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4月   1

KAIROS Communication Service International

國際傳播協會

通訊
 2022年4月

用現代傳媒，向普世華人宣揚耶穌基督恩惠的福音。

三根釘子─受難節默想
蘇揀選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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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世上的最後一個主日，被稱作是「棕

枝主日」。

那一天，當主耶穌騎著小驢駒，在門徒的陪伴之

下，緩緩進入耶路撒冷城的時候，許許多多的猶太百

姓聽聞耶穌的到來，齊聚在街道兩旁，將自己的衣裳

脫下、鋪在地上，手中高舉著棕樹枝迎接耶穌，歡呼

著：「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

稱頌的！」（馬太福音 21:8；約翰福音 12:12-13）
然而，僅僅短短的五天之後，當猶太的祭司長和

長老們將耶穌捆綁、押解到巡撫彼拉多面前，並且挑

唆眾人，要求釋放囚犯巴拉巴，除滅耶穌的時候，彼

拉多詢問猶太百姓：你們要釋放哪一個呢？是巴拉巴

或是耶穌？百姓竟然聲嘶力竭地極力高喊著說：「釘

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釋放巴拉巴。」（馬太福音

27:20-23）
為什麼同樣這些猶太百姓，面對同樣的耶穌，卻

是截然不同的表現？究竟是誰把耶穌送上了十字架？

是巡撫彼拉多，或是祭司長和長老，或是這些愚昧無

知的猶太百姓，或是本應該被釘十字架的囚犯巴拉

巴，或是耶穌手上腳上的三根釘子呢？

其實，當我們查考聖經就會發現，真正把耶穌送

上十字架的是我們，是我們人類的罪。那三根釘子正

代表了最普遍性的三重罪：嫉妒、自私和無知！

    一、嫉妒

巡撫彼拉多清楚地知道，祭司長和長老是因為嫉

妒才把耶穌押解了來的。馬太福音 27章 18節清楚地
記述：「巡撫原知道他們是因為嫉妒才把他解了來。」

這些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曾經聚集商議，認為耶穌

這樣傳道、醫病、趕鬼、行神蹟，猶太百姓都要信他

了，羅馬人也要來奪他們的地土和百姓了。約翰福音

11章 47-48節記載：「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聚集公會，
說：『這人行好些神蹟，我們怎麼辦呢？若這樣由著

他，人人都要信他，羅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地土和我

們的百姓。』」

這些所謂的宗教領袖們把耶穌送上十字架，並不

是為了表面冠冕堂皇的所謂的猶太律法，而是為了自

己切身的利益。這是人性嫉妒的根本體現。

二、自私

同樣，在馬太福音 27章 24節，「彼拉多見說也
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

『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在彼

拉多心中，最重要的不是公平公正公義，而是自己頭

上的烏紗帽。

他害怕百姓生亂，如果百姓生亂造反，他作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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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難咎其責，官位難保。所以，穩定壓倒一切，自私

重於公義，自私自我自利壓倒了公義的天平，他選擇

了把耶穌釘十字架。

三、無知

馬太福音 27章 25節，還讓我們看到百姓的無 
知，眾百姓回答彼拉多說：「他（耶穌）的血歸到我

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這話是何等的狂妄、何等的

無知、何等的愚昧，他們竟然把自己和子孫，都搭在

這「流義人血」的罪上了。

他們曾經看見耶穌行五餅二魚的神蹟，就想強逼

耶穌作王（約翰福音 6:15）；他們聽說耶穌使拉撒路
從死裡復活，他們就來看神蹟（約翰福音 12:9）。今
天他們卻高喊著：釘他十字架，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

