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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的彌賽亞:  
上帝救恩的核心 
 
Paul Hsieh 
末世先鋒事工 

 
¨ 林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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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前 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 

¨ 林前 2: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
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大綱 
 
¨ 研究十架預言背景﹐明白上帝的永恆的旨意與計畫 
¨ 瞭解上帝隱藏在十字架真理中的智慧和能力 
¨ 領受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 
¨ “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的涵義 

十架預言背景 
 
A. 創世紀3：14-15“14 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
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
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 

 

 
¡ 女人的後裔﹕馬太福音 1:15-16  “15 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
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 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
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馬利亞生那稱為
基督的耶穌(另譯)” 

 
¡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如何應驗的﹖在
十字架上! 

 
B. 創世紀22： 2  亞伯拉罕獻他的獨生愛子以撒。地點﹕摩利亞
山(Mount Moriah)。創22: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
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
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 

                                                                                 

 

 

 
¡ 創22: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是耶
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預備。」” 

¡ 預言的預告版﹐預告將來必成的事﹕ 
¡ 必有預備﹕預備什么﹖羔羊2000  年後﹐上帝自己預備獨生
子耶穌﹐神的羔羊﹐成為贖罪祭。 

¡ 耶和華的山: 在那裡﹖耶路撒冷聖殿山同⼀一個地方，耶穌就在
聖殿外面釘十字架 

 
C.  摩西在曠野高舉銅蛇﹕ 
¡ 民數記 21:6-9  “6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
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7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
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
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
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
9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
銅蛇就活了。” 

 

 
¡ 預示耶穌代替你我在罪人的地位上﹐在十字架上接受父神對
罪的審判。 

¡ 憑信心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必得拯救。 
 

 
¡ 銅﹕代表審判 
ú 出埃及記 27:2-3 “2 角上做四個角，與壇接連⼀一塊，用銅把
壇包裹。 3  要做盆，收去壇上的灰，又做鏟子、盤子、肉
鍤子、火鼎；壇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銅做。” 

 
ú 啟示錄 1:13-14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
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
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 

 
¡ 蛇﹕ 
ú 代表罪：耶穌不僅背負我們的罪﹐還成為罪。歌林多後書 
5:21  “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作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ú 代表撒旦﹕ 啟示錄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
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 

 
¡ 銅蛇:  預表撒旦受審判 
ú 創世紀3﹕15“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ú 何時何處﹖ 

 
D. 逾越節的羔羊與羔羊血的能力(權力)。 
¡ 為何直到那夜神才領以色列﹐神的百姓﹐出埃及﹖整整四百
年﹕神的定期日。 

¡ 出埃及記 12:40-42  “40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41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
出來了。42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
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 

 

 
¡ 神敗壞(審判﹐懲治)埃及⼀一切的神﹕因這羔羊(耶穌)的寶血﹐
神才能放手施行審判﹐但又不傷及自己所買贖的百姓。不止 
埃及(代表世界) 受審判﹐連掌管世界的撒旦及其國度的掌權
著們也都被審判懲治。 

 
¡ 出埃及記 12:11-13  “11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
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12  因為那夜
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
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 13  這血
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
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 

 
¡ 逾越節羔羊的血預表 
ú 基督寶血保護我們免去神對罪的憤怒與審判 
ú 神對撒旦並其國度的審判 
ú 含有神對仇敵的憤怒 
 

¡ 主耶穌釘十字架那日﹕逾越節 
¡ 逾越節的羔羊接受檢驗﹐證明無瑕無疵 ﹕法利賽人﹐祭司
長 ﹐彼拉多均查不出罪---宣告無瑕疵。 
ú 路加福音 23:4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
有什麼罪來。」 ” 
ú 申命記 17:1 “凡有殘疾或有什麼缺點的牛或羊、都不可宰獻
與永恆主你的上帝，因為這是永恆主你的上帝所厭惡的。” 

   在十字架上發生了那些事﹖ 
 
A. 成就挽回祭﹕ 挽回神之怒气，罪人得与神和好  
¡ 哥林多后书5:18-19  “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
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19  這就
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
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 

 
B. 女人的後裔傷(或譯壓碎)蛇的頭--神全然得勝  
¡ 歌羅西書2﹕15 
ú (和合本)“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
仗著十字架誇勝。” 
ú (新譯本)“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
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 
ú (呂振中版)  “他既解除了『各執政的』『各掌權的』的權勢，
便把他們公然示眾，仗著十字架（或譯『仗著他』）而得勝，
帶領他們做俘虜于凱旋的行列中。” 
ú (簡明聖經)  “基督已經藉著十字架，戰勝了⼀一切具有力量和
權威的惡魔，解除了牠們的武裝，俘虜了他們，讓他們在狼
狽的戰俘行列中遊行，遭受大眾的羞辱。” 

¡ 西伯來書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
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C. 洗淨了人的罪 
¡ 牲希伯來書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邊。”  

¡ 牲祭的血只能暫時遮罪﹐主耶穌的血⼀一次永遠除罪 
D. 對付掉罪的生命﹐罪的性情(熱情) 
¡ 加拉太書 5:19-21,  5:24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
如姦淫、污穢、邪蕩、 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
恨、惱怒、結黨、分爭、異端、 21  嫉妒（有古卷加：兇殺
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
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24 凡屬基督耶穌的
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E. 把我們從律法下釋放﹐遷移到恩典以下 
¡ 加拉太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
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 注意：加拉太5章4節提醒我們不要從恩典中墜落 
F.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都得永生  
¡ 約翰福音 3:14-17“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
舉起來，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
在他裡面得永生）。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7  因為神
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
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的智慧隱藏在十字架中 
 
¨ 林前 1: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
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 

