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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的一些人今天是One Voice Fellowship的访客。 我们很高兴你们来这里！ 我們今年正在学习新城教

理問答，因為它是對基督教信仰核心真理的一個很好的總結。 今天，我们来看看问题16。 您将在公告中找

到它，您可以看到以多种不同语言打印的版本。 我将阅读问题，然后我们一起阅读答案。

问题16：什么是罪？

罪是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拒绝或忽视他，悖逆祂，不照着祂的标准⽣活，不做他律法中要求的
事情，从⽽导致我们的死亡和所有受造物的崩溃。

今天是复活节主日。 我原来考虑过今天先不讲新城市教理问答。 但当我祷告并祈求上帝带领我时，我想到

了问题16的答案。 我也想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

音27：46） 离弃意味着被遗弃。 独自一人，得不到任何帮助。 为什么父神要把圣子遗弃在十字架上？ 因

为当父神看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儿子时，他看到他被我们的罪所覆盖。 但因为天父拒绝了十字架上的耶

稣，所以他就可以欢迎我们作为他的儿女。 这就是复活节的悲剧和胜利。 耶稣的死意味着我们得生命。

这就是我今天想与你们分享的。 首先，我现在要多读一读马太福音27章中的经文。 现在请听主的话语。

马太福音27：45-50。 



“45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46 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

离弃我？”

47 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

48 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

49 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

50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 耶稣，我们敬拜，因为你充满了怜悯和爱。 圣灵

啊，请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阿们。

第45节告诉我们，从中午12点到3点，一个神秘的黑暗降临在耶路撒冷上空。 那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

间。 大约下午3点，耶稣尖叫起来： “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圣经中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

耶稣尖叫。 耶稣没有大声说话，也没有提高嗓门。 他在这个特定的时刻痛苦地尖叫。 马太福音27：26告

诉我们，耶稣被抽打或鞭打。 罗马人使用一根带有金属片的鞭子，可以让受害者遭受最大的疼痛和伤害。

但耶稣当时没有尖叫。 当钉子捶穿他的胳膊和脚时，我们没有读到耶稣尖叫。 为什么耶稣此时在46节尖

叫？ 这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痛苦。 耶稣没有呼喊：“我的神，我的神，这太疼了！” 不，耶稣自己告诉我

们他为什么尖叫。 那是一颗被遗弃的心发出的尖叫声。 “你为什么离弃我？”

我们之前读过使徒信经。 它说耶稣下地狱了。 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地狱主要看作是一个物理的地方或地

点。 在地獄裡的人非常痛苦，因為他們永遠與上帝和一切美好的事物隔絕了。 耶稣经历了那可怕的分离带

来的可怕的痛苦。

耶稣在与父和圣灵的亲密和爱的关系中永远活着。 天堂是在天上，因为圣父、圣子和圣灵在完美的爱中生

活在一起。 但是，当神子民所有的罪孽都堆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时，天父就转过身去。 天父完美的圣洁

必须远离耶稣所成为的那罪恶的虫子。 耶稣感受到了神所有的审判，而不是神所有的爱。 耶稣在那一刻失

去了天堂，尝到了地狱的滋味。 這就是他為什麼尖叫：「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要離棄我？」 耶稣这

样说的时候乃是引用了诗篇22篇。

诗篇22：1-2说：



“1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2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

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他显然在默想诗篇22篇。 他能感觉到父神离他很远。 耶稣痛苦地呻吟着，大声

呼喊，但他的父没有回答他。 诗篇22篇是由耶稣的祖先大卫王写的。 当大卫在诗篇中写下他的歌和祷告

时，他乃是在写下经文。 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2：30说大卫是先知。 这些诗篇在新约中被多次引用，因为

它们充满了关于神将来工作的预言。 但诗篇22篇很特别。 这首诗篇更多的是关于耶稣，而不是关于大卫。

诗篇22篇充满了大卫从未经历过的细节。 但它们确实在耶稣钉十字架期间都发生了。

现在请听诗篇22篇第6-8节。

6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7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

8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我想向你们展示诗篇22篇在新约的福音书中是如何实现的。 请和我一起看马太福音27：39，41-43。

“39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

41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

42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43 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

你有没有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 人们是否因为你犯了错或者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而嘲笑你？ 我大

约12岁的时候，在篮球队打球。 我是一个糟糕的篮球运动员。 但在一场比赛中，我正站在篮筐下面。 那

个拿着球的男孩不想把球扔给我，但我当时张开双臂。 从我那里明显可以投篮进球。 所以他把球扔给我，

球的速度非常快。 我惊慌失措。 就躲开了。 球从我头顶飞过。 体育馆里的每个人都笑了。 我的队友们

很生气。 但大家只是嘲笑我。 我之后再也没有打过篮球。 我感到非常羞愧和尴尬。

人们嘲笑耶稣。 他愿意为我们可耻的行为而死。 那不像躲在篮球下面。 我那样太愚蠢了。 我说的是我们

对自己和他人所做的邪恶、可怕的事情。 可耻的事情，耶稣都愿意承担。 耶稣一生中从未做过任何可耻的

事情。 但他被讥诮，被嘲笑，为你我的缘故而承受羞耻。 我们所有的羞愧和罪疚都跟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

