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0 小組教材---十字架的審判與恩典
打開天窗
（讚美之泉---從早晨到夜晚）

愛，我願意
（讚美之泉---彩虹下的約定）

願我 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祢面前
沒有黑暗勢力 可以搖動我的信心
願我 我的敬拜到祢面前 蒙祢悅納
天使天軍屈膝 俯伏敬拜在祢寶座前

十字架上的光芒 溫柔又慈祥
帶著主愛的力量 向著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 完全的擺上
願主愛來澆灌我 在愛中得自由釋放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禱告打開天窗
願祢充滿 祢的榮耀
祢的同在在這地

[Chorus]
我願意降服 我願意降服
在祢愛的懷抱中 我願意降服
祢是我的主 祢是我的主
永遠在祢懷抱中 祢是我
祢是我的主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敬拜打開天窗
我們只要祢的榮耀
祢的同在在這地 在這地
願我的禱告如香 願我的禱告如香
願我的禱告如香 願我的禱告如香
獻在祢面前
主題經文:【約 19:17-22】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
「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 18 他們就在那裏釘他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人和他一同釘著，一邊
一個，耶穌在中間。 19 彼拉多又 用牌子寫了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
勒人耶穌。」 20 有許多猶太人念這名號；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與城相近，並且是用希伯來、羅
馬、希臘三樣文字寫的。 21 猶太人的祭司長就對彼拉多說：「不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他自己
說：我是猶太人的王』。」 22 彼拉多說：「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上了。」
十字架是你生命的裝飾品嗎？
【路 23:34】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約 1:1-18】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
就是神。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4 生命在
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5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6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
叫約翰。7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
見證。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
他。11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
作神的兒女。13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14 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15 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
以前。』」16 從他豐滿 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
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

一、自以為義的罪人審判真正的義者：
※ 耶穌至少受了三方有權勢之人的審問：
猶太宗教領袖、分封的王希律、羅馬巡撫彼拉多
【路 22:66-71】天一亮，民間的眾長老連祭司長帶文士都聚會，把耶穌帶到他們的公會裏， 67 說：「你
若是基督，就告訴我們。」耶穌說：「我若告訴你們，你們也不信；68 我若問你們，你們也不回答。
69 從今以後，人子要坐在上帝權能的右邊。」70 他們都說：「這樣，你是上帝的兒子嗎？」耶穌說：
「你們所說的是。」71 他們說：「何必再用見證呢？他親口所說的，我們都親自聽見了。」
【路 23:1-2】眾人都起來，把耶穌解到彼拉多面前，2 就告他說：「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
凱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
【太 11:2-6】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3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
是我們等候別人呢？」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5 就是瞎子看見，
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6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
了！
※ 就算看見也絕不能承認祂是彌賽亞
※ 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就必須認定神是錯的
【約 19:1-8】當下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 2 兵丁用荊棘編做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3 又挨近
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啊！」他們就用手掌打他。4 彼拉多又出來對眾人說：「我帶他出來見你
們，叫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5 耶穌出來，戴著荊棘冠冕，穿著紫袍。彼拉多對他們說：
「你們看這個人！」6 祭司長和差役看見他，就喊著說：「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彼拉多說：「你
們自己把他釘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 7 猶太人回答說：「我們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
該死的，因他以自己為上帝的兒子。」8 彼拉多聽見這話，越發害怕，
【路 23:6-25】彼拉多一聽見，就問：「這人是加利利人嗎？」7 既曉得耶穌屬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
律那裏去。那時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8 希律看見耶穌，就很歡喜；因為聽見過他的事，久已想要見
他，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蹟，9 於是問他許多的話，耶穌卻一言不答。10 祭司長和文士都站著，極
力地告他。11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視耶穌，戲弄他，給他穿上華麗衣服，把他送回彼拉多那裏去。
12 從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13 彼拉多傳齊了祭司長和官府並百姓，14 就對
他們說：「你們解這人到我這裏，說他是誘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將你們告他的事，在你們面前審問
他，並沒有查出他甚麼罪來；15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來。可見他沒有做甚麼該死的事。
16 故此，我要責打他，把他釋放了。」( - 有古卷加：每逢這節期，巡撫必須釋放一個囚犯給他
們。)18 眾人卻一齊喊著說：「除掉這個人！釋放巴拉巴給我們！」19 這巴拉巴是因在城裏作亂殺人，
下在監裏的。20 彼拉多願意釋放耶穌，就又勸解他們。21 無奈他們喊著說：「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
架！」22 彼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為甚麼呢？這人做了甚麼惡事呢？我並沒有查出他甚麼該死的罪
來。所以，我要責打他，把他釋放了。」23 他們大聲催逼彼拉多，求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他們的
聲音就得了勝。24 彼拉多這才照他們所求的定案，25 把他們所求的那作亂殺人、下在監裏的釋放了，
把耶穌交給他們，任憑他們的意思行。
【約 19:12】從此，彼拉多想要釋放耶穌，無奈猶太人喊著說：「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是凱撒的忠臣( 原文是朋友)。凡以自己為王的，就是背叛凱撒了。」
【約 19:17-22】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
希伯來話叫各各他。18 他們就在那裏釘他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人和他一同釘著，一邊一個，耶穌在

中間。 19 彼拉多又 用牌子寫了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
20 有許多猶太人念這名號；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與城相近，並且是用希伯來、羅馬、希臘三樣
文字寫的。21 猶太人的祭司長就對彼拉多說：「不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他自己說：我是猶太人
的王』。」 22 彼拉多說：「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上了。」

二、神定意使耶穌成為贖罪祭以及承受咒詛的
1.耶穌交出自己受罪人審判
【約 19:11】 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
更重了。」
【賽 53: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
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使 8:33】 他卑微的時候，人不按公義審判他；誰能述說他的世代？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奪去。
【約 18:33-38】 彼拉多又進了衙門，叫耶穌來，對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34 耶穌回答說：「這
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別人論我對你說的呢？」35 彼拉多說：「我豈是猶太人呢？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
把你交給我。你做了甚麼事呢？」36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
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37 彼拉多就對他說：「這樣，你是
王嗎？」
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
的話。」38 彼拉多說：「真理是甚麼呢？」
2.耶穌交出自己受神的審判：
【賽 53: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賽 53:8】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
我百姓的罪過呢？
【彼前 2:23-24】 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24 他被掛
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
了醫治。
【創 22:7-8】以撒說：
「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裏呢？」8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
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
【創 22:11-14】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 12 天
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
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13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密
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
和華以勒」( - 就是耶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約 10:17-18】 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18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
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
【賽 53:4-7】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上帝擊打苦待了。
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
醫治。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7 他被欺壓，在受
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賽 53:8 -12】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
因我百姓的罪過呢？9 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

同葬。10 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
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11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
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
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三、十字架成為審判與得勝的關鍵所在
1. 從完了到成了：
撒旦國度大聲歡呼：哈哈哈，耶穌完了！
基督在十字架上用僅剩的最後一分力氣說：『成了！』
2. 你我要看見救恩：
【路 23:39-43】 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笑他，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40 那
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嗎？41 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
做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42 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
我！」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可 15:38-39】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39 對面站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就說：
「這人真是上帝的兒子！」

四、十字架成為末日審判的關鍵
【約 3:13-18】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
樣被舉起來，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17 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
救。 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小組討論分享:
1. 分享十字架的意義與象徵
2. 神定意使耶穌成為贖罪祭以及承受咒詛，此對你生命有何感動或提醒
3. 十字架是末日審判的關鍵，【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傳福音領人信主是我
們的使命。同心為福音朋友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