子孫身上。實際上，他們對耶穌、對信仰，根本沒有

真正的認知。

使徒彼得在使徒行傳 3章 17節，清楚地告訴猶
太百姓：「弟兄們，我曉得你們做這事（將耶穌釘十

字架）是出於不知，你們的官長也是如此。」

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十架七言」的第一句，

就是：「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

曉得。」（路加福音 23:34）
這些百姓的的確確不曉得他們做的是什麼，他們

的無知促使他們把耶穌送上了十字架。

十字架的愛

釘死耶穌的，表面上是手上和腳上的那三根釘

子，實際上是我們人類最典型的三重罪：嫉妒、自 
私、無知。今天，我們所面對的這個世界、所處的社

會環境、所遭遇的各種問題、難處、苦痛，其實也都

是因為我們生命裡面的驕傲嫉妒、自私自利、無知 
愚枉。

受難節、復活節，不只是一個教會節日，更是喚

醒我們內心深處的省思。當我們默想主耶穌為我們背

負十字架、走向各各他山、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捨身

流血救贖全人類的時候，讓我們將心歸回、歸向主 
基督。

誠如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加略山的愛》的

歌詞中所表達的內涵：

為什麼不說一句話，背負著沉重十架？

一步步走向各各他，甘心為我們被殺。

哦！耶穌，親愛的耶穌，哦！耶穌，受苦的耶穌，

為什麼仍不說一句話，甘心為我們被殺？

為什麼流出寶貝血，背負著世人罪孽？

為什麼受苦直到命絕，默默無聲地愛我？

哦！耶穌，親愛的耶穌，哦！耶穌，受苦的耶穌，

為什麼受苦直到命絕，默默無聲地愛我？

盼望你我在這個記念救主基督受難的日子裡，透

過在主面前的靜默深思，讓十字架的愛再一次充滿我

們，願主耶穌的恩典再一次覆蔽我們，願聖靈的恩膏

再一次澆灌我們，共同度過一個蒙福的受難節。



2022年 4月   3

英國哲學家、舉世聞名的無神論大師安東尼

褔祿（Antony Flew, 1923-2010），在 2004
年 81歲時，公開表示對上帝的存在有了新的看法。
他以肯定的態度，承認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可信

