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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从圣经里，去默想耶稣受难

受死背后的意义，背后有什么信息神要

带给我们的，从中我们要学一些重要的

功课和原则。
52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

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

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

吗？53 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

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路

22:52-53）

圣经的话是需要我们去思想的，不

只是读了就结束了。留意耶稣说的最后

一句话：“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

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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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了。”“你们的时候”和“黑暗掌

权了”，两者有什么关系呢？不知道你

有没有想过一些这样的问题？“你们”

和“黑暗”有什么关系？黑暗是如何掌

权的？答案应该很明显：黑暗是借着你

们掌权的。所以耶稣说现在时候到了，

黑暗掌权了，因为是跟你们有关系的。

我们首先思想一下，到底黑暗是怎

么掌权的？魔鬼是怎么工作的？为什

么魔鬼的计谋能够得逞？到底是什么

原因？他用什么方法？

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

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

人犹大心里）。（约 13:2）

括号里的是约翰的解释，他看见魔

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了犹大的

心里。我不知道你读约翰福音 13 章的

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序幕，好像这

场仗已经开始了！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这

种意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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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工作的，他先从我们的意念开始，他

先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心里面。如果你

愿意跟着他的意念走，那么他就会一步

一步地带领你，借着你来成就他的计划。

我们知道，犹大是出于怨恨和苦毒，

决定要卖耶稣的。因为在马利亚那件事

情上，他感觉被羞辱了，之后犹大就决

定要卖耶稣了（参看约 12:3-8）。

撒但是利用人心里面的苦毒、贪婪、

虚荣心，或者一些不好的私欲来控制人

的。如果你明白撒但的方法、手段，就

真的要好好用神的话来保守自己，好好

地警醒祷告，

免得有时候一

时放纵，我们

体贴自己里面

的一些不好的

意念。撒但把这个种子放在我们意念里，

如果你体贴它，就是一步一步地跟着它

走。总有一天，黑暗要在你生命里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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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进一步看事情是怎么发展

下去的：

他吃了以后，撒但就入了他的

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作

的快作吧！”（约 13:27）

撒但先把意念放在犹大的心里，这

里告诉我们，接下来，撒但就进了他的

心。这好像是一个过程。

为什么撒但能继而控制了犹大的

行为？这里似乎给我们一个提示，他吃

了这个饼之后，他不领耶稣的情，所以

撒但能够进一

步到他的心里

面，可以说，撒

但完全得着了

他。所以，千万

不要纵容心里面不好的意念，如果你放

纵这些意念，撒但迟早会得着你的。

希望大家明白，撒但的工作是无孔

不入的，无人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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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撒但入了那称为加略人

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

的一个。（路 22:3）

这是平行经文路加福音的记载，请

留意后面那一句：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

一个。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

犹大是其中一位门徒，那么干嘛要强调

他本是十二个门徒的其中一个？我说

圣经每一句话你都要想，到底作者想表

达什么。你有没有这样仔细地想过这个

问题？“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

你以为你是耶稣的门徒，就可以幸免

吗？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幸免，撒

但的工作是无孔不入的，即使耶稣的使

徒也无法幸免。所以不要迷信，不要以

为你信了耶稣，你就蒙保守了。这就是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可怕，它迷

惑了我们。面对撒但的诱惑，如果连使

徒都不能幸免，更何况是我们。别忘了，

这些使徒是跟着耶稣的，难道耶稣不能

保护他们吗？其实这跟耶稣没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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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的选择，导致他们进了迷惑，

最后被撒但控制住了。

我们再往下看：
31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

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

筛麦子一样。32但我已经为你

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路 22:31-32）

这里撒但攻击的对象是谁？是彼

得吗？看清楚！是你们！从约翰福音

13 章开始，序幕就拉开了，撒但采取

了全面的攻击，不单是在犹太人宗教领

袖身上作工，甚至在门徒心里面去工作。

黑暗掌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

人不知不觉随从了撒但的计划，可能有

些人是屈服于压力，可能有些人是心里

面有苦毒，好像犹大，不管什么原因，

他们一个一个屈服于撒但的黑暗势力。

所以耶稣说黑暗掌权了，现在是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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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了。

