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什麼日子？



受难周 •星期日：棕梠主日

•星期一：权柄日

•星期二：教诲日

•星期三：静修日

•星期四：圣餐日

•星期五：受难日

•星期六：坟墓日

•星期日：复活日



提到耶稣，你会
想到什么？



十字架



人生的目標



描述神子耶稣最简洁的一段经文《腓立比书2:6~11》

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2: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2: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2:9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
上的名，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
稣的名无不屈膝，
2:11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从耶稣身上看到十字架的意义

1.残酷的刑罚

2.上帝的救赎

3.谦卑与放下

4.背叛与被弃

5.祈祷与顺服

6.坚持与忍耐

7.受辱与痛苦

8.甘心与牺牲

9.爱心与饶恕

10.恩典的记号

11.十架与福音

12.荣耀的冠冕



你认为人生
最可怕的事是什么吗？



你认为人生
最可怕的事是什么吗？

死亡



你认为人生
最可怕的事是什么吗？

死亡 求死不能



1. 残酷
的刑罚 • 西元前1000年腓尼基人发明了

十字架邢，并且把这个刑法传
给了希腊人、亚述人、埃及人、
波斯人和罗马人。

•罗马人认为：只有奴隶和最坏
的罪犯才可以被这样处死。



最屈辱与痛苦的刑具

你知道十字架原本是最羞辱、
最残忍、最令人害怕的刑具吗？

凌迟至死

西元337年，罗马皇帝君士坦
丁大帝下令禁用此刑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7%9A%8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5%A3%AB%E5%9D%A6%E4%B8%81%E5%A4%A7%E5%B8%9D


2. 十字架是上帝的救赎

•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
透呢？《耶17:9》

•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
想的尽都是恶。《创6:5》

•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
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赛53:6》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3:16》



3. 谦卑与放下

•耶稣是至高的神

•耶稣是神的儿子

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
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2: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
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腓立比书》



因着圣灵成孕，从童
女马里亚所生，且生
在马槽里。《太1:18-23》



卑微地生在马槽里

•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
布包起来，放在马槽
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
方。 《路加福音2:7》

• 祂没有生在帝王之家，
却生长于平凡之家，依
人看来，祂是木匠约瑟
的儿子。《路加福音3:23》



耶稣基督为爱降生

给祂起名叫耶稣，因祂要将自
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马太福音1:21》



4. 背叛
与被弃

•耶稣被自己的门徒犹大以三
十块银钱所卖

•耶稣被捉拿后，所有的门徒
四散躲藏起来

•耶稣被自己的子民呼喊「钉
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犹太人宁要强盗巴拉巴，却
弃绝了耶稣

•当世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
时，神也离弃了耶稣



既有人的样子，就
自己卑微，存心顺
服，以至于死，且
死在十字架上。

《腓2:8》

通常我们都是为什么
事情祈求？自己的事？
还是神国的事？

5. 祈求与顺服



客西马尼园祷告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
更加懇切，汗珠如大
血點滴在地上。

《路加福音22:44》



什么是顺服？

• 倘若神的旨意和我们自己的意思不同时？

• 路 22:42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 路 1:38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
话成就在我身上。」

• 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核心，在于成就「神的旨意」。

• 神不仅要我们放下自己的意思，更要我们顺服祂的
旨意。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493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493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6. 坚持
与忍耐

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都有高山、或有低谷。
但都必须坚持地走下去，存忍耐的心胜过艰难。



就是当知道
前头等候的
是那残酷的
十字架，还
能坚持往前
行。

什么叫做
坚持？



什么叫做忍耐？

当十字架上的痛苦
吞噬肉体与骨髓

时，还能够忍耐不
从十字架上下来。



你放棄了嗎？

• 倘若您现在正处于艰难困顿之中，是否已经退
缩或放弃。

•想到主耶稣也走过比我们更艰难的路程。

• 太 24:13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3971&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7. 羞辱与痛苦 •你曾经被羞辱
过吗？

•主耶稣也是！

•他们要戏弄他，
吐唾沫在他脸
上，鞭打他，
杀害他。

《可10:34》



耶稣深知我们的痛苦

• 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尚且遭受屈辱

• 十字架上承受了极致的痛苦

• 耶稣没有犯罪，却是为担当全人类的罪而受罚

• 你有过为别人而付出代价吗？

• 我们所受的苦，和耶稣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 我们要更坚强地面对所有的困难，承担生活中
遭受的委屈、背弃与伤痛。



8. 甘心与牺牲

• 耶稣的爱是不带条件的

• 无私的付出

• 甘心的牺牲自己，为了要拯救世人

• 就像母亲甘心乐意、无微不至的照顾自己的孩
子一般

• 我们侍奉神，关怀他人也当如此。



9. 爱心与饶恕

反对你的不一定是你的对头

伤害你的人不见得是你的仇敌

太 5:44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
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敌挡神的才是仇敌

腓 3:18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327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440&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9. 爱心与饶恕

• 反对你的不一定是你的对头

• 伤害你的人不见得是你的仇敌

• 太 5:44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
逼迫你们的祷告。

• 敌挡神的才是仇敌

• 腓 3:18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327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440&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父啊！赦免他們！



司提反被石头打死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
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
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
们！」说了这话，就睡
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徒7:59~60》



『因为罪的代价是死亡；但是上帝所赐白白的
恩典是让我们在主基督耶稣的生命里得到永恒
的生命。』 《罗马书6：23》

10. 恩典的記號



白白的恩典

•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已经预备好的，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手就可
得到。

•罗 5: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
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056&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11. 十字架就是福音

• 耶稣借着十字架的牺牲成就了救恩。

• 彼后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
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
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 林前 2:2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
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53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39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12. 荣耀的冠冕
《腓立比书》

2:9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
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
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2:11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
主」，使荣耀归与父 神。



受苦的羔羊→受死的耶稣→得荣耀的基督

神的律
用牺牲、无私的爱感动人心；
以谦卑、虚己使门徒甘心跟随。

人的律
用征服、权威，压制人的行动；
用利益来拢络人心。

神国的荣耀却是从牺牲赢来的



不可忘记了十字架的恩典与精神
• 任何人忘记了十字架的精神，即便是牧者也会迷失
• 加 6:14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十字架。
• 十字架的历练，就是要塑造、锻炼、洁净我们，预
备好进天国见主的面。

• 神没有叫我们去钉十字架，却叫我们背起自己的十
字架来跟随主。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20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十字架

•配偶

•儿女

•父母

•工作

•私欲、罪恶

•脾气、坏习惯

•悖逆、刚硬

•拒绝悔改

•老板

•经济

•身体

•环境

•牧者

•弟兄姊妹

•服事

•不肯饶恕



仗著十字架誇勝

•耶稣、圣灵、信心
• 罗 8:11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

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

的身体又活过来。

•约一 5:4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

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12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62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耶稣已经为我们
付上了如此的代价
我们这一点点的牺牲
又算的了什么呢？



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

4:14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4:15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
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
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希伯来书 4:14~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