度。當他接受訪問時，說：「其他宗教所提出的神

蹟，都不能和耶穌基督的復活相比。」雖然他生前並

沒有更進一步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但至少他已經相

信宇宙中有一位全能者，並且願意從各種角度來認識 
上帝。

上帝拯救的作為是怎樣成就的，不是用實證的方

式就可以全面瞭解，人也無法用理性和知性去窺探無

限的全能上帝。上帝乃是藉著耶穌基督受難和復活的

事實，讓人看出，掌管生命、勝過死亡的全能者，已

經透過耶穌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復活，宣告了祂就是

掌管宇宙的真神，聖經一切的應許都在這位救世主的

復活見證中，完全落實給信靠祂的人了。

我們從幾方面的證據，來看耶穌復活的事實。首

先看見普世教會的興起。使徒們在目睹主耶穌受死以

後，害怕猶太人來搜捕，然而在復活的主耶穌親自向

他們顯現以後，他們立刻從膽怯的弱者，變成了所向

無敵的福音勇士。使徒一出場傳講福音信息，就是講

主耶穌怎樣受死，又怎樣在榮耀中復活。若不是耶穌

確實從死裡復活了，基督徒所信的就是徒然；主耶穌

若不是教會的根基，福音的真理就難以延續到今天。

事實證明，歷世歷代的基督徒用他們的信仰，見證了

耶穌基督永活的生命，因為主耶穌復活了，所以信徒

可以享受又真又活的永生。

其次，安葬耶穌的墳墓是空的。不管是多麼偉大

的人物，只要死了，他的軀體就只能躺臥在墳墓裡，

成為後人的憑弔。所以，孔子、老子、釋迦牟尼、

穆罕默德的墓碑都提醒人，他們已經過去，不能再回

來了。可是，所有到耶路撒冷去旅遊的人，所看見的

是一個空墳墓，因為耶穌基督在死後第三天已經復 
活了。

第三個證據是封住墳墓的官方文件。好像政府查

封的房子，一定在大門上貼滿了封條，誰膽敢擅自進

出，不僅破壞了封條，也變成了違法的證據。同樣 
的，耶穌雖然無罪受死，但是羅馬政府為了避免暴

亂，不得不慎重處理這個案子。按照法律規條，安葬

耶穌的墳墓不僅用大石頭堵住，同時還有一條繩子綁

住，繩子上面還結結實實地糊了一層粘土，誰要是妄

想動手腳，繩子一定會脫落，後果就是死罪。這也

就是說，除了神自己，沒有人會冒死去偷竊耶穌的 
身體。

第四個證據是看守墳墓的羅馬兵丁。一般情況

下，羅馬兵丁站崗釘梢都是四人一組，主耶穌的案

子，很可能不止四個兵丁看守墳墓。那些兵丁都是受

過嚴格訓練的軍人，誰都知道當值的時候，打瞌睡或

出了差錯一定是嚴厲查辦，必死無疑。這麼多人的眼

睛，都沒有看見什麼人進出墳墓，豈不是神自己的作

為嗎？猶太人和羅馬政府為了遮人眼目，說有人偷了

主耶穌的身體，那才是最大的謊言呢！

第五個證據是堵住墳墓的大石頭。封住墳墓的大

石頭，據估計，至少有兩噸以上的重量，高度足有

七八尺，一個人絕對動不了，幾個人來動手，難道不

會驚動守衛的羅馬兵嗎？你想是誰挪開了墳墓的大石

頭呢？除了天使不會有別人吧？

第六是主耶穌自己所作的證據。在祂復活以後的

六個星期中，多次向人顯現，根據哥林多前書十五

章 4-9節的記載，有一次主耶穌向五百多人顯現。那
些人看見祂、聽見祂、親自觸摸祂，門徒們還在海邊

和耶穌一起吃祂預備的早餐。若不是這個經驗是那樣

地真實，門徒們不可能從躲避猶太人眼目的閣樓上出

來，為耶穌的復活作見證。

有關生命的問題一直是人類最深的關切，到底生

老病死有什麼意義？人為什麼要死？人死後歸向何

處？如果有永生，應該去那裡尋找？這一切的問題，

主復活 

生命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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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把信仰看得簡單，也有人根本不信任

何宗教。但遇到人生困境時，便去尋求民

間信仰，不論佛祖、祖先或其他。有人以為任何宗教

都是勸人為善。總之，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但如果細心去思想，信仰的問題是必須嚴肅面對