希望大家留意，撒但的对象是彼得

和众门徒，当然犹大是明显的一个。彼

得也因为体贴肉体（他为了救自己），

最后也否认了

耶稣；其他的

门徒也为了救

自己，都逃之

夭夭。所以不

要自信，面对魔鬼，我们都是不堪一击

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黑暗的权势在

不同的人的心里工作，不单是宗教领袖，

包括耶稣的使徒，甚至外邦人。你不听

从神的话，你选择体贴肉体情欲，你知

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意味着你选

择助长了黑暗的权势。这是跟你每天生

活有关系的，所以不要小看你心里面的

意念，不要小看你的选择。

可能有人看到路加福音 22 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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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耶稣为彼得祈求，心想不就可以保守

他了吗？耶稣在这里为彼得祈求，是为

他求什么呢？耶稣希望彼得能回头，回

头之后，要坚

固他的弟兄。

别忘了，耶稣

今天也在天上

为我们祈求。

没有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要以

为耶稣为你祈求，你什么都不用害怕。

但事实告诉我们，即使耶稣为我们祈求，

我们还是要面对选择。只有当我们愿意

彼此同心，我们才能够抵挡黑暗的权势。

我们不能体贴自己，也不要相咬相吞，

否则我们就是在助长黑暗的权势。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黑暗掌权时，

神做了什么？耶稣说：“这是你们的时

候，黑暗掌权了。”好像挺悲观的一幅

图画：耶稣投降了，你们为所欲为吧。

那神做了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要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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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要经文：
19 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

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

“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20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

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

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

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21犹

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

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

王’。”22 彼拉多说：“我所

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约

19:19-22）

这里发生了一些小插曲，犹太人跟

彼拉多之间有

一些争闹。通

常被钉十字架

的人，他们身

上要挂一个牌

子，这个牌子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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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拉多当时在耶稣的牌子上写了“犹太

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个牌子有

什么意思？当你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圣经的话我们要去思想。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犹太人拒绝拿

撒勒人耶稣作他们的王，但你有没有看

到，神亲自为他加冕！真神奇！你在读

这个名号的时候，你就是在宣告、承认

他是犹太人的王！你留意到很神奇吗？

他们千方百计要把这个拿撒勒人耶稣

给毁了，灭了，不要他作王，但是神亲

自为他加冕，宣告他是犹太人的王。

那为什么是三种语言？希腊语就

是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大众说的；罗马

语就是拉丁语，是官方语言；希伯来语

就是神的子民的语言，其实也是亚兰文，

就是那一带的中东人都看得懂的。似乎

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告——耶稣是犹太

人的王！但是仿佛也定了犹太人的罪：

他们把自己的王给钉了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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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

发现黑暗在掌权，但神还在做他的工作，

只不过你看得

见吗？我觉得

很神奇，这个

罪状反而成了

一个荣耀的冠

冕，神借着一个不信的人（彼拉多）来

成就了他的旨意。神的子民不愿意做，

神就让一个不信的人来帮他成就他的

旨意，宣告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神在

锡安圣山上立了耶稣为王，这是诗篇第

二篇说的。

你从来没想过，黑暗的权势竟然成

就了神的旨意。他们千方百计要灭了耶

稣，谁知道，竟然在这个重大的节日，

相信有很多犹太人来过节，大家都在读

这个牌子：“犹太人的王，拿撒勒的耶

稣。”我觉得太神奇了！

这里我们看到两个事实：一个事实

就是，黑暗的权势是从来不会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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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人能幸免；第二个事实是，神的

计划也永不动摇。约翰福音 19 章想告

诉我们什么呢？这一切都是按照圣经

的话应验了。你读约翰福音 19 章的时

候，你留意到这一点了吗？这一章很多

都谈到这些事应验了圣经的话。他们做

这些事，其实是应验了圣经的话。神的

计划，永不动摇！

我们再看一些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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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9:23-24）

你知道钉十字架的时候需要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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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来负责吗？分了四份，每人一份，

也就是说，负责

钉十字架的有

四个士兵。我鼓

励大家读圣经

的时候要留意

一些细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分

他的衣服，拈阄）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参

看诗 22:18）。
31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

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彼

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

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

在十字架上。32 于是兵丁来，

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

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33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

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约

19:31-33）

为什么犹太人要请求彼拉多打断

他们的腿？是要确保他们死了！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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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罚其实是一种缓慢的死刑，的确会