上了。 他在精神上、情感上、关系上和身体上都感到痛苦。 为我们的缘故而痛苦。 让我们看看诗篇22篇

如何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身体上的痛苦。

“14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熔化。

15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在钉十字架期间，受害者的肩膀脱臼。 靠胳膊挂在十字架上也使他呼吸非常困难。 你的肺工作得太辛苦

了，这也给你的心脏带来了压力。 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和挣扎使受害者非常口渴。 看看诗篇22：15在约翰

福音19：28-30中是如何实现的。

“28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

29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30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接下来，我想和你们一起看诗篇22：16。

“16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第16节清楚地描述了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 一群罗马士兵和众多群愤怒的以色列人围在耶稣周围。 然后

士兵们用钉子刺穿他的手脚，将他的身体固定在十字架上。

现在看诗篇22：17。

“17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的身体靠胳膊挂在十字架上，耶稣胸前的皮肤被拉得很紧。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的肋骨在他艰难地呼吸

时刺穿了他的皮肤。 人们盯着他受苦受难的身体。 罗马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罪犯和叛乱分子是如何受到惩

罚的。

请记住，诗篇22篇是在耶稣出生前1000年写成的。 但這篇詩篇中的細節非常具體。 朋友们，你们可以相信

并信靠你们的圣经。 这是神真实和活生生的话语。

请看诗篇22：18。

“18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拈阄”的意思就是赌博。 投掷骰子或其他东西，看看谁能赢得奖品。 将第18节与约翰福音19：23-25中

约翰的报告进行比较。

“23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

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

24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兵丁果然作了这事。



我们已经看到诗篇22：1-18如何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和死亡。 我想接下来的经文描述了复活节的早晨。 耶

稣并没有一直死去。 他的生命从坟墓中被解救出来。

诗篇22：19-22。

19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20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21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

22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耶稣复活后，告诉来到坟墓边的妇女们去告诉他的弟兄们，他还活着。 然后耶稣亲自去见了他的弟兄们。

他和门徒们一起吃喝。 耶稣向他们解释了旧约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这是基督教会的开始。 我們所相信的一切，我們所做的一切，我

們對天堂的預期，都是基於耶穌的復活。 如果你仍然对复活持怀疑态度或感到困惑，请告诉我。 我很想和

你一起喝茶，一起谈一谈！ 这太重要了，不能忽视你的怀疑或问题。 上帝希望你对关乎这些事情的真理有

信心，因为它将永远改变你的生命。

复活后，耶稣在地上与门徒们一起度过了40天。 然后他升入天堂。 在他离开之前，耶稣在使徒行传1：8中

告诉门徒。

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

的见证。”

你看到第8节中描述的福音在地理上的传播吗？ 这正是早期教会所发生的事情。 这也是诗篇22篇在它发生

前1000年所描述的。 让我们来看看大卫诗篇中的这些经文。 寻找耶稣在使徒行传1：8中谈到的地理上的参

照。

诗篇22：23，26-28。

“23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

26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27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28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

我喜欢第27节，因为它描述了我们在“一个声音团契”中所经历的一切。 “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



拜。” 耶稣的生和死，是为要把像你我这样的人，从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带进神的同一个家中。

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谈论了耶稣是如何引用诗篇22篇1节。的 他也知道诗篇22篇的结尾。 我想最后两节

经文解释了为什么耶稣愿意忍受这么多的痛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诗篇22篇的最后两节经文，然后结束今

天的教导。

30 “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

31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

子孙后代意味着将来的一代又一代。 这些经文预言，将来许多人会“宣扬他的义”。 他们会告诉后代“这

事是他所行的”。 他做了什么？ 耶稣终结了罪和死亡。 这事是他所行的。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願意承受這

麼多肉體上的痛苦。 耶穌與父分離，並感受到了地獄中被与神隔离的感觉，因為他知道這是完成他使命的

唯一途徑。 看看约翰在约翰福音19：30中关于耶稣之死的报道。

30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耶稣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尽管这很痛苦。 通读诗篇22篇，想想耶稣所忍受的一切，你也会感到很痛

苦。 但诗篇以那些荣耀的充满盼望的话语来结束： “他做到了。” “成了。” 当我们今晚走出教会时，

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 明天，我们将回到工作岗位，回到学校，开始在这个堕落世界中生活的另一个星

期。 人们会对我们不友善。 我们也会对其他人不友善。 我们或犯错，会遭受冲突和疾病的折磨。 罪和破

碎今天仍然是个大问题，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 但我们可以保持耐心和宽容。 我们可以悔改，让圣灵改变

我们。 本周我们可以满怀盼望和喜乐去生活。 因为我们得救了，重生了，这都是藉着基督完成的工作完成

的。 “这事是他所行的！”

现在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祷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死了又复活了，他救了我们，赐给我们新生命。

天父啊，你对我们的爱是难以测度的。 但十字架帮助我们能够想明白。 当我们在十字架上想起你心爱的儿

子时，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 请帮助我们这周记住这一点。 当撒旦诱惑我们绝望，并提醒我

们我们的罪疚和羞耻时，请提醒我们记住十字架。 帮助我们坚持这个真理：“成了。 这事是他所行的！”

因此，我们是自由的，是蒙饶恕的，是被爱的，也永远都是你的孩子。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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