的，否則人生便會失去方向和意義。例如：究竟有沒

有神？這宗教可信嗎？我信什麼？我從哪裡來？要往

哪裡去？我應該怎樣在這時代生活？這些問題足以影

響人的一生。

可以說，有三種對信仰的態度會引致嚴重的後 
果：

第一種是信錯了假道理或是假神靈。信仰本來是

為人生，就是今生和來世尋找出路。如果信錯了假

神，就是走錯了路，永遠到不了目的地。本來想往天

堂，卻去了地獄。

第二種是找到了正確的宗教，卻在某些道理上有

所偏差。好像有些人相信耶穌，卻在認識耶穌的神性

和人性上有所偏差。耶穌是兼有神和人的本性。有些

人卻以為耶穌只是凡人而不是神；也有人以為耶穌是

神而不是人。這些錯誤導致了二千年來信仰上出現的

異端，也不能帶人尋找到真神。

第三種是一生不信宗教，錯過了信仰真神的機

會，也失去了獲得豐盛生命的機會。

可見信是多麼的重要！然而什麼是信呢？

信仰固然有理性基礎，否則只是迷信。這裡所講

的信，不是單指在頭腦中知道一些東西。中文的「信」

字是「言出有信」，含有守信用的意思。在信仰上，

當人說「我信耶穌」，其實是「我相信耶穌」。「相」

是「相交」的意思，是互相的，包括「我」和「耶穌」

雙方面的關係。上帝既是信實和慈愛，人也應該以誠

實回應。

信仰的問題既然是那麼地重要，為此我們為您推

出由周子森牧師撰稿的「我信 I Believe」這檔節目。
此系列將以「使徒信經」為大綱，和觀眾、弟兄姊妹

及朋友們一同探討關於信仰的問題，究竟基督教信什

麼？為什麼要信？

讓我們同心祈禱

慈愛的天父，感謝祢賜我有理性的思考，也賜我有

尋求創造主的心。主耶穌曾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

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求祢使我真知

道祢、信靠祢，並與祢建立親密的關係。天父，求祢藉

著祢的話，使我知道所信的是誰、為什麼要信，以致我

在這瞬息變幻和挑戰重重的世代，知道怎樣生活，不以

福音為恥，能忍受苦難，見證救主耶

穌基督。求天父賜福並使用這個「我

信 I Believe」系列，使觀眾，弟兄姊妹
及朋友，都因信而蒙福！祈禱奉主耶

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我信─使徒信經解析：序言

主耶穌用祂的復活作了最清楚的解答。生命是出於神

的賞賜，但是墮落的人和神失去了生命的連繫，在罪

的捆鎖下，為罪付出的代價就是死。主耶穌用受死付

出了贖罪的代價，用復活勝過了死亡的威脅，只要是

信靠主耶穌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的確據。保羅在哥

林多前書十五章 17-20節說：「基督若沒有復活，你
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就是在基督裡睡了

的人也滅亡了。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

比眾人更可憐。」

主耶穌為世人付出了生命的贖價，祂的復活是世

人一切困惑的解答，早期教會的信徒興奮地彼此宣告

說：「祂復活了！」「祂真的復活了！」如今這個美

好的信息也是我們的宣告，願我們都在主耶穌裡得到

永遠的生命。

我信─使徒信經探析：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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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一個多義詞。

甲骨文寫法是垂直的一豎，就好像垂直放

著的算籌。算籌是古時用的一種十進位計算工具，一

籌就是十，十進制是以十為基礎的數字系統。中國古

代的算籌數是屬於具有位值概念的十進位，而十進位

就有書寫和算籌兩種型式。

中國著名數學史家李迪教授認為，一萬年前的山

頂洞人遺址出土的骨管符號，是一種十進位思想，十

是九加一的總和，表示多、達到頂點的意思，例如十

成、十足、十分。十字直到春秋之後，才進一步發展

成為漢隸和楷書的十字。一橫表示東西，一豎表示南

北，東南西北，加上中間，就是完整齊全。所以，古

人認為十是數字完備的標誌，六泉十布，是王莽新朝

發行的貨幣，屬於王莽幣。王莽在第三次幣制改革的

時候，發行了「錢貨」、「布貨」，後世將「錢貨」

稱為「六泉」，「布貨」稱為「十布」，合稱「六泉

十布」。

十惡是中國古代法律對十種重罪的總稱。中國古

代對於重罪的法律判決，由秦漢時期開始逐漸形成，

發展為「十惡之條」。什伍連坐制是什伍制和連坐制

結合而成的制度。是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用來控制，鎮

壓百姓，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種專制手段。秦國在商鞅

變法之後實行什伍連坐制。

根據《管子—立政》記載：「什伍」是古代戶籍

和軍隊的編制。戶籍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軍隊以

五人為伍，二伍為什。連坐制是一人犯

罪，家人、鄰里連同受罰。這個制度不

僅僅針對一般平民百姓，也在軍隊裡面

施行。直到 1905年才正式被清庭宣布
廢除。

「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

是出自於《尚書大傳》卷二。相傳夏商

周三代的田稅制度， 是按十分取一的
稅率抽稅，周代的田賦制度叫做徹，除

了公田之外，農民要將所得的十分之一

納予國家，到了春秋戰國之後，這種井

田制度才不再被採用。

在古代近東的國家，都有十一奉獻的習俗。什一

奉獻是基督徒當納之物。舊約聖經瑪拉基書 3章 10
節經文記載說：「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

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

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

可容。」上帝說，當我們願意憑信心做什一奉獻的時

候，祂便會向我們賜福，讓我們生活無憂。我們能夠

奉獻，也是我們對上帝的感激。

在近東和歐美文化，十字架比喻苦難。主耶穌背

著十字架走向各各他，為全人類的罪被釘死成就了救

恩，而十字架就成為基督救贖的象徵，是基督信仰的

標誌。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16章 24節主耶穌對門徒
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這一節經文提醒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十

