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
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基督的死



一、序言

基督的人性在他的死里表明得
淋漓尽致。但是基督的死不只
是显出他的人性，更重要的是，
如果基督不死，我们就没有救
恩。也就是说，基督的死是神
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回教哈芝节

• But the most important 
ritual observed is that of 
'korban' (sacrifice). 
Worshippers contribute live 
sheep, lambs, goats and 
cows, which are 
slaughtered by a quick slit 
to the jugular as prayers are 
recited.

• This act reminds 
worshippers of the 
willingness of Prophet 
Ibrahim to offer up even his 
own flesh and blood to 
God. The animal is then 
cleaned and the meat 
carved up and distributed.



二、旧约的
预表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
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
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
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
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
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
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
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
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
和华面前。”（利4:2-4）



二、旧约的
预表

第一，赎罪祭的
祭牲要没有残疾。

“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你们竟
说：‘我们怎样污秽了你的坛呢？’因你们以
为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万军之耶
和华说：“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这不是恶
吗？你们把瘸腿的和有病的献上，这不是罪
吗？你把这样的礼物献给你的省长，他会喜
欢你或是悦纳你的礼物吗？” (玛1：7-8）



二、旧约的
预表

第二，祭牲是代
替犯罪的人死。



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一定要死才能赎罪呢？

因为死是罪的后果。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
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
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
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2:16-17）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从
一开始就被定为罪的结果。



圣洁的神与罪是互不相容的。





三、救赎论：基
督为何死？基督
的死如何赎罪？



A. “榜样论” Example Theory

 把基督救赎看作简单为人提供一
条服从神的信仰和顺服的例子。

 相信人在灵里是活的，基督的生
命和救赎只是真正信实和顺服的
例子，应该激励人以同样的信实
和顺服生活。因此基督之死教导
我们如何生活。

 否认神的公义——神要求罪需付
出代价，基督死在十架就是这代
价。

 当然，基督的确是我们应该追随
的榜样，即使是他的死，但是榜
样论没有认识到人的真正属灵状
态，以及神的公义要求为罪付出
代价，而人是不可能偿付的。



B.“显爱论”/ 道德影响论
Moral Influence Theory

认为基督的救赎展示了神的爱使
人心软化并悔改。相信人的灵命
邪恶，需要帮助，人因为看到神
对人的爱而感动，因此接受神的
赦免。基督之死的目的和意义是
展示神对人的爱。

此观点不符合圣经是因为它否认
了人真正的灵命状态——死在过
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2：1）—
—并否认神确实要求惩罚罪。这
个基督救赎的观点让人不为罪付
出任何代价。



C.“显义论”（Governmental 
Theory) 

 认为基督的死显出罪的严
重性和后果。神是圣洁公
义的法官，他不会随便赦
罪，带来的是审判。

 耶稣甘愿牺牲来表彰罪该
得的刑罚，起阻吓作用，
叫人不敢犯罪。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
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
尊。”（赛42:21）

 耶稣的死也的确是让我们
看见承担罪咎所带来可怕
的刑罚。可是公义并非神
惟一的属性，救恩必须包
含他的爱。



D. “赎价论”
(Ransom to 

Satan Theory)

认为基督的救赎是从撒旦手里赎买人
的自由，使人不做撒旦的奴隶。人的
灵命状态受撒旦束缚，基督之死的意
义在于握牢神对撒旦的胜利。

此理论没有什么圣经论据，在教会历
史上也没有很多支持者。把撒旦看作
要求为罪作赔偿的是不符合圣经的。

完全忽略了圣经中到处可见的神对正
义的要求。同时它高估了撒旦，高估
了撒旦的权力。关于罪人亏欠撒旦的
说法没有任何圣经的支持，而我们在
整个圣经中不断看到神才是那个要求
为罪作偿还的。



E. “息怒论”
Satisfaction 
Theory

认为基督的死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这理论强调人犯罪主要是敌挡神，是
侵犯神的圣洁，如此，神要接受“赔
偿”，使他的怒气止息。

这种看法有点像“赎价论”，但赎价
不是付给魔鬼，而是付给神；不是为
从奴役中得自由，而是为满足神公义
的怒气。

人付不起这息怒的代价，只有神的儿
子无罪的献上，才能满足神的要求。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
要借着他免去神的忿怒。”（罗5:9）



http://aws.hackingchristianity.net/wp-content/files/varieties.of_.atonement.png



四、新约的教
导-神的舍弃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
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
救。”（约3:17）

“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
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
判决了。”（罗8:3）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
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
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8:32）



四、新约的教导-基督是
赎罪祭的祭牲：

• “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
的！”（约1:29）

•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馨香的供物
和祭物，献与
神。”（弗5：2）

• “公牛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来10:4）



四、新约的教导-基督的死
是“为我们”：替代性的

•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
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
我们显明了。”（罗5:8）

• “神使那无罪（无罪：原文作不
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
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5：21）



四、新约的教导

“代罪”可说是《新约圣经》对基督的死，最明
显的诠释。基督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后果，就是

死，叫我们可以免去这个结局。



刑罚替代论 Penal 
Substitution Theory

• 认为基督救赎是替人类献身，
以满足神对罪的公正要求。

• 因为基督的献祭，偿还了人
的罪债，带来赦免，重建公
义，人与神和好。

• 相信人类的各个方面——思
想、愿望和感情——已经被
罪腐化，人完全堕落，灵命
已死。基督之死偿还了罪债，
藉着信，人可以接受基督替
他们还了罪债。

• 这个救赎对罪、人的本性和
基督死在十架上的后果的观
点与圣经大体一致。



五、圣餐与基督的死



“圣餐”又称“主餐”（林前11:20）或“主的筵席”
（主的桌，Lord’s Table）（林前10:21），也有
少数教会称之为“擘饼”（徒2:42; 20:7）。

•在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在与门徒吃“最后晚餐”时，设立了这
个圣礼，吩咐他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路22:19）

•保罗也以这个记载来责备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人“不按理”吃
主的餐，肯定了这确实是耶稣亲自的吩咐（林前12:23-
25）。

•使徒时代的教会有实行这圣礼，从一开始就有了（徒2:42, 
46）。



“圣餐”

•圣餐也是“新约”的表记，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林前11:25）“旧约”的表记在两个：
一个是割礼（创17:9-11），另一个是安息日（申
5:15）。



“圣餐”

•圣餐也是提醒我们主会再来，耶稣吩咐门徒要“如此
行直等到他来”，又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
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太26:29）因此，我们每次领圣餐时，都要存着盼
望，主应许我们他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六、结论- “在本丢彼拉
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
字架，受死，埋葬；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
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
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
他免去神的忿怒。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
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
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罗马书》5章6-11节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 ___________，

从 _____________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