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021

路過的人都搖頭辱罵祂說：
「你這拆毀聖殿而三日內重建起來的，
 救你自己吧！
 如果你是天主子，
 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瑪27:39-40)




雖然有許多假見證出庭，但沒有找出什麼。
最後有兩個人上前來，說：
 「這人曾經說過：我能拆毀天主的聖殿，
在三天內我能把它重建起來。 」(瑪26:60-61)
 耶穌說：「你們拆毀這座聖殿，三天之內，
我要把它重建起來。」
(若2:19)


看，聖所的帳幔，
 從上到下分裂為二。(瑪27:51; 谷15:38)
 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路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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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藉此指明：幾時前邊的帳幕還存在，
 到天上聖殿的道路就還沒有打開 …
 可是基督一到，就作了未來鴻恩的大司祭，
 祂經過了那更大、更齊全的，
 不是人手所造，不屬於受造世界的帳幕。
(希9:8,11)


原來十字架的道理，
為喪亡的人是愚妄，
 為我們得救的人，
 卻是天主的德能。(格前1:18)

「你若是天主子，
 就命這些石頭變成餅吧！」…
 魔鬼 … 把祂立在聖殿頂上，對祂說：
 「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瑪4:3, 6)


司祭長和經師與長老們也同樣戲弄說：
「他救了別人，卻救不了自己；
 他既是以色列君王：
 如今從十架上下來吧！ 我們就信他。
 他信賴天主，天主如喜歡他，
 如今就該救他，
 因為他說過：我是天主子。」
(瑪27:41-43)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經師們說：
 「他附有貝耳則步。」
 又說：「他賴魔王驅魔。」(谷3:22)


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不再返回原處，
 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長萌芽，
 償還播種者種子，供給吃飯者食糧；
 同樣，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
 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裏來；
 反之，它必實行我的旨意，
 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
(依5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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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看出他們要來強迫他，立他為王，
 就獨自又退避到山裏去了。(若6:15)


當他臨近橄欖山的下坡時，眾門徒…
都歡欣的大聲頌揚天主說：
 「因上主之名而來的君王，應受讚頌！」
(路19:37-38)



耶穌受洗後，立時從水裏上來，
忽然天為他開了。
 他看見天主聖神有如鴿子降下，
 來到他上面；又有聲音由天上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瑪3:16-17)



民眾站著觀望。
 首領們嗤笑說 … 兵士也戲弄祂，
 前來把醋給祂遞上去， 說：
 「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
 就救你自己吧！」
(路23:35-37)


大司祭對祂說：
 「我因生活的天主，起誓命你告訴我們：
你是不是默西亞，天主之子？」
 耶穌對他說：
 「你說的是。並且，我告訴你們：從此你
們將要看見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邊，乘著
天上的雲彩降來。」
(瑪26:63-64)


耶穌俯首至地祈禱說：
「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吧！
 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瑪26:39)






比拉多寫了個牌子，放在十字架上端，寫
的是：「納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

… 猶太人的司祭長就對比拉多說：
「不要寫猶太人的君王，該寫他自己說：
我是猶太人的君王。 」
 比拉多答覆說：「我寫了，就寫了。 」(若
19:19,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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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拉多對他說：
 「那麼，你就是君王了？」
 耶穌回答說：
 「你說的是，我是君王。我為此而生，
 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
 凡屬於真理的，必聽從我的聲音。」
(若18:37)


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 …
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
 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
 我有權捨掉它，我也有權再取回它來：
 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若10:11,18)



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瑪4:17)

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
 假使我的國屬於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
抗了，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
 但是我的國不是這世界的。(若18:36)


主耶穌，
為什麼你不從十字架上下來呢？
 你想告訴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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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著的凶犯中，有一個侮辱耶穌說：
 「你不是默西亞嗎？
 救救你自己和我們吧！」(路23:39)


耶穌基督的族譜…猶大由塔瑪爾生…
 波阿次由盧德生敖貝得，敖貝得生葉瑟…
 達味由烏黎雅的妻子生撒羅滿。(瑪1:1-17)




猶太人向他說：
「你使我們的心神懸疑不定，要到幾時呢？
你如果是默西亞，就坦白告訴我們罷！」
 耶穌答覆說：
 「我已經告訴了你們，你們卻不相信；我
以我父的名所作的工作，為我作證，但你
們還是不信，因為你們不是屬於我的羊。」
(若10:24-26)



耶穌對瑪爾大說：
 「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
 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著；
 凡活著而信從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你信麼？」(若11:25-26)


眾百姓受洗後，耶穌也受了洗。(路3:21)

