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字架帶來的盼望

若歌教會福音班

12/4/2022

欒大端長老

1



十字架帶來的盼望
引言

• 信仰是意志上的決定
• 信仰與理性有關，但信仰是生命的經歷，超越理性
理性的最後一步，是發現許多事物在理性之外

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 of which reason knows nothing!
~~Pascal

• 不經過理性思考的信仰是迷信，
但不去接觸，不去了解，已先入為主的拒絕相信是？

Yuri Alekseyevich Gagarin (1934-1968): April12,1961
First Human in Space, on board Vostok1 for 89 minutes,
completed one orbit of Earth.

• 我們可以懷疑別人的信仰，但我們是否也該「懷疑自己的
懷疑」(“Doubtourdoubts”) ~~HansK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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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帶來的盼望

哥林多前書1:18-25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

的人，卻為神的大能。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
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智慧人在哪裡？文士在哪
裡？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裡？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
成愚拙嗎？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
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
智慧了。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們卻
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
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基督
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
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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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釘十字架的基督：

基督教信仰的本質及內涵

• 十字架現在的意義：

安全，醫治，慈善，撫慰

• 但十字架原是最殘酷的刑罰

• 十字架意義的改變，因為耶穌基督曾被釘

在十字架上且從死裡復活，成就人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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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成就人的救贖

• 十字架顯明神的救贖大愛

• 十字架提供人間苦難的答案

• 十字架帶來的盼望：聚焦耶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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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成就人的救贖
• 人有罪的事實與影響

• 出34:7 為千萬人存留…  赦免罪孽、過犯、罪惡
‒ 過犯：反抗神 (transgression)
‒ 罪孽：扭曲 (inequity)
‒ 罪惡：射不中的 (sin)

• 罪:射不中的，越過界限 (Omission, Commission)
– 誰的界限? 誰的標準?
– 羅3:23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 羅3:24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
的稱義。

– 羅6:23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
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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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拒絕神，失去道德的絕對
「沒有神，凡事都可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1948 BBC Radio Debate on the Existence of God
• F.C. Copleston 和Bertrand Russell

Copleston “so you distinguish good and bad
by what faculty?”
Russell “By my feelings!”

• 結果：不虔(對神)，不義(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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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l (R): You see, I feel that some things are good and that 
other things are bad. I love the things that are good, that I think 
are good, and I hate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are bad. I don't say that 
these things are good because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goodness.
Copleston (C): Yes, but what's your justification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good and bad or how do you view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R: I don't have any justification any more than I have when I 

distinguish between blue and yellow. What is my justification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blue and yellow? I can see they are 
different.

C: Well, that is an excellent justification, I agree. You distinguish 
blue and yellow by seeing them, so you distinguish good and 
bad by what faculty?

R: By my feelings.
C: By your feelings. Well, that's what I was asking. You think that 

good and evil have reference simply to feeling?



• 人需要救贖:罪是心中的黑暗
• Augustine偷梨，罪是心中的黑暗
• 1965紐約市晚上大停電
• 志摩對幼儀:「英國每年有人乘火車出車禍而死，
大家還是照乘坐火車」，罪是心中的黑暗

• 罪是一種權勢使人無法自拔
o Dr. Stuart Berger, Health Advice Columnist, 39

• Anslem, Cur Deus Homo
o為何神要成為人

• 結果：不虔(對神)，不義(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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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罪的事實與影響
– 羅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 羅3: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
就白白的稱義。

– 羅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 彼前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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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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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顯明神的救贖大愛

• 人間的愛都是有條件的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人間的愛緣故在被愛者身上

o是根據被愛者本身的特質所以是會改變的

• 神的愛原因在神身上，不在人的身上

– 所以神的愛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 我們不可能作任何事使神多愛我們一點

11



十字架顯明神的救贖大愛

• 十字架顯出神的愛
羅5:6-8「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
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
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 約壹4:10「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祂
的兒子為我們的罪做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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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提供人間苦難的答案

• 只有耶穌基督是真正的無辜的人受苦
• 「在這真實的苦難世界，人怎會去敬拜一位本身免於

苦難的神？ … … 我的思想卻回到十字架上那孤單、扭
曲、飽受折磨的身影，釘子穿過雙手、雙足、背部血
肉模糊，四肢懸掛變形，額頭因荊冕鮮血汨汨，口乾
難忍，被投入神所離棄的黑暗中。那才是我的神！他
放下自己不受痛苦的特性，進入這有血有肉、眼淚與
死亡充斥的世界。他為我們受苦。在他受苦的亮光中
，我們的苦難變得越來越容易面對。雖然人類的苦難
仍免不了帶上問號，但我們大膽在其上加蓋另一個記
號 ─ 十字架，象徵著神的苦難。」 ~ 當代基督十架司托得

• 短劇：一片沉寂 13



十字架提供人間苦難的答案

• 因此他成為苦難中的安慰
– 潘霍華「只有受苦的神能安慰」〈獄中書簡〉
– 朱惠慈「像我這樣給醫生診斷出癌末的人，
彷彿在倒數計日，但這個倒數不是走向人生盡
頭，而是走向新的生命，像是母親懷孕，倒數
著哪一天臨盆，胎兒呱呱墜地。」

~~〈如歌的行板〉校園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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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復活當作歷史事件來看到
• 耶穌作為一位歷史上的人物, 有何特色?
• 如何知道歷史上發生何事?
‒ 根據對那件事情的記載
‒ 從淮陰候列傳說起

十字架帶來的盼望：聚焦耶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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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人都活到很大的歲數

