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時候到了 
 

12:12  
第二天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 

12:13  

就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他、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
頌的。 

12:14  
耶穌得了一個驢駒、就騎上．如經上所記的說、 

12:15  
『錫安的民哪、不要懼怕、你的王騎著驢駒來了。』 

12:16  

這些事門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穌得了榮耀以後、纔想起這話是指著他寫的、並
且眾人果然向他這樣行了。 

12:17  

當耶穌呼喚拉撒路叫他從死復活出墳墓的時候、同耶穌在那裡的眾人、就作見證
。 

12:18  
眾人因聽見耶穌行了這神蹟、就去迎接他。 

12:19 
法利賽人彼此說、看哪、你們是徒勞無益、世人都隨從他去了。 

12:20  
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有幾個希利尼人。 

12:21  
他們來見加利利伯賽大的腓力、求他說、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 

12:22  
腓力去告訴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訴耶穌。 

12: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結出許多子粒來。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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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26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
我、我父必尊重他。 

12:27  

我現在心裡憂愁、我說甚麼纔好呢．父阿、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
來的。 

 
 

神對全人類的救贖計劃的中心就是基督和祂被釘十字架，耶穌基督的一生是走向十字架為
其終極的目標。在祂人生最後的一段路程中，祂漸進地啟示門徒，祂將要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然而，第三日祂將要復活。 

 
直到這日子臨近了，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猶大地，逾越節快到了，耶穌知道自己就是這逾越

節真實的羊羔。祂甘心為你我的罪成為代罪的羔羊。這一段史實是全人類歷史的中心，耶穌
進了聖城耶路撒冷是四福音都題到的少數事蹟之一，不但題到而且用了很多的篇幅來詳細地
記載。讓我們一同來思想在祂被釘十字架之前的一週，祂如何帶著心愛的門徒們，勇敢地走
進聖城耶路撒冷。 

 
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候，扭轉人類歷史的時刻，榮耀臨到全地時間的開始。讓我們一同來思

想三件與我們生死禍福有關的提醒。1. 身份的顯明: 顯明祂是以色列王的身分，接受祂自己
子民的歡呼，2. 謙和的君王: 謙和地騎著驢駒，公開地來到祂自己的聖城耶路撒冷的東門，3. 
榮耀的得勝:進入祂自己的聖殿，至終以復活的大能彰顯神兒子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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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份的顯明 
 
    主耶穌基督在世上的日子一直是站在人的立場特意隱藏祂是神兒子的榮耀。當祂醫治長大
痲瘋的人，耶穌曾嚴嚴的囑咐他要謹慎，甚麼話都不可告訴人醫治他的是耶穌。(可 1:43)污
鬼無論何時看見耶穌就俯伏在祂面前，喊著說，祢是神的兒子。耶穌的反應是甚麼呢?耶穌
再三的囑咐他們，不要把祂顯露出來。(可 3:11-12)耶穌在加利利海邊醫治了一個耳聾啞巴的
人，也囑咐當地的人不要告訴人。甚至在變化山上，耶穌顯出祂榮耀的形像後，下山時，耶
穌囑咐彼得、雅各和約翰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門徒將
這話存記在心，彼此議論從死裏復活是甚麼意思。(可 9:9-10) 耶穌在世的日子一直是如此隱
藏自己的身份，聖經也題到祂將真理傳給外邦，但是祂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祂
的聲音。(賽 42:2) 
 
    究竟是甚麼原因這段經文記載當眾人拿著棕樹枝出耶路撒冷去迎接祂時，他們喊著說，和
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耶穌竟然作了四件與以前大相逕庭的事。 
 
1. 為何不再隱藏自己? 
 
    祂自己打發門徒去牽驢駒子來，讓門徒扶著祂騎上驢駒子，坐在衣服上面，讓舊約中關乎
以色列的王要來到的預言毫無疑問的能夠應驗。先前祂隱藏自己，這時祂彰顯自己，為甚麼? 
(亞 9:9) 
 
2. 為何不禁止眾人揚聲? 
 