架之路是一條順從上帝的道路，在除舊更新的過程裡

面，要不斷遵守上帝的旨意和誡命，誡命包括上帝所

頒布的十誡。

舊約聖經申命記 4章 13節經文說：「祂將所吩
咐你們當守的約指示你們，就是十條誡，並將這誡寫

在兩塊石版上。」神所制定的每一條誡命都有非常深

的意義，人可以透過這些誡命，知道

神的公義、聖潔、恨惡喜愛，同時也

教導人在地上生活應該有的準則。我

們只要了解聖經十誡，聽從上帝的旨

意，就會活在神的賜福中。

說文解字─十字何解

說文解字―十字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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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導

開路者視頻製作了一個全新勵志性節目「活出彩虹」。現今全球疫症依然肆虐，新一

波疫情三月在香港爆發，使當地醫療系統受到極大的衝擊。烏克蘭的戰局，令生靈

塗炭。整個世界就好像烏雲密佈，令人透不過氣來。在這個看來使人傷心絕望的大環境

中，我們製作了「活出彩虹」這個勵志性節目，告訴大家雖然生活困難，但不必感到絕 
望，只要堅持到底，人生總會有出路。而基督教信仰，或許就是最佳途徑。「活出彩虹」

有粵語、國語兩個版本；粵語版在三月優先播出五集，廣受好評，新一輯在製作中，希

望儘早跟大家見面。敬請留意！

漫步人生路」第二輯，四月份開始逢星期三播出。每集都邀請學者、執業婚姻與家

庭治療師，和持牌臨床心理學家作為嘉賓，跟大家分享有關心理健康，和家庭親

子的課題，萬勿錯過！

舊約聖經的最後 12卷書，被稱為十二小先知書，信息針對當時的環境和需要，講題
包括宗教、道德、政治、倫理和社會的範疇，跟我們現今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

十二小先知書其中四卷針對外邦強國發預言，包括俄巴底亞書、約拿書、那鴻書和哈巴

谷書。而最後三卷，分別是哈該書、撒迦利亞書和瑪拉基書，向上帝的子民發預言，被

稱為被擄歸回後的書卷。粵語事工的「聖經好好聽」將這七卷舊約聖經拍成查經書；其

中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哈巴谷書和瑪拉基書已經播出，現正上架的是撒迦利亞書，之

後哈該書和那鴻書也會相繼播出，敬請留意！

齊來讀聖經─羅馬書」粵語版第一至第五課的剪接即將完成。四月份起，每隔一個

星期日上架，4月 3日將上第一課。星期天是主日，是分別為聖的日子，早上在教
會崇拜後，希望基督徒能夠利用餘下的時間查經。「聖經好好聽」合集將與「齊來讀聖經」

隔週在星期日播出，兩個節目的播映時間都是 30分鐘左右。「生命旋律」粵語版則改在
星期六播出。

1

2

3

4

「

「

《聖經中的家庭》集視頻、文字、經文、金句、思考問題、團

隊互動於一體，許多以本書作為聚會材料的弟兄姊妹都表示非

常實用。為了讓沒有紙本書的弟兄姊妹也能使用，開路者同時

將書中內容放在網上，使用者只需掃描每集提供的「下載視頻」

二維碼，或在網上鍵入該集檔名，如：查考〈被

惡所勝的彼拉多之家〉鍵入 http://kairos-usa.
org/NT05-Pilate，便可看到該集的所有資料，
包括國語和粵語視頻。歡迎多多使用！若欲索