¨ 十字架上彰顯⼀一切與世界相反的價值觀﹕謙卑﹐順服﹐饒恕﹐
聖潔。 

¨ 世界無法認同﹐撒旦也無法明瞭﹐但又明明預示在聖經中﹐對
⼀一切在神目前自高自大的﹐想要評審神智慧的人隱藏了。但對
於嬰孩就開啟了 

¨ 使得無人能自誇﹐無條件的恩典才能釋放出來。無條件﹐只要
願意相信接受---十字架右邊與左邊的強盜。 

¨ 十字架---神用來劃分永生與滅亡的唯⼀一方式﹐為此他付出無比
代價﹐只希望我們得到永生﹐成為他的兒女。 你願意嗎﹖ 

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測不透的愛 
 

¡ 使命﹕通過各樣試探試煉﹐全然得勝﹐全然聖潔無瑕的生命
成為神的羔羊 

¨ Heb 10: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
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 Heb 10: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 Heb 10:7  那時我說：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
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 成為他最憎惡的 
¡ 成為父神憎惡的﹐被棄絕 
¡ 荊棘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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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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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前 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 

¨ 林前 2: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
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大綱 
 
¨ 研究十架預言背景﹐明白上帝的永恆的旨意與計畫 
¨ 瞭解上帝隱藏在十字架真理中的智慧和能力 
¨ 領受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 
¨ “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的涵義 

十架預言背景 
 
A. 創世紀3：14-15“14 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
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
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 

 

 
¡ 女人的後裔﹕馬太福音 1:15-16  “15 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
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 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
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馬利亞生那稱為
基督的耶穌(另譯)” 

 
¡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如何應驗的﹖在
十字架上! 

 
B. 創世紀22： 2  亞伯拉罕獻他的獨生愛子以撒。地點﹕摩利亞
山(Mount Moriah)。創22: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
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
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 

                                                                                 

 

 

 
¡ 創22: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是耶
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預備。」” 

¡ 預言的預告版﹐預告將來必成的事﹕ 
¡ 必有預備﹕預備什么﹖羔羊2000  年後﹐上帝自己預備獨生
子耶穌﹐神的羔羊﹐成為贖罪祭。 

¡ 耶和華的山: 在那裡﹖耶路撒冷聖殿山同⼀一個地方，耶穌就在
聖殿外面釘十字架 

 
C.  摩西在曠野高舉銅蛇﹕ 
¡ 民數記 21:6-9  “6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
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7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
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
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
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
9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
銅蛇就活了。” 

 

 
¡ 預示耶穌代替你我在罪人的地位上﹐在十字架上接受父神對
罪的審判。 

¡ 憑信心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必得拯救。 
 

 
¡ 銅﹕代表審判 
ú 出埃及記 27:2-3 “2 角上做四個角，與壇接連⼀一塊，用銅把
壇包裹。 3  要做盆，收去壇上的灰，又做鏟子、盤子、肉
鍤子、火鼎；壇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銅做。” 

 
ú 啟示錄 1:13-14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
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
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 

 
¡ 蛇﹕ 
ú 代表罪：耶穌不僅背負我們的罪﹐還成為罪。歌林多後書 
5:21  “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作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ú 代表撒旦﹕ 啟示錄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
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 

 
¡ 銅蛇:  預表撒旦受審判 
ú 創世紀3﹕15“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ú 何時何處﹖ 

 
D. 逾越節的羔羊與羔羊血的能力(權力)。 
¡ 為何直到那夜神才領以色列﹐神的百姓﹐出埃及﹖整整四百
年﹕神的定期日。 

¡ 出埃及記 12:40-42  “40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41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
出來了。42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
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 

 

 
¡ 神敗壞(審判﹐懲治)埃及⼀一切的神﹕因這羔羊(耶穌)的寶血﹐
神才能放手施行審判﹐但又不傷及自己所買贖的百姓。不止 
埃及(代表世界) 受審判﹐連掌管世界的撒旦及其國度的掌權
著們也都被審判懲治。 

 
¡ 出埃及記 12:11-13  “11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
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12  因為那夜
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
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 13  這血
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
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 

 
¡ 逾越節羔羊的血預表 
ú 基督寶血保護我們免去神對罪的憤怒與審判 
ú 神對撒旦並其國度的審判 
ú 含有神對仇敵的憤怒 
 

¡ 主耶穌釘十字架那日﹕逾越節 
¡ 逾越節的羔羊接受檢驗﹐證明無瑕無疵 ﹕法利賽人﹐祭司
長 ﹐彼拉多均查不出罪---宣告無瑕疵。 
ú 路加福音 23:4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
有什麼罪來。」 ” 
ú 申命記 17:1 “凡有殘疾或有什麼缺點的牛或羊、都不可宰獻
與永恆主你的上帝，因為這是永恆主你的上帝所厭惡的。” 

   在十字架上發生了那些事﹖ 
 
A. 成就挽回祭﹕ 挽回神之怒气，罪人得与神和好  
¡ 哥林多后书5:18-19  “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
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19  這就
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
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 

 
B. 女人的後裔傷(或譯壓碎)蛇的頭--神全然得勝  
¡ 歌羅西書2﹕15 
ú (和合本)“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
仗著十字架誇勝。” 
ú (新譯本)“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
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 
ú (呂振中版)  “他既解除了『各執政的』『各掌權的』的權勢，
便把他們公然示眾，仗著十字架（或譯『仗著他』）而得勝，
帶領他們做俘虜于凱旋的行列中。” 
ú (簡明聖經)  “基督已經藉著十字架，戰勝了⼀一切具有力量和
權威的惡魔，解除了牠們的武裝，俘虜了他們，讓他們在狼
狽的戰俘行列中遊行，遭受大眾的羞辱。” 

¡ 西伯來書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
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C. 洗淨了人的罪 
¡ 牲希伯來書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邊。”  