釋迦牟尼 (624 BC – 544 BC) 80 歲

孔 子 (551 BC – 479 BC) 72 歲

穆罕默德 (570 AD – 632 AD) 62 歲

耶穌的獨特性，只活到33歲半，公開傳道只三年半

十字架帶來的盼望：聚焦耶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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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記淮陰侯 (韓信) 年代
漢高祖劉邦 (12)、惠帝 (7)、文帝 (23)、景帝 (16)、
(58年)、武帝 (54)

武帝建元 (135 BC) 、
武帝元封三年 (108 BC) 
任太史令 (收史料) (99 BC)、
受腐刑、(96 BC) 出獄任中書令、繼續著書、
武帝征和二年 (91 BC) 致 (任) 少卿書，
列全書篇數，可能已成書

這樣司馬遷記韓信、年代與事件發生隔
58 + (135 – 91)  ≒ 102 年或以上

現存最早刻本，南宋 (1127 ~ 1279 AD) 黃善夫刻本
1200 AD  與原著年代 (91 BC) 相隔約 1300 年

十字架帶來的盼望



• 如何認識歷史人物?
‒由淮陰侯列傳說起

‒藉司馬遷所記認識韓信

• 如何認識歷史人物耶穌?
‒藉有資格記載他生平的人

‒藉親眼目睹的見証人

2022/12/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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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ham 論親眼目睹見証人
(Richard Bauckham, 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 The Gospel as 
Eyewitness Testimony, 2006)
The eyewitnesses who remembered the events of the history of 
Jesus were remembering inherently very memorable events, 
unusual events that would have impressed themselves on the 
memory, events of key significance for those who remembered 
them, landmark of  life-changing events for them in many cases, 
and their memories would have been reinforced and stabilized 
by frequent rehearsal, beginning soon after the event. 
•他們所記得的乃是重要,不尋常,震憾他們人生的事件
•他們的記憶藉著重述而更加深刻,而把內容固定下來
•整個的過程在此事件發生不久之後就開始了
•用以上的觀點來檢驗耶穌復活的記載

(請看以下關於耶穌復活的記載)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
亞來到墳墓那裡，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就跑來
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
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那裡。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裡去。兩個人同跑
，那門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墳墓。低頭往裡
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只是沒有進去。西門
彼得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裡去，就看見細麻布還放
在那裡。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
一處，是另一處捲著。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
看見就信了。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
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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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歷史性的記載：哥林多前書15:1-11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
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
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我當
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
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
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
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
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
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
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不拘是
我，是眾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

• 注意(15:6) 的內在一致性，500多人一大半還在
• 林前成書年代：AD54/55，離復活事件發生隔了21/22年



把復活當作歷史事件來看待

• 空的墳墓

• 耶穌的顯現

• 門徒的改變
‒復活與水門事件

• 與我何干
‒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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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的改變

• 復活與水門事件, Charles Colson, Loving God, 61-70.
• June 17, 1972: Ehrlichman to Colson: “Where is your 

friend Howard Hunter?”
• Break-in of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 偷東西是小事! Cover-up 妨礙司法是重罪!!

– 真正的問題: 誰主使? 誰知道? 何時知道?
– 事情發生后Nixon 與他的親信集體圓謊, 但紙包不住火!
– 謊言只維持了19 天: March 21 – April 8, 1973
– 導致尼克森總統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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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的改變

• 復活與水門事件, Charles Colson, Loving God, 61-
70.

• Colson: 「復活若只是門徒們的cover-up, 當他們
面對死亡的威脅及逼迫下, 圓得了謊嗎?」

• 「門徒們為了他們明明知道的謊言而付上生命的
代價，比復活更難讓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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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復活與我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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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

26

孩子
快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快

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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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怕

天堂的路
太黑

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

倒塌的墙
把阳光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
你柔情的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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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你走吧
前面的路

再也没有忧愁
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和爸爸的拳头
你要记住

我和爸爸的摸样
来生还要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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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别担忧

天堂的路有些挤
有很多同学朋友

我们说
不哭

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
妈妈

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
没有我的日子

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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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你别哭

泪光照亮不了
我们的路
让我们自己
慢慢的走

妈妈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

记住我们的约定
来生一起走



〈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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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给地震中死去的孩子們
2008-05-15 15:46:11 新浪網友

他使萬事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他又把永恆的意識放在人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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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使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把「永恆的意識」
放在人心裡 (傳道書3:11)
‒ Goodbye Darling, If We Meet Again, Samuel Clement
‒ 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

• 基督復活使我們得著勝過死亡的生命
‒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John Owen

•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
卻一天新似一天。」

‒ 「外面的人」與「裡面的人」
‒ 例証: 校園雜誌主編朱惠慈 (1959-2015) 〈如歌的行板〉:
「像我這樣給醫生診斷出癌末的人，彷彿在倒數計日，
但這個倒數不是走向人生盡頭，而是走向新的生命，
像是母親懷孕，倒數著哪一天臨盆，胎兒呱呱墜地。」

林後5:17下「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 他們都變成新的了，連死亡也在內！

‒ 例證：瀕死的基督徒對妻子說的最後一句話「妳要堅持喜樂」

十字架帶來的盼望



• 把復活當作歷史事件來看
• Pascal’s Wager

有神/有永恆 無神/人死如燈滅
信有神 大好 有點傻
信無神 大不好 能好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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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max 法則：什麼決定可以把可能最大的損失優
化 (最小化)？

• 問題是: 誰才是神?
‒ 没說自己是的，就不會是!
‒ 人類歷史上，只有一位說自已是；就由他開始!

十字架帶來的盼望



• 啟示錄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
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
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 我們的心如同没有把手的門，只能從裡面
打開！

• 信仰是意志上的決定
– 今天你是否願意在意志上作個回應？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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