    耶穌並不禁止歡迎祂的眾人揚聲，以前祂都是這樣囑咐他們的。這次他們不是宣揚祂所作
的事，而是宣告祂是以色列的王，這是猶太人拒絕祂最重要的原因。耶穌知道如此行的後果
是將要被殺，祂仍然不禁止眾人對祂的頌讚，這巨大的轉變其原因是甚麼?祂為甚麼不怕死? 
 
3. 為何接受眾人對君王的歡迎? 
 
    這時，當眾人擁戴祂為王的時候，耶穌默認了，已往耶穌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後，眾人
要來強逼耶穌作王，祂卻獨自退到山上去了。(約 6:15)這裏當眾人歡樂，大聲讚美神尊耶穌
為王的時候，法利賽人要耶穌責備祂的門徒，耶穌不但不責備，反而說:｢若是他們閉口不
說，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為何耶穌過去拒絕人擁祂為王，此時卻接受人擁戴祂為王呢? 
 
4. 為何耶穌看見聖城卻哀哭? 
 
    第四，耶穌快到耶路撒冷，那是大君王的城，錫安山居高莊嚴，是神榮耀的聖山，是神接
受敬拜、讚美、歌頌的地方。(詩 9:11) 榮耀的君王將要完成拯救世人的大功，榮美的聖殿在
望，耶穌應當歡樂，因為撒但的權勢即將被擊潰，許多人的名字將要被記在天上，父神得榮
耀的時候到了。然而，耶穌看見聖城，卻為聖城哀。(路 19:41)為甚麼呢? 
 
    用人的頭腦來分析這些問題是相當困難的。因為這是一個極大的奧秘，對聰明通達的人就
隱藏起來，對單純像嬰孩的人就顯明出來。父神為世人所預備的救恩，是真神之愛的極至。
這救恩是由子神親自來完成的，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
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 3:16) 顯明這奧秘事
的時刻將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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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這位耶穌就是在肉身顯現的神子，過去必須隱藏自己的神性的大能，放下自己的榮
耀與尊貴，站在人子的身份上，服事眾人。耶穌基督服在父神的權柄之下，必須謙卑忍耐，
直到這個時刻來臨。這是甚麼時候呢? 是神蹟已經顯明耶穌是基督，是彌賽亞，是救主，是
神的羔羊，是世界的救主，是神的兒子，是神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那
時，水已在迦拿婚筵上變成好酒，在迦拿已超距離醫治了大臣在迦百農的兒子，三十八年血
氣枯乾的癱子在耶路撒冷的一個安息日得痊癒，五餅二魚在加利利餵飽了五千男人，還剩下
十二籃，在加利利海在水上行走，使風浪止息，使船立刻到達目的地，生來就瞎的眼的在耶
路撒冷聖殿中眼睛已經得開啟，死去四天的拉撒路已在伯大尼從死裏復活，彌賽亞的權能已
經清楚地顯明。 
 
    第二，耶穌基督不可不到期而死，祂必須受時間的限制，祂並不怕死，祂降世就是為了要
死在十字架上，成為代罪的羔羊，但是逾越節的羔羊只能在逾越節那天被殺獻上。祂的時間
是不方便的，直到這個時刻。「第二天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就拿
著棕樹枝、出去迎接他。」(約 12:1-2)這節是逾越節。地點是在耶路撒冷。「受膏者必被剪
除，一無所有。」的豫言是在耶路撒冷應驗的。(但 9:25-26)     
 
    第三，耶穌基督第一次來時不是以君王的身份顯現，乃是以僕人的姿態出現。基督耶穌來
到世上為了將救恩賜給祂的子民，祂的子民不明白救恩並非要救以色列人脫離羅馬人的統
治，也不只是醫治人的身體，供應人生活的需要，乃是要敗壞撒但的權勢，並賜下永遠的生
命，祂不以君王的姿態出現，直到這個時刻。「第二天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將到
耶路撒冷、就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他、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
頌的。」(約 12:1-2)  這正應驗了舊約的豫言，「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從耶
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詩 118:25)  棕樹枝在主前兩百年已成為國家的象徵。在主前
164 年，西門.馬加比(Simon the Maccabee)把敘利亞逐除耶路撒冷，受到音樂與揮舞棕樹枝的
歡迎。在主前 164 年重獻聖殿時也使用棕樹枝。羅馬人甚至在他們得勝的錢幣上也用棕樹枝
來炫耀。棕樹枝在聖殿、得勝、喜樂、歡迎、慶賀中顯出榮耀。 
 