¡ 牲祭的血只能暫時遮罪﹐主耶穌的血⼀一次永遠除罪 
D. 對付掉罪的生命﹐罪的性情(熱情) 
¡ 加拉太書 5:19-21,  5:24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
如姦淫、污穢、邪蕩、 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
恨、惱怒、結黨、分爭、異端、 21  嫉妒（有古卷加：兇殺
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
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24 凡屬基督耶穌的
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E. 把我們從律法下釋放﹐遷移到恩典以下 
¡ 加拉太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
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 注意：加拉太5章4節提醒我們不要從恩典中墜落 
F.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都得永生  
¡ 約翰福音 3:14-17“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
舉起來，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
在他裡面得永生）。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7  因為神
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
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的智慧隱藏在十字架中 
 
¨ 林前 1: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
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 

¨ 十字架上彰顯⼀一切與世界相反的價值觀﹕謙卑﹐順服﹐饒恕﹐
聖潔。 

¨ 世界無法認同﹐撒旦也無法明瞭﹐但又明明預示在聖經中﹐對
⼀一切在神目前自高自大的﹐想要評審神智慧的人隱藏了。但對
於嬰孩就開啟了 

¨ 使得無人能自誇﹐無條件的恩典才能釋放出來。無條件﹐只要
願意相信接受---十字架右邊與左邊的強盜。 

¨ 十字架---神用來劃分永生與滅亡的唯⼀一方式﹐為此他付出無比
代價﹐只希望我們得到永生﹐成為他的兒女。 你願意嗎﹖ 

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測不透的愛 
 

¡ 使命﹕通過各樣試探試煉﹐全然得勝﹐全然聖潔無瑕的生命
成為神的羔羊 

¨ Heb 10: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
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 Heb 10: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 Heb 10:7  那時我說：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
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 成為他最憎惡的 
¡ 成為父神憎惡的﹐被棄絕 
¡ 荊棘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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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的彌賽亞:  
上帝救恩的核心 
 
Paul Hsieh 
末世先鋒事工 

 
¨ 林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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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前 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 

¨ 林前 2: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
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大綱 
 
¨ 研究十架預言背景﹐明白上帝的永恆的旨意與計畫 
¨ 瞭解上帝隱藏在十字架真理中的智慧和能力 
¨ 領受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 
¨ “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的涵義 

十架預言背景 
 
A. 創世紀3：14-15“14 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
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
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 

 

 
¡ 女人的後裔﹕馬太福音 1:15-16  “15 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
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 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
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馬利亞生那稱為
基督的耶穌(另譯)” 

 
¡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如何應驗的﹖在
十字架上! 

 
B. 創世紀22： 2  亞伯拉罕獻他的獨生愛子以撒。地點﹕摩利亞
山(Mount Moriah)。創22: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
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
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 

                                                                                 

 

 

 
¡ 創22: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是耶
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預備。」” 

¡ 預言的預告版﹐預告將來必成的事﹕ 
¡ 必有預備﹕預備什么﹖羔羊2000  年後﹐上帝自己預備獨生
子耶穌﹐神的羔羊﹐成為贖罪祭。 

¡ 耶和華的山: 在那裡﹖耶路撒冷聖殿山同⼀一個地方，耶穌就在
聖殿外面釘十字架 

 
C.  摩西在曠野高舉銅蛇﹕ 
¡ 民數記 21:6-9  “6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
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7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
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
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
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
9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
銅蛇就活了。” 

 

 
¡ 預示耶穌代替你我在罪人的地位上﹐在十字架上接受父神對
罪的審判。 

¡ 憑信心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必得拯救。 
 

 
¡ 銅﹕代表審判 
ú 出埃及記 27:2-3 “2 角上做四個角，與壇接連⼀一塊，用銅把
壇包裹。 3  要做盆，收去壇上的灰，又做鏟子、盤子、肉
鍤子、火鼎；壇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銅做。” 

 
ú 啟示錄 1:13-14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
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
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 

 
¡ 蛇﹕ 
ú 代表罪：耶穌不僅背負我們的罪﹐還成為罪。歌林多後書 
5:21  “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作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ú 代表撒旦﹕ 啟示錄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
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 

 
¡ 銅蛇:  預表撒旦受審判 
ú 創世紀3﹕15“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ú 何時何處﹖ 

 
D. 逾越節的羔羊與羔羊血的能力(權力)。 
¡ 為何直到那夜神才領以色列﹐神的百姓﹐出埃及﹖整整四百
年﹕神的定期日。 

¡ 出埃及記 12:40-42  “40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41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
出來了。42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
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 

 

 
¡ 神敗壞(審判﹐懲治)埃及⼀一切的神﹕因這羔羊(耶穌)的寶血﹐
神才能放手施行審判﹐但又不傷及自己所買贖的百姓。不止 
埃及(代表世界) 受審判﹐連掌管世界的撒旦及其國度的掌權
著們也都被審判懲治。 

 
¡ 出埃及記 12:11-13  “11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
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12  因為那夜
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
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 13  這血
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
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 

 
¡ 逾越節羔羊的血預表 
ú 基督寶血保護我們免去神對罪的憤怒與審判 
ú 神對撒旦並其國度的審判 
ú 含有神對仇敵的憤怒 
 

¡ 主耶穌釘十字架那日﹕逾越節 
¡ 逾越節的羔羊接受檢驗﹐證明無瑕無疵 ﹕法利賽人﹐祭司
長 ﹐彼拉多均查不出罪---宣告無瑕疵。 
ú 路加福音 23:4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
有什麼罪來。」 ” 
ú 申命記 17:1 “凡有殘疾或有什麼缺點的牛或羊、都不可宰獻
與永恆主你的上帝，因為這是永恆主你的上帝所厭惡的。” 

   在十字架上發生了那些事﹖ 
 
A. 成就挽回祭﹕ 挽回神之怒气，罪人得与神和好  
¡ 哥林多后书5:18-19  “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
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19  這就
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
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 

