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難週每日靈修默想

作者 / 盧俊義 ( 長老教會退休牧師 )

週日 棕樹主日
馬太福音 21 章 1～11 節

■耶穌是救主
前行後隨的人群大聲呼喊：「頌讚歸於大衛之子！願上帝賜福給奉主名來的那位！頌讚歸於至
高的上帝！」（馬太福音 21 章 9 節）
耶穌騎驢進城，剛好應驗了先知撒迦利亞在撒迦利亞書 9 章 9 節所說的預言。馬太福音是為
猶太人寫的，作者要告訴猶太人，耶穌就是先知預言要來的那位拯救者，舊約聖經中所說的一
切都要應驗在耶穌身上，包括騎驢這件事也是。
馬太福音經常引用先知的資料，第 5 節引用以賽亞書 62 章 11 節：「上主向普天下宣布：要
告訴耶路撒冷的居民，上主要來拯救他們；祂要把祂所拯救的子民領回來。」先知以賽亞預言
上帝的拯救來到。馬太福音的作者將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看成是上帝拯救的來臨，是要向所有以
色列人宣告的一件大好消息。
第 6 節說門徒「依照耶穌的話做了」，結果遇到的就跟耶穌所說的相同。福音書的作者一再表
達一個基本信念，就是依照耶穌的話去做，一定不會錯。這也是整本聖經提供的基本信仰觀，
只要依照上帝的話做，絕對不會錯（參考創世記 6 章 22 節、7 章 5 節），即使在生命危急的
時刻，也會得到上帝的保守、帶領、看顧。
跟隨耶穌同時入城的民眾很多，約翰福音 12 章 12～13 節說，許多民眾聽到耶穌進城，趕緊
拿著棕樹枝出城迎接，剛好符合利未記 23 章 40 節記載的住棚節，以色列人準備收藏穀物的
歡慶會上，人人手上拿著棕樹枝一面跳舞、一面歌頌上帝。因此民眾迎接耶穌的動作，象徵耶
穌是他們生命中最大的收穫與滿足（參考約翰福音 10 章 10 節），為教會留下一個節期：棕
樹節。
耶穌進城的經過，馬太福音特有的描述是 10～11 節，作者說全城騷動起來，大家爭相問著：
「這個人到底是誰？」16 章 13 節耶穌也問祂的門徒，人子是誰？現在，耶穌也問我們這一代
信徒同樣的問題，我們說說看，耶穌「到底是誰」？
默想：
耶穌為什麼不趁勢利用民氣對抗羅馬帝國，取得猶太人獨立的機會？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信仰和
政治之間的事？
代禱：
求上帝幫助我們謙卑，只求榮耀主名，也幫助我們知道耶穌是生命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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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訓誨日
馬太福音 25 章 14～30 節

■忠實的僕人
那已經有的，要給他更多，讓他豐富有餘；而那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一點點也要奪走。（馬太
福音 25 章 29 節）
主人將他的產業交給僕人時，不是齊頭式的，而是僕人的能力有多少，就交給他多少分量。這
說明一件事：主人不會勉強他的僕人做超出他們能力所及的工作。
僕人接到主人交代管理的產業後開始做事。前兩個僕人「立刻去做生意」，他們沒有延遲，而
且賺回了一倍；這說明主人深知他們的才幹，而他們也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領一千塊金幣的僕人，是在地上挖洞把主人的錢「埋起來」。金幣代表的是僕人的「才幹」，
要注意，他不是沒有才幹，但他將才幹埋藏在地下。
最後，出遠門的主人回來，要跟這些僕人「結帳」。主人獎賞兩個忠心的僕人，給他們更大的
責任，讓他們分享主人的喜樂； 並懲罰第 3 個僕人，收回了他手中擁有的。
耶穌在這個比喻中清楚說明，上帝對待每個人都很公平，祂深知每個人不同的才幹，因為上帝
創造我們都賜予不同才幹，要我們盡心盡力去發揮。有一天，我們都要面對上帝，向祂交帳。
作為一個基督徒，在教會這個信仰團契中，不要老說自己什麼都不會，這樣的說法不對，至少
你可以為教會事工代禱。再者，若是你已經從工作職場退休，身體還靈活，可以參加喜、喪事
禮拜，與歡樂的人同歡樂、與哀傷的人同哀傷是每個信徒都可以做到的，也是使徒保羅給我們
的教導（參考羅馬書 12 章 15 節）。
從第 3 個僕人的反應可以看到，人若是懶惰，就會找出很多理由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但如此
只會更懶惰，對工作效果和熱情一點幫助也沒有。
上帝賞賜給每個人許多不同的恩賜，若是擁有這些恩賜卻不發揮出來，只想抱著、看守著，最
後將無法面對上帝的審判， 也不可能搏得上帝稱讚：「很好，你這又好又可靠的僕人！」只
有被上帝斥責是「又壞又懶的僕人」，一切恩賜被收回，到黑暗中去哀哭切齒，那將是多麼可
惜的事啊！
默想：
我們的恩賜是什麼？是否已盡心運用？
代禱：
為在教會裡服事、志願服事偏遠地區貧困者的兄姊及教會設立的福音機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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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辯惑日
馬太福音 26 章 36～41 節