令人死，但不会死得痛快，而是让人慢

慢死，有的人挂在十字架上两三天才死。

安息日之前他们必须处理这些尸体，不

能让尸首继续挂在上面。打断他们的腿，

就能够加速他们的死亡。因为被钉在十

字架上面的人，由于要呼吸，必须把身

子稍微提起来。如果腿被打断之后，就

无法提起身子，也很难呼吸，于是很快

就会窒息而死。

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约

19:36）

请留意，这里又说到，这一切的事，

是应验了圣经的话。
19 义人多有苦难，但雅伟救他

脱离这一切，20又保全他一身

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诗

34:19-20）

请大家留意第 19节的话。这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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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多有苦难。我们不要以为蒙神所爱

的人没有苦难，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义

人多有苦难，你从耶稣的生平就能够看

到这一点。

众人都定他有罪，但神却看顾他，

看他为义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

保守了他，让他一根骨头也不折断。

这一点很重要，耶稣是神的羔羊，

约翰福音中多次提到这一点。逾越节的

羔羊，必须是完全的。圣经有吩咐，一

根骨头都不能折断（参看出 12:46，民

9:12），如果你仔细看这些参考经文，

就会明白“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这

一点很重要。

神保守了他自己的羔羊，尽管恶人

的计谋千方百计，就是要毁了他，但是

神保守了他。这个被众人弃绝的拿撒勒

人耶稣，却是神所悦纳的祭。也就是说，

恶的权势不停地在工作，但是神的计划

也永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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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19章是想告诉我们：圣

经的话应验了，黑暗的权势阻止不了神

的计划的成就。这一切发生的事，都是

应验了圣经的话，我强调“都是”。有

时候仔细思想，会感到挺鼓励的。

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 19 章中很多

奇妙的事：
38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

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

犹太人，就暗暗地作门徒。他

来求彼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

领去。彼拉多允准，他就把耶

稣的身体领去了。39 又有尼哥

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

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

斤前来。40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

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

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41 在耶

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

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

没有葬过人的。42 只因是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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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约

19:38-42）

这是谁的新坟墓？从平行经文马

太福音 27 章 57-60 节可以知道，这是

约瑟的新坟墓。

黑暗的权势定意要羞辱和灭绝耶

稣，不但是要灭绝，而且是用最羞辱的

方法羞辱他。黑暗的权势是要借着犹太

人成就它的阴谋，就是魔鬼的阴谋。犹

太人要让耶稣与恶人同埋，你知道这是

什么意思吗？按照罗马的规矩，十字架

上的尸首是不能随便拿下来的，他们处

理的方法就是把尸首拿下来之后就扔

到一个坑里面，因为是羞辱，他不会让

人正常埋葬。就是要羞辱这些被钉十字

架的人。他们有一个坑，把这些人扔在

里头就算了，不允许家人拿走。所以犹

太人要求让耶稣钉十字架，也就是说，

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他们不想他挂在

十字架上，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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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所以必须把他拿下来。但是他们不

会考虑好好安葬耶稣。

旧约曾经预言过，人要使耶稣与恶

人同埋（参看赛 53:9）。耶稣被钉十

字架的时候，旁边还有两个犯人，一左

一右（参看路 23:32-43）。也就是说，

对旁观者来讲，耶稣跟这两个犯人一样，

都是恶人。他们心想：“这就是恶人的

结局，活该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神却为他预备了一切，预备

了一个新的，而且是私人专用的坟墓！

你有想过吗？

这么巧！在旁

边就有一个！

如果你仔细读

的话，你会发

现，原来这一切神都预备了。神顾念他

的仆人。我觉得太神奇了！

神为耶稣预备了一切。你看到吗？

约瑟带来了裹尸布，尼哥底母带了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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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的香料来，而约瑟又提供了一个空坟

墓。而且，他们的到来使耶稣能够在安

息日前及时地埋葬。耶稣一无所缺，尽

管敌人要让他受羞辱，但是神没有让他

受羞辱，当然最后神给他最大的荣耀，

就是复活。这就应验了诗篇 34 篇 19

节所说的，尽管义人要多受苦难，但神

会救他脱离一切的凶恶，就是来自黑暗

权势的凶恶。

神是如何眷顾他的仆人呢？他是

借着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就是那些敢于

选择光明的人，

那些不愿意向

黑暗屈服的人。

我觉得约瑟和

尼哥底母非常

特别，他们在这关键的一刻，没有因为

黑暗掌权了而退缩。因为这是最凶的时

刻，现在把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了，你

想想他们还会对你客气吗？如果连他

们的拉比都不放在眼里，你做门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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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有什么后果吗？之前还给一