 
B. 女人的後裔傷(或譯壓碎)蛇的頭--神全然得勝  
¡ 歌羅西書2﹕15 
ú (和合本)“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
仗著十字架誇勝。” 
ú (新譯本)“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
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 
ú (呂振中版)  “他既解除了『各執政的』『各掌權的』的權勢，
便把他們公然示眾，仗著十字架（或譯『仗著他』）而得勝，
帶領他們做俘虜于凱旋的行列中。” 
ú (簡明聖經)  “基督已經藉著十字架，戰勝了⼀一切具有力量和
權威的惡魔，解除了牠們的武裝，俘虜了他們，讓他們在狼
狽的戰俘行列中遊行，遭受大眾的羞辱。” 

¡ 西伯來書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
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C. 洗淨了人的罪 
¡ 牲希伯來書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邊。”  

¡ 牲祭的血只能暫時遮罪﹐主耶穌的血⼀一次永遠除罪 
D. 對付掉罪的生命﹐罪的性情(熱情) 
¡ 加拉太書 5:19-21,  5:24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
如姦淫、污穢、邪蕩、 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
恨、惱怒、結黨、分爭、異端、 21  嫉妒（有古卷加：兇殺
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
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24 凡屬基督耶穌的
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E. 把我們從律法下釋放﹐遷移到恩典以下 
¡ 加拉太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
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 注意：加拉太5章4節提醒我們不要從恩典中墜落 
F.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都得永生  
¡ 約翰福音 3:14-17“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
舉起來，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
在他裡面得永生）。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7  因為神
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
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的智慧隱藏在十字架中 
 
¨ 林前 1: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
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 

¨ 十字架上彰顯⼀一切與世界相反的價值觀﹕謙卑﹐順服﹐饒恕﹐
聖潔。 

¨ 世界無法認同﹐撒旦也無法明瞭﹐但又明明預示在聖經中﹐對
⼀一切在神目前自高自大的﹐想要評審神智慧的人隱藏了。但對
於嬰孩就開啟了 

¨ 使得無人能自誇﹐無條件的恩典才能釋放出來。無條件﹐只要
願意相信接受---十字架右邊與左邊的強盜。 

¨ 十字架---神用來劃分永生與滅亡的唯⼀一方式﹐為此他付出無比
代價﹐只希望我們得到永生﹐成為他的兒女。 你願意嗎﹖ 

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測不透的愛 
 

¡ 使命﹕通過各樣試探試煉﹐全然得勝﹐全然聖潔無瑕的生命
成為神的羔羊 

¨ Heb 10: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
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 Heb 10: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 Heb 10:7  那時我說：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
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 成為他最憎惡的 
¡ 成為父神憎惡的﹐被棄絕 
¡ 荊棘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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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的彌賽亞:  
上帝救恩的核心 
 
Paul Hsieh 
末世先鋒事工 

 
¨ 林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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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前 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 

¨ 林前 2: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
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大綱 
 
¨ 研究十架預言背景﹐明白上帝的永恆的旨意與計畫 
¨ 瞭解上帝隱藏在十字架真理中的智慧和能力 
¨ 領受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 
¨ “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的涵義 

十架預言背景 
 
A. 創世紀3：14-15“14 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
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
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 

 

 
¡ 女人的後裔﹕馬太福音 1:15-16  “15 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
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 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
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馬利亞生那稱為
基督的耶穌(另譯)” 

 
¡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如何應驗的﹖在
十字架上! 

 
B. 創世紀22： 2  亞伯拉罕獻他的獨生愛子以撒。地點﹕摩利亞
山(Mount Moriah)。創22: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
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
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 

                                                                                 

 

 

 
¡ 創22: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是耶
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預備。」” 

¡ 預言的預告版﹐預告將來必成的事﹕ 
¡ 必有預備﹕預備什么﹖羔羊2000  年後﹐上帝自己預備獨生
子耶穌﹐神的羔羊﹐成為贖罪祭。 

¡ 耶和華的山: 在那裡﹖耶路撒冷聖殿山同⼀一個地方，耶穌就在
聖殿外面釘十字架 

 
C.  摩西在曠野高舉銅蛇﹕ 
¡ 民數記 21:6-9  “6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
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7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
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
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
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
9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
銅蛇就活了。” 

 

 
¡ 預示耶穌代替你我在罪人的地位上﹐在十字架上接受父神對
罪的審判。 

¡ 憑信心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必得拯救。 
 

 
¡ 銅﹕代表審判 
ú 出埃及記 27:2-3 “2 角上做四個角，與壇接連⼀一塊，用銅把
壇包裹。 3  要做盆，收去壇上的灰，又做鏟子、盤子、肉
鍤子、火鼎；壇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銅做。” 

 
ú 啟示錄 1:13-14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
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
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 

 
¡ 蛇﹕ 
ú 代表罪：耶穌不僅背負我們的罪﹐還成為罪。歌林多後書 
5:21  “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作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ú 代表撒旦﹕ 啟示錄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
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 

 
¡ 銅蛇:  預表撒旦受審判 
ú 創世紀3﹕15“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ú 何時何處﹖ 

 
D. 逾越節的羔羊與羔羊血的能力(權力)。 
¡ 為何直到那夜神才領以色列﹐神的百姓﹐出埃及﹖整整四百
年﹕神的定期日。 

¡ 出埃及記 12:40-42  “40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41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
出來了。42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
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 

 

 
¡ 神敗壞(審判﹐懲治)埃及⼀一切的神﹕因這羔羊(耶穌)的寶血﹐
神才能放手施行審判﹐但又不傷及自己所買贖的百姓。不止 
埃及(代表世界) 受審判﹐連掌管世界的撒旦及其國度的掌權
著們也都被審判懲治。 

 
¡ 出埃及記 12:11-13  “11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
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12  因為那夜
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
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 13  這血
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
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 