    第四，耶穌基督知道，祂將要被以色列人棄絕，神的旨意是要他們悔改，接受祂的救贖。
但是那時以色列人的心非常剛硬，他們驕傲自大，拒絕神的救恩，因此他們將要遭到神的棄
絕。耶路撒冷將要經過大戰亂，聖殿完全被毀，因此基督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聖城就為
它哀哭。(路 19:42) 因為平安的城已失去了平安，公義的城已充滿了盜賊、妓女、兇手。 
 
    撒迦利亞書的豫言必要應驗。「錫安的民哪、不要懼怕、你的王騎著驢駒來了。」(亞 9:9) 
 
二、 謙和的君王 
 
    如果我們要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按排他出現在人面前的盛大典禮，我們會怎樣安排呢? 
在古時一定是大張旗鼓，安排許多的軍兵、馬匹、車輛開道; 現今就會用像閱兵一樣的場
面，安排坦克、飛彈、戰鬥機、鳴砲、儀隊等等。但是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只不
過騎著一匹借來的小驢駒，而且來歡迎祂的全是無知的小民，手上沒有拿著槍，身上沒有配
著劍，這些人手中只不過是拿著棕樹枝，穿著平民的衣服。其中還有一些是反對耶穌的法利
賽人。到底神要向我們啟示甚麼? 
 
    神要我們知道，不可以外貌認人，以外貌來看耶穌是無法認出祂的真實身份的。那些聰明
又極看重宗教信仰的猶太人等了兩千年並沒有認出耶穌就是彌賽亞，我們不可步他們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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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當時耶穌進耶路撒冷是從橄欖山下來的，祂先從遠處眺望聖城，橄欖山是敬拜神的地
方，祂就是那當受愛戴敬拜的主。祂看見人們為了宗教儀式在耶路撒冷忙亂，卻很少人知道
要出城來迎接祂，出來迎接祂的人很多是聽見耶穌使拉撒路從死裏復活的消息，他們因著好
奇來看耶穌。我們是否也忙於我們的事，忽略了迎接耶穌的重要。基督到自己的地方來，自
己的人反而不接納祂。 
 
    耶穌從耶路撒冷的東門進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先知以西結在主前五百多年前曾預言，東
門是耶和華以色列的王要從其中經過的。橄欖山是在耶路撒冷的東邊。(太 21:1)這位神子耶
穌必須從東邊進城，以西結預言當以色列的神由東門進入聖殿後，就再沒有人可由其中進
入。(結 44:2)這表示耶穌是王、是主、是神。祂進來後東門就關閉了，有書記載說，直到今
日，耶路撒冷的東門因某種原因一直是封閉的。耶穌是唯一的救主，祂是羊圈唯一的門，真
是太奇妙。 
 
    更奇妙的是會幕豫表基督，讓我們來看與會幕和基督有關的八件設計。 
 
第一，摩西早在主前一千五百年前就在會幕的位置中預言了以色列的王要從東門進來，怎麼
知道呢? 從外院進入會幕只有一個門，就是朝東的門，其它北邊、南邊、西邊都沒有門。｡

這位耶穌必須從東邊進城。 
 
第二，帳幕的門 20 肘寬。(出 27:16)相當於 9.6 米寬(出 38:9-15)，從門才能進入神的家，必
須經過耶穌才能進到父神的家。20 肘寬的門是很寬的門，代表救恩的門已大開。 
 
第三，門簾是由細麻編成，門簾豫表基督的柔和謙卑，進入門時必須撥開門簾，低著頭進去,
表示人必須謙卑來到主前。 
 
第四，門簾是由藍色、紫色、朱紅色、白色細麻編成的。藍色代表基督是屬天的，紫色代表
君王的尊貴，朱紅色代表基督用自己的血遮蓋人的罪，白色代表基督的生命是潔白無暇疵
的。基督具有這四種特質，祂是從天降下的神的兒子，祂是勝過死亡和罪惡的君王，祂是服
事人為人流血捨生的救主，祂又是聖潔的人子。 
 
