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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神學》(10) ：認識十架 

 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在加略山上有三座十字架，也正說出了全宇宙中只有的三種

十字架： 

1) 人類救贖主 -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2) 沒有得救之罪人的十字架 
3) 蒙恩罪人的十字架 

A) 十字架的意義 

1) 「代替」：基督的「代死」- 『祂為我死』 

十字架是 神對一切舊造的否定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羅 3:23)…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羅 3:10-12)…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

(羅 3:19b)… 罪的工價乃是死(羅 6:23a) 

 基督既為我們受（原文是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

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加 3:13) 

2) 「取代」：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祂替我活』 

十字架是 神在基督裡對人最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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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5:6-8）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 15:13） 
 21 你們從前與 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祂為敵。 22 但如今祂藉著基督的

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

引到自己面前。(西 1:21-22) 
 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 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約壹 5:12)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加 2:20a) 
B) 十字架全面性的得勝 

1) 勝過罪惡 

 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 7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羅 6:6-7) 

2) 勝過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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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体，連同肉体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加 

5:24) 

3) 勝過世界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

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加 6:14) 

4) 勝過掌死權的魔鬼 

 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

死權的，就是魔鬼，15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來 2:14-15)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証的道…(啟 12:11) 

C) 十字架在屬靈經歷上的應用 
 十字架的經歷是多方面的，在本段中我們從七個不同的角度來講到十字架在我們

救恩經歷上的應用： 

1) 救贖的十字架 

 這是 神的兒女最基本且重要的十架經歷，當基督在十字架上說『成了！』的

時候，祂一次就完成永遠贖罪的事，滿足了父神公義的要求，使我們得蒙救

贖，且被 神稱為義。 

 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彼前 2:24）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

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賽 53:6） 

 哪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

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 53:5） 

 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 8 這恩

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弗 1:7-8) 

 12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 神的右邊坐下了。13從此，等候祂

仇敵成了…14 因為祂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來 10:12-14) 

 我們既靠著祂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祂免去神的忿怒(羅 5:9) 

 21 你們從前與 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祂為敵。 22 但如今祂藉著基督的

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

引到自己面前。(西 1:21-22) 

2) 醫治的十字架 

 我們不僅都是罪人，也都是病人。無論是肉身或心靈方面，我們都需要主的

醫治。 

 ...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 53:5 彼前 2:24) 

 祂赦免我們一切的罪孽，醫治我們一切的疾病(詩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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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太 8:17)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賽 61:1） 

 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民 21:8 約 3:14-15) 

3) 同釘的十字架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

2:20） 

 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祂同活…（提後 2:11） 

 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羅 6:5) 

4) 捨己的十字架 

 「捨己的十字架」又可以稱為「實行的十字架」，它說到我們每天的生活事奉

中都需要捨己，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主。 

 23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

從我。 24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

了生命。(路 9:23-24)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

以， 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 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腓 2:8-9） 

 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祂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祂

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來 5:8-9） 

 …因著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來 12:2) 

 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羅 8:17) 

5) 生命的十字架 

 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十字架不僅在消極方面除去一切天然舊造的

生命性情，更是帶進基督屬天、豐盛的生命。 

 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

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約 12:24-25)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西 3:4) 

 10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11 因為我們這活著

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12
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林後 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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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製作的十字架 

a) 「像祂」是神在我們身上的偉大計劃與作工原則  
 － 我們是為著 祂的榮耀而被創造 (created)，所 作成 (formed)，所造作的 

(made)  

 耶和華啊，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泥，你是窯匠，我們都是你手

的工作 (賽 64:8) 萬事互相效力，㉃終是要我們模成祂兒子的形像  

b) 十架是使我們能「像祂」的必經道路和方法  
 十架(苦難)不是 神的目的，基督才是 神的目的  

 是基督，就必有十架；不是基督，就用不著十架  

 十架工作必然的結果：「祂必興旺(加增)，我必 衰微(減少)」「榮上加

榮」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

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 寶座的右邊。”（來 12:2) 

 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羅 8:17) 

7) 得勝的十字架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

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

據，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

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西 2:13-15）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

引萬人來歸我」耶穌這 話是指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約 12:31-32) 

D) 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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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求智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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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

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 1:18, 22-24) 

 1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祕。 2 因
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林

前 2:1-2) 

 聖靈必然會引我們來就十架，而真實十架的經歷也必帶下更豐盛的聖靈祝福與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