 
¡ 逾越節羔羊的血預表 
ú 基督寶血保護我們免去神對罪的憤怒與審判 
ú 神對撒旦並其國度的審判 
ú 含有神對仇敵的憤怒 
 

¡ 主耶穌釘十字架那日﹕逾越節 
¡ 逾越節的羔羊接受檢驗﹐證明無瑕無疵 ﹕法利賽人﹐祭司
長 ﹐彼拉多均查不出罪---宣告無瑕疵。 
ú 路加福音 23:4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
有什麼罪來。」 ” 
ú 申命記 17:1 “凡有殘疾或有什麼缺點的牛或羊、都不可宰獻
與永恆主你的上帝，因為這是永恆主你的上帝所厭惡的。” 

   在十字架上發生了那些事﹖ 
 
A. 成就挽回祭﹕ 挽回神之怒气，罪人得与神和好  
¡ 哥林多后书5:18-19  “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
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19  這就
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
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 

 
B. 女人的後裔傷(或譯壓碎)蛇的頭--神全然得勝  
¡ 歌羅西書2﹕15 
ú (和合本)“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
仗著十字架誇勝。” 
ú (新譯本)“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
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 
ú (呂振中版)  “他既解除了『各執政的』『各掌權的』的權勢，
便把他們公然示眾，仗著十字架（或譯『仗著他』）而得勝，
帶領他們做俘虜于凱旋的行列中。” 
ú (簡明聖經)  “基督已經藉著十字架，戰勝了⼀一切具有力量和
權威的惡魔，解除了牠們的武裝，俘虜了他們，讓他們在狼
狽的戰俘行列中遊行，遭受大眾的羞辱。” 

¡ 西伯來書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
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C. 洗淨了人的罪 
¡ 牲希伯來書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邊。”  

¡ 牲祭的血只能暫時遮罪﹐主耶穌的血⼀一次永遠除罪 
D. 對付掉罪的生命﹐罪的性情(熱情) 
¡ 加拉太書 5:19-21,  5:24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
如姦淫、污穢、邪蕩、 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
恨、惱怒、結黨、分爭、異端、 21  嫉妒（有古卷加：兇殺
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
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24 凡屬基督耶穌的
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E. 把我們從律法下釋放﹐遷移到恩典以下 
¡ 加拉太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
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 注意：加拉太5章4節提醒我們不要從恩典中墜落 
F.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都得永生  
¡ 約翰福音 3:14-17“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
舉起來，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
在他裡面得永生）。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7  因為神
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
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的智慧隱藏在十字架中 
 
¨ 林前 1: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
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 

¨ 十字架上彰顯⼀一切與世界相反的價值觀﹕謙卑﹐順服﹐饒恕﹐
聖潔。 

¨ 世界無法認同﹐撒旦也無法明瞭﹐但又明明預示在聖經中﹐對
⼀一切在神目前自高自大的﹐想要評審神智慧的人隱藏了。但對
於嬰孩就開啟了 

¨ 使得無人能自誇﹐無條件的恩典才能釋放出來。無條件﹐只要
願意相信接受---十字架右邊與左邊的強盜。 

¨ 十字架---神用來劃分永生與滅亡的唯⼀一方式﹐為此他付出無比
代價﹐只希望我們得到永生﹐成為他的兒女。 你願意嗎﹖ 

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測不透的愛 
 

¡ 使命﹕通過各樣試探試煉﹐全然得勝﹐全然聖潔無瑕的生命
成為神的羔羊 

¨ Heb 10: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
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 Heb 10: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 Heb 10:7  那時我說：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
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 成為他最憎惡的 
¡ 成為父神憎惡的﹐被棄絕 
¡ 荊棘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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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的彌賽亞:  
上帝救恩的核心 
 
Paul Hsieh 
末世先鋒事工 

 
¨ 林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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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前 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 

¨ 林前 2: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
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大綱 
 
¨ 研究十架預言背景﹐明白上帝的永恆的旨意與計畫 
¨ 瞭解上帝隱藏在十字架真理中的智慧和能力 
¨ 領受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 
¨ “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的涵義 

十架預言背景 
 
A. 創世紀3：14-15“14 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
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
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 

 

 
¡ 女人的後裔﹕馬太福音 1:15-16  “15 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
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 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
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馬利亞生那稱為
基督的耶穌(另譯)” 

 
¡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如何應驗的﹖在
十字架上! 

 
B. 創世紀22： 2  亞伯拉罕獻他的獨生愛子以撒。地點﹕摩利亞
山(Mount Moriah)。創22: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
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
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 

                                                                                 

 

 

 
¡ 創22: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是耶
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預備。」” 

¡ 預言的預告版﹐預告將來必成的事﹕ 
¡ 必有預備﹕預備什么﹖羔羊2000  年後﹐上帝自己預備獨生
子耶穌﹐神的羔羊﹐成為贖罪祭。 

¡ 耶和華的山: 在那裡﹖耶路撒冷聖殿山同⼀一個地方，耶穌就在
聖殿外面釘十字架 

 
C.  摩西在曠野高舉銅蛇﹕ 
¡ 民數記 21:6-9  “6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
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7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
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
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
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
9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
銅蛇就活了。” 

 

 
¡ 預示耶穌代替你我在罪人的地位上﹐在十字架上接受父神對
罪的審判。 

¡ 憑信心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必得拯救。 
 

 
¡ 銅﹕代表審判 
ú 出埃及記 27:2-3 “2 角上做四個角，與壇接連⼀一塊，用銅把
壇包裹。 3  要做盆，收去壇上的灰，又做鏟子、盤子、肉
鍤子、火鼎；壇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銅做。” 

 
ú 啟示錄 1:13-14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
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
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 

 
¡ 蛇﹕ 
ú 代表罪：耶穌不僅背負我們的罪﹐還成為罪。歌林多後書 
5:21  “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作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ú 代表撒旦﹕ 啟示錄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
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 

 
¡ 銅蛇:  預表撒旦受審判 
ú 創世紀3﹕15“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ú 何時何處﹖ 

 
D. 逾越節的羔羊與羔羊血的能力(權力)。 
¡ 為何直到那夜神才領以色列﹐神的百姓﹐出埃及﹖整整四百
年﹕神的定期日。 

¡ 出埃及記 12:40-42  “40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41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
出來了。42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
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 

