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6年 ⼗⼀ ⽉20⽇ 

聽基督: 不要為我哭 (1)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5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23:26-31節:「26帶耶穌去的時候, 有⼀一個古利利奈⼈人⻄西⾨門, 從鄉下來來, 他們就抓住他, 把⼗十
字架擱在他⾝身上, 叫他背著跟隨耶穌。27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 內中有好些婦女, 婦女們為他號
咷痛哭。28耶穌轉⾝身對他們說:『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不要為我哭, 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29因
為⽇日⼦子要到, ⼈人必說, 不⽣生育的, 和未曾懷胎的, 未曾乳養嬰孩的, 有福了了。30那時, ⼈人要向⼤大⼭山
說, 倒在我們⾝身上; 向⼩小⼭山說, 遮蓋我們。31這些事既⾏行行在有汁⽔水的樹上, 那枯乾的樹將來來怎麼樣
呢?』」 
⾺馬太福⾳音17:5節:「說話之間,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來說,『這
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 」

聽基督為永恆性之舉
上週講解履⾏行行⽗父上帝的命令-聽基督時, 為加強履⾏行行這命令的必要性, 遂題及魔⿁鬼。我們不是在
上學期課, 趕進度, 所以必須要講清楚這事, 為何要題到魔⿁鬼。我們可從魔⿁鬼⾝身上學習到的是, 
我們的⽣生命「單為主」是何等重要的事, 明⽩白保羅說的,「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上帝的兒
⼦子⽽而活。」(加2:20) 

從魔⿁鬼⾝身上學習到的事
撒但是抵擋者, 牠畢⽣生的志業就是敵擋上帝, 誘惑聖徒; 魔⿁鬼只能做這事, 只會做這件事, 牠⼀一切
的思維就是要成就這事。魔⿁鬼若若不敵擋上帝, 不誘惑聖徒, 牠的⼀一⽣生將失去意義。上帝的帳幕
設立在新天新地, 其中只有上帝的羔⽺羊, 和蒙羔⽺羊的⾎血救贖的百姓, 撒但無份於其中。無份於新
天新地的魔⿁鬼不再可能抵擋上帝和誘惑聖徒, 這樣的魔⿁鬼必失去⽣生命的重⼼心, 永遠在無底坑中
無⽬目的的存活下去。法國畫家Fernand Cormon (1845-1924)畫了了⼀一幅畫, 名“Cain flying before 
Jehovah's Curse, 該隱在主的咒詛下無盡的奔跑” 。畫中呈現該隱⼀一家被上帝放逐之後, 個個
衣衫襤褸, 垂頭喪氣, 且無⽬目的,  無⽅方向的奔走在曠野中。與上帝無關的該隱與魔⿁鬼就是這樣。

能知道善惡惡的⼈人成為主體
我們從魔⿁鬼⾝身上得到怎樣的啟發? ⾃自夏娃落落入「妳的眼睛必明亮, 能知道善惡惡」的試探之後, ⼈人
就成為判事的主體, 以⾃自定的善惡惡判斷另⼀一⼈人的優劣, 如上帝所⾔言「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 能知
道善惡惡。」(創3:22) ⼈人離開上帝⽽而知的善惡惡就隨⼈人意⽽而變, 近⽇日同性戀事件即是明例例。