些面子，最多吵吵闹闹。也就是说，这

是最凶恶的时刻，但是他们竟然敢挺身

而出。

请留意这里是怎么描述约瑟的？

这里说：因为怕犹太人，然后就暗暗地

做门徒。圣经又是怎么描述尼哥底母

的？“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他们一

个暗暗做门徒，一

个只敢夜里去见耶

稣。以前是屈服于

这种黑暗的权势的

压力，但是在这个

关键时刻，他们选

择了光明，行神看为好的事。他们不害

怕了。我觉得这两个人挺鼓励的。请留

意约翰在 38 节说是耶稣的门徒，约翰

承认了这些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看一看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

个人做了什么。先看亚利马太人约瑟，

他为耶稣预备了新坟墓，还有裹尸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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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麻布。当众门徒都逃之夭夭的时候，

他挺身而出，他放胆去见彼拉多（参看

可 15:43）。也就是说，这不是理所当

然的，你未必拿得到！我说过，他们不

会让亲人拿走

的，他必须放

胆去跟彼拉多

说：请你给我。

不要以为是理

所当然的，以为他有钱就可以得到彼拉

多的同意。他这个举动，也意味着他不

害怕被宗教领袖孤立，约瑟不害怕。

你想一想，生前他都不敢，耶稣死

了，何必多此一举呢？你明白吗？耶稣

活着的时候都不敢，现在耶稣死了，哎，

算了，反正人都已经死了，何必多此一

举呢？可见他是顺从神在他心里面的

感动，挺身而出，顺着光明的权势的带

领下去做这件事。

四福音书给了亚利马太人约瑟一

个至高的荣耀，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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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人的名字只出现一次，但四本

福音书都有，神把这个至高的荣誉给了

这个人。

我们再看一看尼哥底母，尼哥底母

也预备了一百斤（这是指罗马镑）的没

药和沉香。一百罗马镑相当于三十三公

斤，挺重的！不知道他是一个人扛来呢，

还是带着仆人扛来的。其他福音书没提

到尼哥底母，只是约翰福音提到了他。

不论如何，这两

个人，一个以前

暗暗做门徒，另

一个只敢在夜

里去见耶稣，现

在他们敢于行神看为公义的事，你看到

这个改变。他们现在有这个信心，有这

个勇气去做这件事。

那他们两个是不是约好的呢？我

不知道。如果没约好就更神奇了，因为

他们带来的东西都不一样！这里没有说

明他们是否约好的，但无论如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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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神为耶稣预备了一个非常体面的

葬礼，为他预备了一个新的私人坟墓。

该有的，都有了。神不允许黑暗的权势

羞辱他的仆人。他可以受苦，他可以面

对很多灾难，但是神绝对不会让他受羞

辱。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

到坟墓前。（路 24:1）

这些妇女虽然知道耶稣放在哪个

坟墓，但她们是否知道有人已经用香料

把尸体裹好了，

这些圣经没有

说明。这里描述

她们带着所预

备的香料来，可

见她们是准备来处理耶稣的尸体，可是

来不及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觉得这挺特别的，这些妇女也挺

勇敢的，她们一大早来到坟墓，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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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耶稣的尸体，但是她们错失了这个

预备耶稣尸体的机会，因为这个福气已

经给了约瑟和尼哥底母。但是，神用别

的方法鼓励这些妇女，最后她们能够见

到复活后的耶稣。那些敢于行在光明中

的，那些不向黑暗屈服的，神都会用不

同的方法来鼓励他们。

我想说的是，预备耶稣尸体的福气

已经给了约瑟和尼哥底母。
50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议

士，为人善良公义；51众人所

谋所为，他并没有附从。他本

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

神国的人。（路 23:50-51）

我要大家留意这句话，“约瑟这个

人，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附从”，

也就是说，他不屈服于黑暗的权势，他

不向黑暗屈服。神尊重这样的人，无论

是这些妇女，还是尼哥底母，还是约瑟。

从前他们是屈服于黑暗的权势，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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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明明地做门徒，今天他们选择了要行