第五，杆子是銀作的，杆子也都代表基督。銀子在聖經中代表救贖，銀杆子預表基督是人蒙
救贖的支柱。 
 
第六，卯座是銅作的，銅在聖經中代表審判，釘在地上的卯座是為了插銀杆子而設計的，銅
卯座預表基督所受的審判是我們得救的根基。 
 
第七，會幕長一百肘，寬五十肘。會幕的長寬代表神的家非常的寬大，非常雄偉。 
 
第八，會幕高五肘代表外面看不見裏面基督的豐富。這樣榮耀的一位大君王來到聖城耶路撒
冷時只是謙謙和和地騎著驢駒子。祂來是為了擔當我們的罪，祂受鞭傷是讓我們得醫治，祂
的身體被釘十字架是為了替我們除罪，祂的寶血洗淨我們，並為我們贖罪。這些都彰顯父神
無限的愛，我們明白了這些奧秘就能心被恩感，謙卑下來，尊祂為主為王。 
 
    耶穌在橄欖山談論世界末了要發生的事。(太 24:3) 橄欖山是耶穌升天的地方。(徒 1:6-12) 
也是主第二次再來的時候從天降臨的地方。(亞 14:4,詩 24:7-9) 橄欖山是耶穌和門徒們常在那
裏禱告的地方。(路 22:39) 也是舊約時代敬拜神的地方。(撒下 15: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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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打發門徒往對面村子裏去，他們必看見一匹驢栓在那裏，還有驢駒同在一處，你們解
開牽到我這裏來。若有人對你們說甚麼，你們就說，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這
事成就，是要應驗先知的話，說，「要對錫安的居民說，看哪，你的王來到這裏，是溫柔
的，又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駒子。」(亞 9:9) 
 
    耶穌吩咐祂的門徒去作甚麼事，不管合理不合理，他們都願意遵行。我們今天我們是否願
意主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作。至於如何可聽見神的聲音呢? 我們若是愛主，就必遵守主的命
令，主就向愛祂的人顯現。(約 14:21) 我們若是敬畏神，神必指引我們當選擇的路。(詩
25:12) 
 
    耶穌告訴門徒，只要說，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時讓你們將那驢駒子牽來。我們今日也要聽
見主的聲音，若是聽見，主說要用誰，誰就會為神所用。 
 
    以色列人向來等候彌賽亞來拯救他們脫離敵人的壓制，他們直到如今還仍然在等待這位救
主。這位君王是誰呢? 這位君王就是神在肉身顯現的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已經來到人間，但
是以色列民竟然不認識祂。舊約聖經豫言這位猶太人所盼望的君王必須具備以下的條件： 
 
1. 祂必須是神自己—不可是任何受造之物 
 
    要對錫安的居民說，看哪，你的王來到這裏。榮耀的王是誰呢? 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
的王。(詩 24:10) 
 
2. 祂必須是全地的王—不是僅僅是以色列的王 
 
   錫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華美，為全地所喜悅。看哪，眾王會合，一同經過。(詩
48:1-2) 
 
3. 祂必須進入耶路撒冷—不是本來就在聖城，乃是從外面進來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

王是誰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
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詩 24:7-9) 

 
 
4. 祂必須從東邊進來—不是從南、從西、從北進城 
 
   以後，他帶我到一座門，就是朝東的門，以色列神的榮光從東而來。(結 43:1-2) 
 
5. 祂進來後東門必須關閉—不可繼續敞開 
 
   他又帶我回到聖地朝東的外門，那門關閉了。耶和華對我說，這門必須關閉，不可敞開，
誰也不可由其中進入。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已經由其中進入，所以必須關閉。(結 44:1-2) 
 
6. 祂必須是公義的—不邪惡，不偏私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 你的王來到你這裏，祂
是公義的。(亞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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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祂必須施行拯救的君王—不是不顧人的痛苦 
 
