27；來十三：12-13）。這

地方名叫“髑髏地”。沒有人知道確實的位置，這一點並不重要，也不用爭論到底在何處（在聖墓教堂或哥頓

的加略山）。聖經並沒有把這些地方視為“神聖的”，它們也不應成為朝聖者要到訪的地方。 
 

 (5) 兩個罪犯被釘在十字架上。  
耶穌基督被釘在兩個罪犯中間（參看賽五十三：12）。從世俗的角度來看，這是對猶太人的一種侮辱。他們的

君王被視為一個罪犯。然而，從神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榮耀，因為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要尋找和拯救罪

人”（路十九：10）。 
 
 

十九：38-43 
問題 5.  耶穌基督如何被埋葬？ 
 

筆記。祂被亞利馬太人約瑟和尼哥底母公開地埋葬了。約瑟是個財主（太二十七：57），是個盼望神國到來的

虔誠人（路二十三：51），也是公會的成員（可十五：43）。然而，他並不同意密謀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路

二十三：51）。他暗暗地作耶穌基督的跟隨者，因為他懼怕猶太人。他可能害怕猶太人會將他趕出公會和會堂

（逐出信仰群體）（參看約九：22）！然而，因着耶穌基督的捨己救贖和基督對約瑟的愛，約瑟變得非常勇

敢。在安息日開始之前（星期五日落之前），他放膽進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可十五：42-47）。 
 

尼哥底母也是公會的成員、法利賽人，也是解經家和律法教師。起初，他也懼怕猶太人，但後來他變得非常勇

敢，質疑公會有什麼權柄，在沒有公平審訊的情況下審判任何人（約七：50-52）。 
 

這兩個人將耶穌的身體從十字架上取下來，用細麻布和貴重的香料將祂的四肢裹好，安放在約瑟自己從磐石鑿

出來的新墳墓裏（太二十七：57-61）。從來沒有人葬在這個墳墓裏，它靠近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他們把一

塊又大又圓的石頭輥到墓門口，把墓門封着。有幾個婦人在那裏，看到他們埋葬耶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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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24,36-37 
問題 6.  為什麼聖經記載這麼多應驗了的預言？ 
 

筆記。預言得應驗是證明耶穌基督確實是神兒子的最有力的證據。有一位科學家計算出舊約聖經中有三百三十

二個不同的預言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應驗了。參見手册 3，附錄 15 中有關耶穌基督的預言。他計算出這些預言

中有八個在世界歷史上的一個人身上應驗的或然率是十萬兆（100 000 000 000 000 000）分之一。唯有聖經裏

的神才能發出和應驗這樣的預言！沒有別的宗教書籍可與聖經相比！ 
  

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約十九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約十九：1-42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十九：1-3。 彼前二：21 說：“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

隨他的腳蹤行。”雖然耶穌是完全無辜的，但祂被捉拿和受審！祂被鞭子抽打得背部撕裂。祂

被戴上荊棘冠冕。祂的臉被打。最後，祂被釘在十字架上。你也可能在逼迫你的人手上經歷同

樣的對待。 
十九：9。 賽五十三：7 說祂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在某些情況下，不開口是明智的做法。 
十九：11。 無論遭遇什麼逼迫和苦難，你可以確信，除非父神允許仇敵向你行這些事，否則他們無法勝過

你。 
十九：12。 當人們隱晦地威嚇你時，千萬不要屈服。不要向不道德的壓力屈服。 
十九：15。 總不要給惡人選擇的機會。他們可能作出最壞的選擇。 
十九：25-27。 為年邁的父母做好預備。預備人來照顧他們。 
十九：30。 下定決心成為一個完成者，像耶穌基督那樣（約四：34；十七：4；西四：17）。 
十九：30。 你死的時候要將你的靈魂交在父神的手裏（路二十三：46）。 
十九：36-37。 查考舊約聖經中所有關於耶穌基督的預言（參看手册 3，附錄 15）。 
十九：38-39。 當你還是暗暗地作耶穌基督的門徒時，求祂使你像約瑟或尼哥底母那樣變得勇敢。 
 

2. 從約十九：1-42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實在無法想像耶穌為我受了多少苦。雖然我可以在腦海裏勾勒出祂所受的苦，但我永遠無法理解或感受到，

祂為我擔當罪孽，當神對我的罪所發的一切神聖憤怒都臨到祂身上時所受的苦！我要衷心感謝神，因耶穌基督

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感謝祂為我贖了所有的罪。我感謝祂使我與神和好。我感謝祂永遠拯救我！ 
 

我總不忘記耶穌經歷極大痛苦時的表現。當祂被人質問的時候，祂平靜地回答，甚或保持沉默。祂被罵不還

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彼前二：23）。祂受苦的時候沒有喊叫，卻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賽五十三：

7）。祂所做的沒有人能做到！我祈求神賜我更多恩典，讓我學習耶穌受苦的榜樣。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約十九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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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約十九的研經。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啟一 – 三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16) 約十六：8。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6.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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