上帝要的是「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詩133:1) 但當罪進入世界之後, 社會運
⾏行行的⽅方式是, ⼈人判斷⼈人, 也受⼈人判斷。⼈人⼈人皆如此, 沒有⼀一個⼈人可豁免之。這事牽涉甚廣, 今僅
提述其中⼀一件。在這倫倫理理中, ⼈人的想望當然是得著他⼈人讚賞與肯定之判, 這在有位階的社會中
⾄至為明顯。位階⾼高的因可判⼈人, 驕傲必然; 位階低的欲贏得位階⾼高的肯定之判, 以得最⼤大利利益。
在爭競中, ⼈人難容忍被否定, 也難忍與他同階者受位⾼高者肯定。該隱殺亞伯就是最好的例例⼦子, 當
上帝看中了了亞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聖經說, 該隱就⼤大⼤大地發怒, 變了了臉
⾊色(參參創4:4-6)。使徒彼得是另外⼀一個實例例, 他看⾒見見約翰跟著耶穌就問主,「主阿! 這⼈人將來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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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約21:20-21), 與約翰較勁將來來的處境。第三個實例例是為歸回前的保羅, 他為要向猶太教
的同儕表現出更更有長進, 為祖宗的遺傳更更加熱⼼心(加1:14), 他便便殘害教會, 進基督徒家中, 拉著男
女下在監裏(徒8:3)。

為主⽽而活的必要性
因⼈人被造的事實, 他需要⼀一個依靠, 然⼈人的罪已拒絕上帝為他絕對的依靠者, 罪⼈人因⽽而轉向依靠
受造界的⼈人事物, 詩篇20:7節說:「有⼈人靠⾞車車, 有⼈人靠⾺馬。」然, 當我們的⽣生命以受造為中⼼心時,  
⼀一旦那事物不復存在, 我們的⽣生命也將失去重⼼心, 無所適從。啟⽰示錄21:1節寫著「先前的天地
已經過去了了, 海海也不再有了了。」故那些依靠在主之外事物⽽而活的基督徒是可憐的, 因那些今世
事物在新天新地裏必消失無影。

我們需要注意到這等罪⼈人⼼心思, 他⼈人是如此, 我們也是如此。我們基督徒的志業乃是聽基督, 為
基督⽽而活, 有基督者必可存活於新天新地, 因為羔⽺羊基督亦在那裏。所以, 我們不是為了了在他⼈人
⾯面前突出⾃自⼰己的能⼒力力⽽而活, 不是為被⼈人肯定⽽而活, 甚⾄至我們不是為了了敵擋魔⿁鬼⽽而活。保羅說:
「我被你們論斷, 或被別⼈人論斷, 我都以為極⼩小的事, 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林林前4:3) ⼜又
說,「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我豈豈是討⼈人的喜歡麼? ...」(加1:10)

親愛的弟兄姐妹, 若若我們⼀一層⼀一層剝離那不屬新城的名位和財富, 我們還有什什麼? 有的或許會
說, 我們還有主耶穌, 那主若若問,「你說, 我是誰?」我們能說多少, 說多久。約翰說他「看⾒見見且
聽⾒見見, 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 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大聲說:『曾被殺的
羔⽺羊是配得權柄, 豐富, 智慧, 能⼒力力. 尊貴, 榮耀, 頌讚的。...阿們! 頌讚, 榮耀, 智慧, 感謝, 尊貴, 
權柄, ⼤大⼒力力都歸與我們的上帝,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啟5:11-12; 7:12) 如果我們今⽇日不知基
督, 將來來在天上⼜又怎能永永遠遠地說出頌讚, 感謝等話來來呢?

我們依然活在這罪的世界, 故依然處在「判⼈人, 被⼈人判」的倫倫理理中, 我們不得否定這事實, 然我
們基督徒當知在這罪的世界需要累積天上的財寶, 就是認識耶穌基督。⾔言於此, 我們需將詩篇
第133篇銘記於⼼心作為教會倫倫理理的依循。

主是得勝的主
為什什麼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為他⽽而活的主? 因為他是得勝的主。為此, 我們在上週亦題到在基督
上各各他⼭山路路途中, 耶穌⾒見見到為他號咷痛哭的婦女們時, 對她們啟⽰示我們今天讀的這段經⽂文。
基督與婦女們的這段遭逢僅記於路路加福⾳音, 路路加說他寫的這些事是從起頭都詳細考察(路路1:3), 
故他必然查訪到當時在現場的這群婦女, 進⽽而受啟記下。