   並且施行拯救。(亞 9:9) 耶穌是拯救的意思，祂要將祂的百姓從罪惡中拯救出來。 
 
8. 祂必須是謙和的—不大張威勢 
 
   謙謙和和的。(亞 9:9) 不像亞基帕王和百尼基大張威勢而來審問使徒保羅。(徒 25:23) 
 
9. 祂必須騎驢駒進入耶路撒冷—不是騎馬，不是坐車，也不是步行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
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的駒子。(亞 9:9) 驢駒是和平之王騎的，馬是
爭戰之時騎的。 
 
10. 祂必須有人公開歡迎君王—不是偷偷摸摸的，也不是漠不關心的進城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亞 9:9) 耶和華阿，求祢拯救。耶和華阿，求祢使我們亨通。
(詩 118:25) 求祢拯救就是和散那的意思，眾民必須知道這位君王是來拯救他們的。衣服鋪在
路上，代表歡迎君王。(王下 9:13) 棕樹是「得勝」的表號，也是榮盛的象徵。棕樹枝在啟示
錄中代表得勝者在君王寶座前因著蒙受救恩而感謝並呼喊。(啟 7:9-10) 
 
11. 祂必須是大衛的子孫—不是出於任何其他支派，必須是大衛的子孫 
 
    前行後隨的眾人，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太 
21:9)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詩 118:26) 奉主名來的必須是大衛的後裔。祂的政權與平
安必加增無窮。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
遠。(賽 9:7) 
 
12. 祂必須是有能力的君王—不是無能的 
 
    我必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爭戰的弓也必除滅。(亞 9:10) 
 
13. 祂必須是和平的君王—不是帶來動盪不安 
 
    祂必向列國講和平。 (亞 9:10) 聖城耶路撒冷就是神賜平安的城。神與人和好，人與人和
好，萬物得蒙救贖。 
 
14. 祂必須管轄全世界—不是地區性的王 
 
    祂的權柄必從這海管到那海，從大河管到地極。 (亞 9:10) 政權必在祂的肩頭上。 
  
15. 祂必須是以血立永約的救主君王—不是不付代價的不是暫時的 
 
    錫安哪，我因與你立約的血，將你中間被擄而囚的人，從無水的坑中釋放出來。(亞 9:11) 
基督一次被獻，祂的寶血永遠有功效。(來 9:28,10:14) 
 
16. 祂必須願救一切轉回的人—不是靠人的努力得救，不是靠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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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轉回保障。我今日說明，我必加倍賜福給你們。｣(亞 9:12) 
 
17. 祂必須能進入耶路撒冷驚動合城的人—不被任何人擋住，截殺 
 
    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太 21:9) 抵擋神的人可能不讓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但是耶穌公開
地，得勝地進入聖城。 
 
18. 祂必須驚動合城的人—不是一個沒有影響力的人 
 
    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都驚動了。(太 21:9) 
 
19. 祂必須在逾越節前進城—不是任何一天，太早，太晚都不行 
 
   這君王必須是逾越節的羔羊，必須要為眾人的罪而死。(約 12:1,12) 
 
20. 祂必須在主後三十年進城—不是任何一年的逾越節前 
 
    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都驚動了。(太 21:9) 但以理豫言彌賽亞將要在從出令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直到彌賽亞出現有七十個七。(但 9:25-26) 豫言從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亞
達薛西王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尼 2:1-8) 直到耶穌騎驢於尼散月棕樹節主日進耶路撒冷一共
有 173880 天。從主前 445 年三月十四日到主後三十年四月十四日，正好應驗了但以理書中
的豫言。一天都不差。  
 