■警醒禱告
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誘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是軟弱的。（馬太福音 26 章 41 節）
彼得、雅各、約翰３個門徒在福音書中一直被突顯，耶穌總在最重要的時刻，帶領他們參與。
現在耶穌帶門徒到客西馬尼園祈禱，大家都同去，卻將這 3 人從其他門徒中分別出來。最後，
耶穌自己又離開他們 3 人，獨自往前大約有「扔一塊石子的距離」（參考路加福音 22 章 41
節）之處跪下禱告，但祂交代門徒要警醒。
馬太福音或馬可福音都說耶穌從自己禱告的地方和門徒之間來回共有 3 次，但每次都看到門徒
在打瞌睡。門徒可能是很累吧，原因大概和吃逾越節晚餐有關係。因為逾越節晚餐必須喝酒，
門徒此時很可能喝了太多葡萄酒而酒精發生作用，導致他們感到疲倦、想睡；也有可能是逾越
節期間活動太多，導致他們真的相當疲憊而無法保持清醒的心神。這讓耶穌相當感慨， 祂看
見他們疲憊到睡著時，這樣說這幾個貼身的門徒：「你們不能跟我一起警醒一個鐘頭嗎？要警
醒禱告，免得陷入誘惑。」但祂也說了體貼他們的話：「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是軟弱的。」
後來，祂發現門徒們是疲憊到「連眼睛也睜不開」的狀態。
耶穌連續 3 次回到門徒身邊，看到門徒都還是在睡覺，連一點點警醒的心都沒有。其實門徒這
樣的表現，正好說明他們先前對耶穌信誓旦旦所說「即使必須跟祢（耶穌）同死」，他們也願
意（參考 26 章 35 節彼得的回答），不但做起來有困難，就算維持「一個鐘頭」的時間也做
不到。
耶穌提醒門徒「要警醒禱告」，才能「免得陷入誘惑」，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因為只有祈
禱才能使人和上帝之間的關係保持暢通，才能使魔鬼的誘惑失效。用人的力量抵擋魔鬼的誘惑，
實在是很難啊！
祈禱，是很重要的信仰功課。必須保持清明的心靈，用真誠的心靈和上帝對話，也傾聽上帝的
聲音。更重要的，祈禱使人謙卑， 讓上帝成為生命的主宰。因此，不想祈禱的人，也可說是
驕傲的人，表示他覺得不需要上帝，自己就可以解決生命的問題。
默想：
我們是否常常以應付的態度祈禱？
代禱：
為信心軟弱、保持警醒的心靈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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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退修日
馬太福音 26 章 42～46 節