 

 
¡ 神敗壞(審判﹐懲治)埃及⼀一切的神﹕因這羔羊(耶穌)的寶血﹐
神才能放手施行審判﹐但又不傷及自己所買贖的百姓。不止 
埃及(代表世界) 受審判﹐連掌管世界的撒旦及其國度的掌權
著們也都被審判懲治。 

 
¡ 出埃及記 12:11-13  “11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
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12  因為那夜
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
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 13  這血
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
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 

 
¡ 逾越節羔羊的血預表 
ú 基督寶血保護我們免去神對罪的憤怒與審判 
ú 神對撒旦並其國度的審判 
ú 含有神對仇敵的憤怒 
 

¡ 主耶穌釘十字架那日﹕逾越節 
¡ 逾越節的羔羊接受檢驗﹐證明無瑕無疵 ﹕法利賽人﹐祭司
長 ﹐彼拉多均查不出罪---宣告無瑕疵。 
ú 路加福音 23:4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
有什麼罪來。」 ” 
ú 申命記 17:1 “凡有殘疾或有什麼缺點的牛或羊、都不可宰獻
與永恆主你的上帝，因為這是永恆主你的上帝所厭惡的。” 

   在十字架上發生了那些事﹖ 
 
A. 成就挽回祭﹕ 挽回神之怒气，罪人得与神和好  
¡ 哥林多后书5:18-19  “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
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19  這就
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
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 

 
B. 女人的後裔傷(或譯壓碎)蛇的頭--神全然得勝  
¡ 歌羅西書2﹕15 
ú (和合本)“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
仗著十字架誇勝。” 
ú (新譯本)“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
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 
ú (呂振中版)  “他既解除了『各執政的』『各掌權的』的權勢，
便把他們公然示眾，仗著十字架（或譯『仗著他』）而得勝，
帶領他們做俘虜于凱旋的行列中。” 
ú (簡明聖經)  “基督已經藉著十字架，戰勝了⼀一切具有力量和
權威的惡魔，解除了牠們的武裝，俘虜了他們，讓他們在狼
狽的戰俘行列中遊行，遭受大眾的羞辱。” 

¡ 西伯來書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
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C. 洗淨了人的罪 
¡ 牲希伯來書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邊。”  

¡ 牲祭的血只能暫時遮罪﹐主耶穌的血⼀一次永遠除罪 
D. 對付掉罪的生命﹐罪的性情(熱情) 
¡ 加拉太書 5:19-21,  5:24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
如姦淫、污穢、邪蕩、 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
恨、惱怒、結黨、分爭、異端、 21  嫉妒（有古卷加：兇殺
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
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24 凡屬基督耶穌的
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E. 把我們從律法下釋放﹐遷移到恩典以下 
¡ 加拉太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
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 注意：加拉太5章4節提醒我們不要從恩典中墜落 
F.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都得永生  
¡ 約翰福音 3:14-17“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
舉起來，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
在他裡面得永生）。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7  因為神
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
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的智慧隱藏在十字架中 
 
¨ 林前 1: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
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 

¨ 十字架上彰顯⼀一切與世界相反的價值觀﹕謙卑﹐順服﹐饒恕﹐
聖潔。 

¨ 世界無法認同﹐撒旦也無法明瞭﹐但又明明預示在聖經中﹐對
⼀一切在神目前自高自大的﹐想要評審神智慧的人隱藏了。但對
於嬰孩就開啟了 

¨ 使得無人能自誇﹐無條件的恩典才能釋放出來。無條件﹐只要
願意相信接受---十字架右邊與左邊的強盜。 

¨ 十字架---神用來劃分永生與滅亡的唯⼀一方式﹐為此他付出無比
代價﹐只希望我們得到永生﹐成為他的兒女。 你願意嗎﹖ 

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測不透的愛 
 

¡ 使命﹕通過各樣試探試煉﹐全然得勝﹐全然聖潔無瑕的生命
成為神的羔羊 

¨ Heb 10: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
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 Heb 10: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 Heb 10:7  那時我說：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
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 成為他最憎惡的 
¡ 成為父神憎惡的﹐被棄絕 
¡ 荊棘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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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的彌賽亞:  
上帝救恩的核心 
 
Paul Hsieh 
末世先鋒事工 

 
¨ 林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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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前 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 

¨ 林前 2: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
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大綱 
 
¨ 研究十架預言背景﹐明白上帝的永恆的旨意與計畫 
¨ 瞭解上帝隱藏在十字架真理中的智慧和能力 
¨ 領受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 
¨ “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的涵義 

十架預言背景 
 
A. 創世紀3：14-15“14 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
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
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 

 

 
¡ 女人的後裔﹕馬太福音 1:15-16  “15 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
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 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
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馬利亞生那稱為
基督的耶穌(另譯)” 

 
¡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如何應驗的﹖在
十字架上! 

 
B. 創世紀22： 2  亞伯拉罕獻他的獨生愛子以撒。地點﹕摩利亞
山(Mount Moriah)。創22: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
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
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 

                                                                                 

 

 

 
¡ 創22: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是耶
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預備。」” 

¡ 預言的預告版﹐預告將來必成的事﹕ 
¡ 必有預備﹕預備什么﹖羔羊2000  年後﹐上帝自己預備獨生
子耶穌﹐神的羔羊﹐成為贖罪祭。 

¡ 耶和華的山: 在那裡﹖耶路撒冷聖殿山同⼀一個地方，耶穌就在
聖殿外面釘十字架 

 
C.  摩西在曠野高舉銅蛇﹕ 
¡ 民數記 21:6-9  “6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
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7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
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
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
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
9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
銅蛇就活了。” 

 