    論到神在末時對以色列人的看顧，彌賽亞榮耀進聖城的豫言帶進神對以色列的拯救。「錫
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 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
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的駒子。我必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
馬。爭戰的弓也必除滅。他必向列國講和平。他的權柄必從這海管到那海，從大河管到地
極。錫安哪! 我因與你立約的血，將你中間被擄而囚的人，從無水的坑中釋放出來。你們被
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轉回保障。我今日說明，我必加倍賜福給你們。｣(9:9-12) 撒迦利亞豫
言基督第一次降世時，是謙和的君王，騎著驢的駒子，以公義施行拯救。撒迦利亞豫言，當
彌賽亞降臨時，錫安的民當大大喜樂。(亞 9:9) 這豫言在基督騎驢進耶路撒冷時已經應驗
了。(太 21:5,約 12:15) 然而，當基督第一次降臨時，世上的君王卻一齊起來抵擋基督，不法
的人將祂定罪，最後將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約 12:32-33) 祂的手腳被釘，肋旁被扎。(亞
12:10,約 19:34-37) 親身擔當我們的罪，完成了救贖大功，將應許的聖靈賜下。(亞 12:10,約
14:16-17) 外邦人因信得救，進入新約的恩典之中。 
 
三、 榮耀的得勝 
 
    拉撒路的復活使人相信確實有復活的事。而基督的復活象徵著初熟的果子，將有更多的豐
收，又如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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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節耶穌說: 「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在這以前，所有的時候都是用未
來時態，「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 2:4) 「耶穌說、婦
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約 4:21) 「時候
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約
4:23) 「他們就想要捉拿耶穌．只是沒有人下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約 7:30)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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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話是耶穌在殿裏的庫房、教訓人時所說的．也沒有人拿他、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約 8:20)  
 
         當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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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時候，就是祂要上十字架，代死，復活的重大時刻來臨了。現在是時候滿足的時候了，「我
現在心裡憂愁、我說甚麼纔好呢．父阿、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約
12:27)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
他們到底。」(約 13:1)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
子、使兒子也榮耀你。」(約 17:1) 
十字架雖然是羞辱的記號，但是卻帶來了得勝的榮耀盼望。基督的復活帶進了我們的復活，
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之後，神所應許的大豐收必定隨後而來。願我們不但了解復
活的奧秘與意義，也能將我們必然復活的信心與盼望顯明在日常生活中，等候主來。 
 
1. 死與活的先後次序   
 
    我們都死在罪惡過犯中，因為亞當犯罪，眾人都成為罪人。耶穌第一次來是為我們死，拯
救我們脫離陰間的權勢。耶穌若沒有降卑死在十字架上就不能拯救我們，讓我們與祂同死、
同葬,同復活，在祂裏面靈性先復活，有了新的生命，成為新造的人。祂第二次再來是為公
義的審判，所有的死人都要復活，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約 5:29)帶進救恩的
最後一部分，就是身體的復活，是信徒榮耀的盼望。 
 
2. 永恆與暫時的眼光 
 
    耶穌看見當時的聖殿雖然是榮耀無比，舉世無雙，經過四十六年的時間才造成的。但是在
新約裏那真正的聖殿是神自己，是被殺的羔羊。(啟 21:22)耶穌以祂自己的身體比喻為聖
殿。(約 2:21)這聖殿必須先被拆毀，然後才能重建。基督是那位受膏者必須在耶路撒冷被剪
除，一無所有。(但 9:26)然後才有復活，才有外邦人得救的時日，還有最後的七年大災難，
這些都是隱藏的奧秘。那些在今世就潔淨自己，敬虔度日，等候主再來的人有福了。耶穌知
道永恆的榮耀，因此雖然面對死亡的酷刑，並擔當全人類的罪，將要被父擊打苦待，義的代
替不義的，站在人的立場而言，耶穌凡事禱告，耶穌說: 「父啊! 救我脫離這個時候。」但是
祂很清楚這痛苦是不可能越過的，因為耶穌從天來到世間，就是為了順服天父的旨意，祂願
意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服，成為第一個完全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此因
亞當一人的悖逆，眾人都成為罪人，也必因著耶穌，這末後亞當的順服，眾人都在祂裏面成
聖稱義了。於是神的計劃成功了，在這個時刻，耶穌靈裏非常清楚，祂接著說: 「但是我原
是為這時候來的。」 
 