■願上帝的旨意成全
第二次耶穌再去禱告說：「父親哪，若是這苦杯不可離開我，一定要我喝下，願祢的旨意成全
吧！」（馬太福音 26 章 42 節）
這時候的耶穌可說心境壞到極點，這是過去不曾發生過的。門徒做錯事或被宗教領袖騷擾、詰
問等，都不會讓祂感受「心非常憂傷，幾乎要死」，可是現在祂竟然有這樣的心境，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自己帶起來的門徒猶大出賣祂，也和即將面臨的十字架苦難有關吧。
耶穌當時的心境惡劣，有如先知以利亞求上帝把他的性命取去（列王紀上 19 章 3～ 4 節），
是一種極其孤獨又無奈的感受。這正好說明耶穌身為一個人的人性特徵── 面對生命苦難的憂
傷、無助、孤獨。
四本福音書中，只有馬太福音記下耶穌第二次向上帝祈禱的內容。將二次祈禱對照來看，第一
次：「我的父親哪，若是可以，求祢不要讓我喝這苦杯！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
旨意。」第 2 次：「父親哪，若是這苦杯不可離開我，一定要我喝下，願祢的旨意成全吧！」
會發現第 2 次祈禱確實改變了！從想排除苦難發生，轉變為願意喝下苦杯，祈願上帝的旨意成
全。
耶穌祈禱後豁然開朗，心裡已經準備好。祂不繼續抱怨，也不罵猶大出賣祂，祂知道順服上帝
的旨意比任何一切都重要， 因為上帝自有祂奇妙的旨意。
「願祢的旨意成全吧！」這是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祈禱最後的一句話，而這句話正好顯示了祂在
世上傳福音旅程的一個美好句點。這句話也為祈禱的態度立下一個基本典範：要成全上帝的旨
意，而不是要上帝成全我們所愛。如果問我福音書中最震撼人心的一段經文在哪裡？我會說就
是這一段。而且我認為所有傳道者應該都要好好認真讀這段經文，因為這段經文記載了耶穌心
靈最大的掙扎：是要順服上帝的旨意嗎？或與上帝抗爭？難道除了十字架的苦刑，以外沒有其
他可能解決的方案嗎？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不可嗎？
默想：
我們生命中感到最憂傷的是什麼？在最憂傷的時刻，我們如何面對？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
代禱：
為因為苦難而離開信仰的兄姊及我們自己信心的軟弱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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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聖餐日
馬太福音 27 章 11～26 節

■群眾吶喊的聲音
群眾異口同聲說：「他的血債由我們和我們的子孫承擔！」（馬太福音 27 章 25 節）
群眾的聚會裡，帶領者帶群眾喊話，群眾跟著喊，如果所喊的話有意義，就很振奮人心。但有
時帶領喊話的人不一定喊真實的話，群眾也跟著大聲喊，那就容易造成「盲從」，造成社會不
安或混亂。
耶穌被判釘死十字架，就是這種情況下造成的。猶太人領袖為了判耶穌死刑，提出政治上最嚴
重的「叛國罪名」控告耶穌， 意思是耶穌想興起革命，反叛羅馬帝國統治。若從路加福音 23
章 2 節、5 節來看，這群猶太人領袖控告耶穌「煽動」群眾不要向羅馬政府繳稅，這也是非常
政治性。
這真是荒謬至極，他們控告耶穌叛國，而叛國的對象竟然不是猶太人的國，而是羅馬政府。以
往若是有猶太人叛亂，特別是拒絕繳稅給羅馬政府，都是被猶太人稱為民族英雄，不但給予肯
定，還會隱藏庇護。甚至有政治團體專門暗殺與羅馬政府合作的稅吏，就是激進黨派的人（奮
銳黨）。但現在，他們卻用煽動人民不要向羅馬皇帝繳稅的「愛國」罪名，來向羅馬總督彼拉
多控告耶穌，真是令人不知該怎麼解釋啊！
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耶穌死，且讓祂死得很難看，好消除過去 3 年來耶穌打擊他們在民
眾心中的權威之恨。民眾不但喜歡聽耶穌講的信息，還看到耶穌拆穿了他們在聖殿的惡劣事跡，
特別是他們還會用虛偽而冗長的祈禱來掩飾吞沒寡婦家產之惡劣行徑，使他們本來在猶太人社
會備受尊崇的榮耀消失，用來斂財的宗教禮儀都沒了（參考四本福音書關於潔淨聖殿的記載）。
若不除掉耶穌，他們就有生存危機。
四本福音書作者都認為，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是群眾的聲音造成的。從釋放巴拉巴到把耶穌
釘十字架，都是群眾的聲音帶來的結果，而不是公平審判的決定。群眾吶喊的聲音勝過了公義
的審判，是人類社會最大的痛苦之一，因為沒有公義的審判， 就不會有生命的尊嚴，更不會
有和諧、安寧的社會生活環境。
默想：
民主社會講究的是多數，可是多數人不明事理，該如何是好？教會也如此嗎？
代禱：
為遭不公平司法審判傷害的人禱告，也為司法人員有智慧與愛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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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受難日
馬太福音 27 章 32～56 節