基督教訓為他號咷痛哭的婦女們
基督這段教訓是他從耶路路撒冷走到各各他⼭山的路路途當中, 唯⼀一被記下來來的教訓, 故彌⾜足珍貴。
請注意, 那時的耶穌處在遍體受鞭傷, 體膚無⼀一處完整的狀狀態中, 他在⾁肉體如此痛絕之際, 還因
婦女們不確的舉⽌止開⼝口教訓她們, 可⾒見見這段聖經的重要性。⼀一個⼈人的⾝身體處在那樣的狀狀態中, 
思想依然脈絡清楚, 措辭依然嚴謹, 這顯出基督是上帝的事實, 因他那隱藏的神性正在進⾏行行護理理
性的⼯工作, 使他的⼈人性不致因⾝身體的劇烈疼痛⽽而潰散, 正如他曾在曠野中不食40天。

不是指聖殿被毀
然, 這麼寶貴的教訓卻令許多⼈人感到困惑。⼀一般的解釋將之連於毀滅性的預告, 耶路路撒冷城和
⼈人⺠民將遭受極⼤大的苦難。這樣的解釋⼜又因提多將軍公元70年年率羅⾺馬軍圍攻陷耶路路撒冷, 焚毀聖
殿, ⽽而被多數⼈人接受。這樣的解釋顯出幾個唐突之處: 
1. 這教訓是直接對婦女們說的, 拉扯到聖殿被毀顯得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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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若基督關切聖殿被毀, 必然命令使徒當多次警告以⾊色列列⺠民這事, 但我們卻未⾒見見使徒傳道時提
起這事, 連⼀一次也沒有。基督敏銳於婦女們的動罪⽽而開⼝口教訓之, 並在復活後不進聖城糾正
不當審判他的祭司長和猶太百姓, 卻顯於城外那往以⾺馬忤斯的⾰革流巴與其同伴, 聖殿的存廢
已不在基督的眼中。

3. 基督的傳道過程從施洗約翰⾒見見證基督是上帝的羔⽺羊, 爾後基督指⽰示⾨門徒, 他必須上耶路路撒冷
去, 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再⾄至最後晚餐的立約的⾎血, 最後在⼗十
字架上啟⽰示「成了了」。主基督這⼀一路路皆⾏行行在上帝為他所定的旨意上, 基督這時對婦女們的教
導必不偏離這⼗十架主軸, 其他解釋皆顯突⺎兀兀。

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路路加在第八章論到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 宣講神國福⾳音時, 隨同耶穌者除了了12個⾨門徒之外, 還
有⼀一群婦女。這群婦女有曾被惡惡⿁鬼所附(包括被七個⿁鬼附⾝身的抹⼤大拉的⾺馬利利亞), 有被疾病所累, 
⼜又有希律律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拿, 並蘇撒拿, 還有好些別的婦女。這些婦女必在第23章號咷
痛哭之列列, 但不⾒見見得皆設籍在耶路路撒冷城, 然基督卻稱她們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聽此⾔言的
這些婦女必感震撼⽽而思為何耶穌如此說? 唯⼀一的答案是, 她們不是屬地上的耶路路撒冷, ⽽而是屬天
上的耶路路撒冷。婦女們理理當感到興奮與榮耀, 因為這是基督對她們的定位, 知道這是⼀一個尊榮
無比的定位, 表⽰示她們與聖城新耶路路撒冷有份。使徒約翰說,「我⼜又看⾒見見聖城新耶路路撒冷由上帝
那裏從天⽽而降, 豫備好了了, 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啟21:2)

我需再⼀一次強調地說, 基督不去理理會位尊的祭司長和猶太⼤大公會議裏的成員, ⽽而專注在猶太社
會中位卑卑的婦女們, 只因她們屬天上新耶路路撒冷。但請注意, 基督特別關照這群婦女不在於她
們位卑卑, ⽽而是因為她們屬天上的耶路路撒冷。基督在這裏所⾔言的耶路路撒冷既然是天上的耶路路撒冷, 
那麼這裏的教訓也是對(屬天上耶路路撒冷的)教會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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