3. 喜樂與災難的透視 
 
    耶穌知道時候到了，救贖的大功將要完成，以賽亞書關乎救恩的成就如此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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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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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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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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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53:11-12) 論到耶穌受苦與未來喜樂的對比，希伯來書的作者也清楚地宣告: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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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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b)  這是一個屬天的奧祕，耶穌在肉身上所受的痛苦是救恩的代價和末後喜樂的源頭，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
了應允。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
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來 5:7-9)   
 
    在耶穌人，神兩性的完美調和的表現中，我們看見了以馬內利的奧祕，就是神成為人，為
人成就救恩的條件是要親自成為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魔鬼。如此才能將我
們這些因怕死，而終身為奴的人，從魔鬼的的手中搶救出來。這就是為何一方面主凱旋地在
棕樹節接受神子民的歡呼，另一方面，主也因耶路撒冷再過四十年後，被毀滅時悽慘光景，
為神的子民哀哭。從現在主眷顧耶路撒冷的時刻到聖城被毀的日子，神的子民無法看見，但
是主能看見，並為此哀哭。「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他哀哭、說、巴不得你在這日
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因為日子將到、你
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並要掃滅你、和你裡頭的兒女、連一塊石頭
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路 19:41-44)   

 
    我們是神的子民，不能只看見眼前平安的光景，貪圖世俗的享樂，忘記主的命令，不肯體
恤主的心腸，置拯救靈魂的託付於不顧。 
 
4. 羞辱與榮耀的對比 
 
    時候到了，外邦人來見耶穌的時候就是基督要為世人死的時候到了。因為耶穌的聲名大
噪，猶太人嫉妒祂，用各樣的方法來陷害耶穌，設下假見證來控告耶穌。然而，耶穌看祂自
己是完全順服天父的旨意，願意捨命，拯救世人脫離撒但的權勢和死亡的結局。人子得榮耀
的時候就是當祂順服父神的旨意，願意承受上十字架的羞辱，主因那擺在我們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一切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神使祂復活後升高，坐在父神寶座的右邊。(來
12:2) 願聖靈感動我們在受難節期間思想主的受審、受刑、受苦、受死。好讓我們明白基督
如何從受羞辱到得榮耀的過程。然而神的旨意不僅僅停在讓神得榮耀，神要讓我們成為祂的
兒女，得享神永遠的榮耀。 
 
     神最終的目的是叫我們得榮耀。「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
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羅 8:17)  神以祂的榮耀和美德召我
們進入榮耀中，這榮耀就是讓我們被模成兒子的樣示。「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
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豫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
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28-30)   最後，我們總結在現今世代中為主苦
難與將來神所要賜給愛祂之人的榮耀。 
 
(1) 過去基督為我們受苦 
 
    若非基督因受苦難得以成為我們救恩的元帥，無人可變成將來進入神榮耀的眾子。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
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來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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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在我們有機會與基督一同受苦 
 
     與基督一同受苦的人有福了，將來必要歡喜快樂。 
 
「親愛的弟兄阿、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歡
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你們若為
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彼前 4:12-13)   
 
(3) 未來我們作基督受苦見證的要同享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與基督一同受苦的僕人將來必要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
的人。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
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到了
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 5:1-4)   
 
 
(4) 世上的眾弟兄最後都要得享神永遠的榮耀 
 
    經歷苦難，勝過撒但後，世上的眾弟兄將要得享神永遠的榮耀。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那賜
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
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彼前 5:9-10)   
 
 
(5) 苦難是至暫至輕的苦楚是要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我們的心要受安慰，因為苦難是暫時的，是至輕的，榮耀是永遠的，是極重無比的。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
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 4:17-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羅 8:18)   
 
(6) 我們等候主再來的時刻在屬天的身體中得享此榮耀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他要按著那能叫萬
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 3:20-
21)  
 
    願神在基督受難的節期中再一次清楚地將苦難與榮耀擺在我們面前。在基督裏一切的苦難
與羞辱都是祝福; 在基督之外，所有的虛榮都是虧損與羞辱。求主幫助我們在今世作正確的
選擇，願意立志敬虔度日，與基督一同受苦，好讓我們與主一同在永恆中同享榮耀。讓我們
一同低頭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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