■十字架上的耶穌
看守耶穌的軍官和兵士看見了地震和所發生的一切事，都非常害怕，說：「祂真的是上帝的兒
子！」（馬太福音 25 章 54 節）
讀這段經文之前，先讀一下以賽亞書 53 章，會更清楚明白耶穌被釘十字架前遭遇到的各種羞
辱。先知以賽亞的詩歌中清楚描寫那位受苦僕人的景況，包括被藐視、被棄絕、挨毒打、受責
罰、受虐待、被拘禁等，這些都和耶穌被捕送去大祭司官邸到轉移去總督彼拉多處受審的經歷
一樣，甚至連釘十字架也都是跟邪惡人同釘。
如果我們稍微注意一下，耶穌被判釘死十字架的事件，除了可以感受到釘十字架過程的殘酷外，
同樣令人難以忍受的，就是先後接續被人極盡所能的侮辱。鞭打、毆打等，這些都是皮肉之傷，
或許可以忍受，而說些幾近侮辱、羞辱的話，往往令人難以忍受。
羅馬兵丁在戲弄耶穌時，並不是用對待一般囚犯的方式，而是像在羞辱一個猶太人的王一樣。
羅馬兵丁會用這種方式羞辱耶穌，其實是在告訴猶太人領袖，即使猶太人有偉大的王，也不夠
他們的羞辱和戲弄啊！
群眾極盡所能羞辱耶穌，要祂從十字架下來，他們就願意相信祂。即使已經親眼看見耶穌行過
神蹟，但民眾還是期盼再看到神蹟出現，這就是人最大的軟弱，只期待神蹟，卻對苦難的人沒
有仁慈、憐憫。
馬太福音有一段特有的資料，作者說當時天地都變色，不僅是「黑暗籠罩大地」， 而且掛在
「聖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成兩半」，還有大地震發生，就在這時候，墳墓也被震開了，這
表示信耶穌的人雖然死了，卻可以和耶穌一起復活。人看死就是生命的結束，但在上帝奇妙的
作為裡，復活的神蹟就從此出現。而這復活的生命就從耶穌的死開始出現。這也是約翰福音作
者所說的：「上帝那麼愛世人，甚至賜下祂的獨子，要所有信祂的人不致滅亡，反而永恆的生
命。」（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這點就成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
默想：
群眾絲毫不憐憫且嘲笑釘在十架上的耶穌，但即便對方是惡人，我們也不該如此，因為在上帝
眼中，我們好不了多少。
代禱：
求上帝寬恕赦免我們羞辱主名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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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墳墓日
馬太福音 28 章 1～10 節

■不要疑惑，只要信
忽然，耶穌在路上出現，對她們說：「願你們平安！」她們上前，抱住祂的腳拜祂。（馬太福
音 28 章 9 節）
復活是上帝最偉大的神蹟，根本無法用我們人的經驗或是智慧來了解。不是人找到復活的耶穌，
而是復活的耶穌親自顯現給人看到，這一點認識是非常重要的。耶穌曾告訴門徒：「不是你們
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指派你們去結那常存的果實。」（約翰福音 15 章 16 節）
聖經給我們清楚的信息：上帝因為愛我們，四處尋找、呼叫人悔改歸向祂。
復活的耶穌對 2 個馬利亞說的第一句話是：「願你們平安！」這也是耶穌差派門徒傳福音時，
進入接納他們的家庭時，第一句要說的請安話語（馬太福音 10 章 12 節）。她們聽到耶穌這
樣的話時，隨即就「上前，抱住祂的腳拜祂」，清楚表明復活的耶穌是真實身體的復活，不是
虛幻。這也是為什麼早期教會內部對復活的事發生爭論時，使徒信經就特別強調「我信肉體的
復活」這種信仰告白的內容。
約翰福音還特別引用多馬的不信，說非要觸摸到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的釘痕，摸到耶穌的肋旁，
否則他不會相信。當耶穌再次顯現給他們看見時，跟多馬說：「把你的指頭放在這裡，看看我
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約翰福音 20 章 27 節）
這時候， 多馬驚訝到快說不出話來，只能說：「我的主，我的上帝！」而耶穌的回應是：「你
因為看見了我才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信的是多麼有福啊！」（約翰福音 20 章 28～ 29 節）
看吧，這就是復活的神蹟！不是非要親手觸摸到、親眼看見到才算真實，有信的人，生命就會
有復活的神蹟開始動工。基督教會 2000 年來能夠持續傳承，就是因為真實的確信而存活下來。
復活，可說是基督教信仰最偉大的神蹟，這已經遠遠超出人的能力所能理解的範圍，也是耶穌
對多疑的多馬說「不要疑惑，只要信」的原因。
默想：
為什麼人們無法相信耶穌基督復活？
代禱：
為心中懷疑而無法確信的兄姊代禱，懇求天父親自開啟他們的心門，確信復活的耶穌就在他的
身邊。
資料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 318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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