 
¡ 預示耶穌代替你我在罪人的地位上﹐在十字架上接受父神對
罪的審判。 

¡ 憑信心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必得拯救。 
 

 
¡ 銅﹕代表審判 
ú 出埃及記 27:2-3 “2 角上做四個角，與壇接連⼀一塊，用銅把
壇包裹。 3  要做盆，收去壇上的灰，又做鏟子、盤子、肉
鍤子、火鼎；壇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銅做。” 

 
ú 啟示錄 1:13-14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
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
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 

 
¡ 蛇﹕ 
ú 代表罪：耶穌不僅背負我們的罪﹐還成為罪。歌林多後書 
5:21  “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作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ú 代表撒旦﹕ 啟示錄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
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 

 
¡ 銅蛇:  預表撒旦受審判 
ú 創世紀3﹕15“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ú 何時何處﹖ 

 
D. 逾越節的羔羊與羔羊血的能力(權力)。 
¡ 為何直到那夜神才領以色列﹐神的百姓﹐出埃及﹖整整四百
年﹕神的定期日。 

¡ 出埃及記 12:40-42  “40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41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
出來了。42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
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 

 

 
¡ 神敗壞(審判﹐懲治)埃及⼀一切的神﹕因這羔羊(耶穌)的寶血﹐
神才能放手施行審判﹐但又不傷及自己所買贖的百姓。不止 
埃及(代表世界) 受審判﹐連掌管世界的撒旦及其國度的掌權
著們也都被審判懲治。 

 
¡ 出埃及記 12:11-13  “11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
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12  因為那夜
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
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 13  這血
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
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 

 
¡ 逾越節羔羊的血預表 
ú 基督寶血保護我們免去神對罪的憤怒與審判 
ú 神對撒旦並其國度的審判 
ú 含有神對仇敵的憤怒 
 

¡ 主耶穌釘十字架那日﹕逾越節 
¡ 逾越節的羔羊接受檢驗﹐證明無瑕無疵 ﹕法利賽人﹐祭司
長 ﹐彼拉多均查不出罪---宣告無瑕疵。 
ú 路加福音 23:4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
有什麼罪來。」 ” 
ú 申命記 17:1 “凡有殘疾或有什麼缺點的牛或羊、都不可宰獻
與永恆主你的上帝，因為這是永恆主你的上帝所厭惡的。” 

   在十字架上發生了那些事﹖ 
 
A. 成就挽回祭﹕ 挽回神之怒气，罪人得与神和好  
¡ 哥林多后书5:18-19  “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
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19  這就
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
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 

 
B. 女人的後裔傷(或譯壓碎)蛇的頭--神全然得勝  
¡ 歌羅西書2﹕15 
ú (和合本)“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
仗著十字架誇勝。” 
ú (新譯本)“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
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 
ú (呂振中版)  “他既解除了『各執政的』『各掌權的』的權勢，
便把他們公然示眾，仗著十字架（或譯『仗著他』）而得勝，
帶領他們做俘虜于凱旋的行列中。” 
ú (簡明聖經)  “基督已經藉著十字架，戰勝了⼀一切具有力量和
權威的惡魔，解除了牠們的武裝，俘虜了他們，讓他們在狼
狽的戰俘行列中遊行，遭受大眾的羞辱。” 

¡ 西伯來書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
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C. 洗淨了人的罪 
¡ 牲希伯來書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邊。”  

¡ 牲祭的血只能暫時遮罪﹐主耶穌的血⼀一次永遠除罪 
D. 對付掉罪的生命﹐罪的性情(熱情) 
¡ 加拉太書 5:19-21,  5:24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
如姦淫、污穢、邪蕩、 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
恨、惱怒、結黨、分爭、異端、 21  嫉妒（有古卷加：兇殺
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
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24 凡屬基督耶穌的
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E. 把我們從律法下釋放﹐遷移到恩典以下 
¡ 加拉太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
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 注意：加拉太5章4節提醒我們不要從恩典中墜落 
F.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都得永生  
¡ 約翰福音 3:14-17“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
舉起來，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
在他裡面得永生）。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7  因為神
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
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的智慧隱藏在十字架中 
 
¨ 林前 1: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
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 

¨ 十字架上彰顯⼀一切與世界相反的價值觀﹕謙卑﹐順服﹐饒恕﹐
聖潔。 

¨ 世界無法認同﹐撒旦也無法明瞭﹐但又明明預示在聖經中﹐對
⼀一切在神目前自高自大的﹐想要評審神智慧的人隱藏了。但對
於嬰孩就開啟了 

¨ 使得無人能自誇﹐無條件的恩典才能釋放出來。無條件﹐只要
願意相信接受---十字架右邊與左邊的強盜。 

¨ 十字架---神用來劃分永生與滅亡的唯⼀一方式﹐為此他付出無比
代價﹐只希望我們得到永生﹐成為他的兒女。 你願意嗎﹖ 

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測不透的愛 
 

¡ 使命﹕通過各樣試探試煉﹐全然得勝﹐全然聖潔無瑕的生命
成為神的羔羊 

¨ Heb 10: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
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 Heb 10: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 Heb 10:7  那時我說：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
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 成為他最憎惡的 
¡ 成為父神憎惡的﹐被棄絕 
¡ 荊棘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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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的彌賽亞:  
上帝救恩的核心 
 
Paul Hsieh 
末世先鋒事工 

 
¨ 林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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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前 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 

¨ 林前 2: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
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大綱 
 
¨ 研究十架預言背景﹐明白上帝的永恆的旨意與計畫 
¨ 瞭解上帝隱藏在十字架真理中的智慧和能力 
¨ 領受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 
¨ “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的涵義 

十架預言背景 
 
A. 創世紀3：14-15“14 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
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
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 

 

 
¡ 女人的後裔﹕馬太福音 1:15-16  “15 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
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 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
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馬利亞生那稱為
基督的耶穌(另譯)” 

 
¡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如何應驗的﹖在
十字架上! 