神看为正的事。

我想鼓励大家，我们不要有辉煌的

开始！就好像门徒都有很辉煌的开始，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在压力底下，他们

出卖了耶稣，或者否认了耶稣。我们不

要有辉煌的开始，但是我们要在神的旨

意上持之以恒。

对比门徒和尼哥底母，我们都很瞧

不起尼哥底母，夜里悄悄地来见耶稣，

为什么不敢像门徒一样公开跟从耶稣

呢？你想一想，那些敢公开跟从耶稣的

门徒，甚至敢拿刀去拼的彼得，最后关

键时刻却逃了。反而这个暗暗做门徒的，

在关键时刻他站起来了。但愿我们真的

能够做一个持之以恒的门徒，靠神的恩

典，我们也去回应神，回应耶稣为我们

的代求。可能他在天上也为我们代求，

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不会因为黑暗

权势的诱惑或者压力而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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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明白这一切之后，希望你能明

白耶稣在约翰福音 14章 30 节说的：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

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

面是毫无所有。（约 14:30）

你明白后面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吗？“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将到”，

这一句话你明白吗？还有“他在我里面

是毫无所有”，什么意思？中文意思是

一无所有，但这又是什么意思？世界的

王将要到，意思是说，黑暗很快就要掌

权了。你跟上圣经的思路了吗？耶稣说：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也就是说，

魔鬼在耶稣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控制

他的把柄。

你在暗中的意念和行为，魔鬼都了

如指掌。不要体恤你心里面的恶念，否

则他在你身上一切都有（相对“毫无所

有”），他可以随时随地控制你，这个

代价会很高，你会成为一个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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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撒但在我们生命中，不能找

到任何破口或者把柄来利用我们。我们

要好好地思想，但愿我们从约翰福音

19 章学到这个重要的功课。

神为什么会允许耶稣钉十字架

呢？我们当然知道是赎罪，为了救我们

等等。但是到底耶稣被钉十字架背后，

除了救赎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

含意吗？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

上，正午的时

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遍地都黑暗

了。除约翰福音之外，其他三本福音书

都强调了这一点，遍地都黑暗了！（参

看太 27:45，可 15:33，路 23:44）

这想告诉我们什么？耶稣钉十字

架是人类最黑暗的时刻，你可以说，我

们选择了黑暗，弃绝了光明和生命。神

要借着钉十字架的耶稣来告诉我们，我

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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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借着今天的信息鼓励大家，听

完这些信息之后，看完了圣经的话之后，

你今天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有两种

方法成就神的旨意：一种是积极的，就

好像约瑟和尼哥底母；还有一种方法是

消极的，好像犹太人。犹太人顺从了黑

暗的权势，但是他们没意识到，即使他

们顺从了黑暗的权势，他们也在成就神

的旨意，这是消极的。黑暗的权势以为

能得胜，但是黑暗的权势没意识到，其

实神的旨意是不会动摇的。我不希望我

们做一个消极成就神旨意的人，比如犹

大。圣经已经预

言有人会出卖耶

稣，问题是谁

呢？你会选择做

那个出卖耶稣的

人吗？你想成为

一个消极成就神旨意的人吗？但愿我

们不会这样选择。希望我们选择做一个

要积极成就神旨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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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好想一想，在神的永恒计划中，

你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想做一个

犹大吗？即使做犹大，最终还是要成就

神的旨意。还是你要选择做一个约瑟！

虽然很平淡，圣经记载不多，但是在关

键时刻，他坚持住了，他做了他该做的

事。这就是名垂千古！

我觉得神记念了这种愿意选择光

明的人，也就是说，神记念了约瑟，明

白吗？你从来

没想过，约瑟就

做了一件这样

的事，但是神没

忘记，神把他记

下来，这就是生

命册。可能你很好奇生命册是什么样的，

写了些什么，这就是生命册。他的名字

已经留在生命册里，要留给我们看，让

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效法。

所以你要想好，在神的永恒计划中，

你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选择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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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一天的选择开始，不要想着做轰轰

烈烈的事，不要一次的壮举。这是我们

每一天的选择，必须从每一天的选择开

始，而且要持之以恒地行在光明中。生

命册，也是光明的一个名册，但愿我们

都是这些选择光明的人，以致我们在这

个册上都有名分，如同亚利马太人约瑟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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