你們伸出手時，我必掩目不看；
你們行大祈禱時，我決不俯聽，
 因為你們的手染滿了血！
 你們應該洗滌，應該自潔，
 從我眼前革除你們的惡行，停止作孽。
(依1:15-16)




那個法利塞人立著，心裏這樣祈禱：
「天主，我感謝你，因為我不像其他的人，
 勒索、不義、奸淫，也不像這個稅吏。
 我每週兩次禁食，凡我所得的，
 都捐獻十分之一。」(路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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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說：
 「耶穌，當你來為王時，請你紀念我！」
 耶穌給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
樂園裏。 」 (路23:42-43)


另一個凶犯應聲責斥他說：
 「你既然受同樣的刑罰，
 連天主你都不怕嗎？
 這對我們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我們所受的，正配我們所行的；
 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
(路23:40-41)


以色列！你要聽：
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
 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
 我今天吩咐你的這些話，你應牢記在心，
 並將這些話灌輸給你的子女。(申6:4-7)



耶穌將近耶里哥時，
 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討飯…


他便喊叫說：
 「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罷！」
(路18:35,38)


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
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
 我們還以為他受了懲罰，
 為天主所擊傷，和受貶抑的人。(依53:4)




熙雍曾說過：
 「上主離棄了我，吾主忘掉了我。」
 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
 初為人母的，豈能忘掉親生的兒子？
 縱然她們能忘掉，我也不會忘掉你啊？
(依49: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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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把手和肋膀指給他們看…

「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
看看我的手罷！並伸過你的手來，
 探入我的肋旁，不要作無信的人，
 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若20:20, 27)


上主天主在伊甸東部種植了一個樂園，
 就將他形成的人安置在裏面。(創2:8)




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
者。(路2:11)
 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
(路4:21)
 匝凱，你快下來！因為我今天必須住在你
家中。(路19:5)
 今天救恩臨到了這一家。(路19:9)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
我去，原是為給你們預備地方。(若14:2)

主耶穌，我該做什麼，
才能讓自己肯定你原來時常紀念我，
 並在痛苦中，體會到你的親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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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站著的人 … 就說：
 「看，他呼喚厄里亞呢！」
 有一個人就跑過去，把海綿浸滿了醋，綁
在蘆葦上，遞給他喝，說：
 「等一等，我們看，是否厄里亞來將他卸
下。」(谷15:35-36)


耶穌回答說：
「厄里亞已經來了，人們卻不認識他，
 反而任意待了他；照樣，
 人子也要受他們的磨難。 」
 門徒這纔明白耶穌給他們所說的，
 是指的洗者若翰。
(瑪17:12-13)

看，在上主偉大及可怕的日子來臨以前，
 我必派遣先知厄里亞到你們這裏來；
 他將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子，
 使兒子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臨時，
 以毀滅律打擊這地。
(拉3:23-24)


耶穌一嚐了那醋，
便說：「完成了。」
 就低下頭，交付了靈魂。(若19:30)









我父，若是可能，
 就讓這杯離開我吧！
 但不要照我，
 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瑪26:39)


祂曾使那不認識罪的，
 替我們成了罪，
 好叫我們在祂內成為天主的正義。
(格後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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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長和同祂一起看守耶穌的人，
 一見地動和所發生的事，就非常害怕說：
 「這人真是天主子。 」(瑪27:54; 谷15:39)




「這人實在是一個義人。」
(路23:47)

比拉多又出去到外面，向他們說：
 「看，我給你們領出他來，為叫你們知道
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
 於是耶穌帶著茨冠，披著紫紅袍出來了；
比拉多就對他們說：
 「看，這個人！」
(若19:4-5)


耶穌對多默說：
「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罷！
 並伸過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
 多默回答說：
 「我主！我天主！」
(若20:27-28)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12:24)







耶穌說：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
(若14:6)





凡接受祂的，祂給他們，
 即給那些信祂名字的人權能，
 好成為天主的子女。(若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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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
 如果我今天逝世，
 人們會說我是個怎樣的人呢？


1. 路過的人說：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2. 首領們說：從十架上下來吧！我們就信他。
3. 兵士們說：救你自己吧！
4. 一個凶犯說：救救你自己和我們吧！
5. 另一凶犯說：當你來為王時，請你紀念我！
6. 遞醋的人說：看是否厄里亞來將他卸下。
7. 百夫長說：這人實在是一個義人。

審判就在於此：
光明來到了世界，
 世人卻愛黑暗甚於光明，
 因為他們的行為是邪惡的。(若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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