取紙本書，請利用封底表格提供的方式索取。



感恩與代禱

反饋和迴響

1「聖經中的家庭」系列，共

有 56集，其中 26個家庭的
內容和視頻已經在去年做成

禮物書，並於聖誕節之前送出了。

感謝主！另外 30個家庭的內容和
視頻，現已在美編付印的過程當

中。在這冊（下集）的內容裡，增

加了「家庭親子活動」一項，十分

有趣。請為順利出版和發行代禱，

願神使用！

2感謝神！粵語的「羅馬書」

查經視頻節目（共 14課），
已在香港，經由一家基督徒

開設、與開路者曾經同工過的傳媒

公司，正積極剪輯中。在此特別

謝謝一位愛主又愛護開路者的姊

妹，為這卷書的製作費奉獻。也謝

謝鍾重光弟兄義務擔任主持人、屈

李美萍姊妹義務在幕後讀經。願主 
記念！

3國語的「雅歌」查經視頻節

目（共 12集），已經完成
拍攝，正在剪輯階段。感謝

開路者的董事任曉靜牧師，在百忙

中，來義務擔任主持人。製作部

的同工這次嘗試用 360度的剪輯
方式，使能更生動地表現這卷詩

情畫意的聖經書卷，請代禱！粵

語的「雅歌」查經視頻節目，早

先已在 YouTube「開路者視頻」播
放。在林文旌長老夫婦義務主持的 
「聖經好好聽」查經系列裡面，敬

請收看！

讀者迴響

昨晚團契，我們學習使徒行傳有

關巴拿巴的故事。我們分享了

《聖經中的家庭》裡的「穿針引線

的巴拿巴之家」，大家都很喜歡！

謝謝開路者讓我們進一步了解聖經

人物，很有得著！（Cindy，聖路
易斯）

我已經把國語「伴我同行隨身

聽」裡面的 66卷聖經書卷，
全部聽完了。正在禱告問神，接下

來該用什麼作靈修材料的時候，就

及時收到開路者寄來的禮物書《聖

經中的家庭》，真是太高興了。（開

路者之友，洛杉磯）

我把《聖經中的家庭》裡面的

26篇摘要先看完，然後一個
個看視頻。看了「挪亞之家」的視

頻，才知道原來方舟像個長方形的

盒子。你們製作得很好。（開路者

之友，紐約）

我們團契最近查考利未記，用了

開路者製作的「利未記查經錄

像書」，弟兄姊妹表示喜歡。（開

路者之友，聖路易斯）

有朋友傳來「小先知書查經錄像

書」，一看原來是開路者製作

的，資料很豐富、很精彩，趕快告

訴妳一聲。（開路者同工的朋友，

台灣）

一位神學生在觀看由開路者製

作、陳榮超牧師 /博士主講的
「門徒觀輕談」之後，電郵至崇基

神學院打聽陳牧師的聯繫方法。他

說：「我是 DTS博士班的學生，
我的事奉在教導和培訓，我的論文

是有關於門徒訓練。因為聽陳牧師

的講座，給我很多的開啟，所以想

4開路者在週末於YouTube「開
路者視頻」播放的「快看天

下事」，是一專訪節目。我

們採訪過教會牧長、神學院教授、

福音機構負責人和基督徒專業人

士。無論是對信仰、家庭或是世界

現勢，都有非常精闢的分析和分享。

歡迎收看，並請為每一集的製作代

禱！

5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路德會

基督之光教會團契，於 3月
18日（週五）透過 Zoom，

為開路者安排了事工分享會，由

開路者副總幹事蘇揀選牧師負責分

享。感謝基督之光教會團契的弟兄

姊妹關心開路者的事工，並且不斷

地為開路者的同工禱告。

要作深度採訪。」由此可以看到，

開路者多媒體事工給人帶來的共鳴

及影響。

大陸來鴻

很好的教導與提醒！聆聽和具有

實際行動的愛心是讓我們避免

成為法利賽人式的牧者與基督徒的

有效途徑！感恩！感恩！

真是大喜信息，無比激動！謝謝

你們送來的美好禮物─電子

版「大先知書三合一查經系列」，

這對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來說，真

是莫大的祝福！期待您們即將完成

的其他聖工大作！您們為主辛苦

啦！求主大大賞賜！

我們收到了電子版「大先知書三

合一查經系列」，非常好的 
資料。謝謝開路者的支持和供應。

2022年 4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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