 
B. 創世紀22： 2  亞伯拉罕獻他的獨生愛子以撒。地點﹕摩利亞
山(Mount Moriah)。創22: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
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
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 

                                                                                 

 

 

 
¡ 創22: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是耶
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預備。」” 

¡ 預言的預告版﹐預告將來必成的事﹕ 
¡ 必有預備﹕預備什么﹖羔羊2000  年後﹐上帝自己預備獨生
子耶穌﹐神的羔羊﹐成為贖罪祭。 

¡ 耶和華的山: 在那裡﹖耶路撒冷聖殿山同⼀一個地方，耶穌就在
聖殿外面釘十字架 

 
C.  摩西在曠野高舉銅蛇﹕ 
¡ 民數記 21:6-9  “6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
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7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
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
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
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
9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
銅蛇就活了。” 

 

 
¡ 預示耶穌代替你我在罪人的地位上﹐在十字架上接受父神對
罪的審判。 

¡ 憑信心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必得拯救。 
 

 
¡ 銅﹕代表審判 
ú 出埃及記 27:2-3 “2 角上做四個角，與壇接連⼀一塊，用銅把
壇包裹。 3  要做盆，收去壇上的灰，又做鏟子、盤子、肉
鍤子、火鼎；壇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銅做。” 

 
ú 啟示錄 1:13-14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
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
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 

 
¡ 蛇﹕ 
ú 代表罪：耶穌不僅背負我們的罪﹐還成為罪。歌林多後書 
5:21  “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作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ú 代表撒旦﹕ 啟示錄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
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 

 
¡ 銅蛇:  預表撒旦受審判 
ú 創世紀3﹕15“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ú 何時何處﹖ 

 
D. 逾越節的羔羊與羔羊血的能力(權力)。 
¡ 為何直到那夜神才領以色列﹐神的百姓﹐出埃及﹖整整四百
年﹕神的定期日。 

¡ 出埃及記 12:40-42  “40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41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
出來了。42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
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 

 

 
¡ 神敗壞(審判﹐懲治)埃及⼀一切的神﹕因這羔羊(耶穌)的寶血﹐
神才能放手施行審判﹐但又不傷及自己所買贖的百姓。不止 
埃及(代表世界) 受審判﹐連掌管世界的撒旦及其國度的掌權
著們也都被審判懲治。 

 
¡ 出埃及記 12:11-13  “11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
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12  因為那夜
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
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 13  這血
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
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 

 
¡ 逾越節羔羊的血預表 
ú 基督寶血保護我們免去神對罪的憤怒與審判 
ú 神對撒旦並其國度的審判 
ú 含有神對仇敵的憤怒 
 

¡ 主耶穌釘十字架那日﹕逾越節 
¡ 逾越節的羔羊接受檢驗﹐證明無瑕無疵 ﹕法利賽人﹐祭司
長 ﹐彼拉多均查不出罪---宣告無瑕疵。 
ú 路加福音 23:4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
有什麼罪來。」 ” 
ú 申命記 17:1 “凡有殘疾或有什麼缺點的牛或羊、都不可宰獻
與永恆主你的上帝，因為這是永恆主你的上帝所厭惡的。” 

   在十字架上發生了那些事﹖ 
 
A. 成就挽回祭﹕ 挽回神之怒气，罪人得与神和好  
¡ 哥林多后书5:18-19  “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
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19  這就
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
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 

 
B. 女人的後裔傷(或譯壓碎)蛇的頭--神全然得勝  
¡ 歌羅西書2﹕15 
ú (和合本)“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
仗著十字架誇勝。” 
ú (新譯本)“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
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 
ú (呂振中版)  “他既解除了『各執政的』『各掌權的』的權勢，
便把他們公然示眾，仗著十字架（或譯『仗著他』）而得勝，
帶領他們做俘虜于凱旋的行列中。” 
ú (簡明聖經)  “基督已經藉著十字架，戰勝了⼀一切具有力量和
權威的惡魔，解除了牠們的武裝，俘虜了他們，讓他們在狼
狽的戰俘行列中遊行，遭受大眾的羞辱。” 

¡ 西伯來書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
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C. 洗淨了人的罪 
¡ 牲希伯來書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邊。”  

¡ 牲祭的血只能暫時遮罪﹐主耶穌的血⼀一次永遠除罪 
D. 對付掉罪的生命﹐罪的性情(熱情) 
¡ 加拉太書 5:19-21,  5:24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
如姦淫、污穢、邪蕩、 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
恨、惱怒、結黨、分爭、異端、 21  嫉妒（有古卷加：兇殺
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
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24 凡屬基督耶穌的
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E. 把我們從律法下釋放﹐遷移到恩典以下 
¡ 加拉太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
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 注意：加拉太5章4節提醒我們不要從恩典中墜落 
F.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都得永生  
¡ 約翰福音 3:14-17“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
舉起來，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
在他裡面得永生）。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7  因為神
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
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的智慧隱藏在十字架中 
 
¨ 林前 1: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
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 

¨ 十字架上彰顯⼀一切與世界相反的價值觀﹕謙卑﹐順服﹐饒恕﹐
聖潔。 

¨ 世界無法認同﹐撒旦也無法明瞭﹐但又明明預示在聖經中﹐對
⼀一切在神目前自高自大的﹐想要評審神智慧的人隱藏了。但對
於嬰孩就開啟了 

¨ 使得無人能自誇﹐無條件的恩典才能釋放出來。無條件﹐只要
願意相信接受---十字架右邊與左邊的強盜。 

¨ 十字架---神用來劃分永生與滅亡的唯⼀一方式﹐為此他付出無比
代價﹐只希望我們得到永生﹐成為他的兒女。 你願意嗎﹖ 

基督彰顯在十字架上的愛-測不透的愛 
 

¡ 使命﹕通過各樣試探試煉﹐全然得勝﹐全然聖潔無瑕的生命
成為神的羔羊 

¨ Heb 10: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
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 Heb 10: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 Heb 10:7  那時我說：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
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 成為他最憎惡的 
¡ 成為父神憎惡的﹐被棄絕 
¡ 荊棘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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