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6年 ⼗⼆⽉4⽇ 

基督與古利奈⼈西⾨ (1)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2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23:26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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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福⾳音15:21節:「有⼀一個古利利奈⼈人⻄西⾨門, 就是亞⼒力力⼭山⼤大和魯魯孚的⽗父親, 從鄉下來來, 經過那地⽅方, 
他們就勉勉強他同去, 好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主引導中有試煉
福⾳音書的重要性在於直接記下基督的親⾝身事, 這些看似⾃自傳⽣生活性的敘述點滴, 每⼀一件皆深深
地觸動我們的⼼心思, 需要我們細⼼心查究其中背後所承載的意義, 使我們在這⼼心思觸動的過程中
得蒙聖靈引導來來更更深地認識主。我們在這引導過程中查覺到其中有主的試煉, 誠如祂⾃自亞當以
降, 試煉凡與祂有關係的⼈人。單單引導還無法證實他是屬主的, 唯引導加上試煉才是屬主之⼈人
的記號; 前者如該隱, 夏甲等, 後者如亞伯拉罕, 摩⻄西, ⼤大衛等。

由於這認識有助於我們理理解基督與古利利奈⼈人⻄西⾨門的遭逢, 故需先講述⼀一⼆二。上帝的引導中有試
煉 顯著的例例⼦子就是, 耶穌被聖靈引導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這事讓我們看到, 上帝引導中有
試煉是事實, ⽽而在試煉中有魔⿁鬼的試探也是事實。有⼈人會問: 我們受試探時容易易落落入其中, 那耶
穌受魔⿁鬼試探時, 是否亦會落落入試探中? 當然不會, 因基督是神⼈人⼆二性的基督。(順便便問各位, 為
什什麼魔⿁鬼的⼀一句句話以「你若若是上帝的兒⼦子」開始牠的試探?)

既然, 耶穌不可能落落入魔⿁鬼的試探, 那他為何還要經歷之? 耶穌受魔⿁鬼的試探的時間點乃是在他
受施洗約翰的洗之後, 故耶穌受試探乃是要告訴教會(和基督徒), 我們必也經歷同樣的事。基督
教導的主禱⽂文顯明這事, 基督⼜又說:「⼦子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 惟有看⾒見見⽗父所作的, ⼦子纔能作; ⽗父
所作的事, ⼦子也照樣作。」(約5:19) 上帝如此對待耶穌, 主也如此引導⽗父所賜給他的⼈人。論引
導, 不在於世事的引導, ⽽而在於認識基督上的引導, 因爲論引導必指聖靈的引導, ⽽而基督說,「保
惠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來的聖靈, 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
所說的⼀一切話。」(約14:26)

是的, 基督已⾔言,「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僕⼈人不能⾼高過主⼈人。」(太10:24) 上帝的試煉與魔⿁鬼的試
探既是在我們⾝身上必然的事實, 那我們當注意上帝如何進⾏行行祂的試煉以對付魔⿁鬼的試探。我們
看到, 試煉與試探的對衝就在於上帝的道, 試煉守道, 試探離道, 故我們不可不慎。

試煉在引導中的價值
若若我們只知主的引導, 卻不知引導中的試煉成份, 必然在與⼈人分享主的引導時, 只注意世上事⽅方
⾯面, ⽽而不在認識基督事上。更更危險的是, 因⾼高舉主的引導, 旁⼈人無法置喙, 驕傲之氣必⽣生, 這在今
⽇日受世界哲學影響⽽而⽣生⾼高漲的⾃自我意識更更形明顯。

然, 知引導中有試煉之真理理者可以謙卑卑於真理理前, 到老也不偏離, 因知試煉中可能失敗⽽而儆醒, 
終⽣生謙卑卑學習。這是基督徒與世⼈人不同的⽣生命法則, 後者是倚老賣老, 是「想當年年...」的紙片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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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須知, 教會中的⽗父老受尊敬不在他的老, ⽽而在於他動性的認識主耶穌基督, 約翰兩兩次勸勉勉⽗父
老的話是「⽗父老阿!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約⼀一2:13a,14a) 

⼆二老
舊約與新約各有⼀一很老的老, 舊約是麥基洗德, 新約是使徒約翰, 兩兩者的共同點皆與基督有關。
使徒約翰能夠⾃自年年輕時與基督經歷的「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 老時可寫下約翰⼀一⼆二三書。
使徒約翰若若不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他則不能教訓教會的⽗父老要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可⾒見見他
⼀一⽣生蒙主引導的事實。教會有這等⽗父老是蒙福的, 因為教會的少年年⼈人可從⽗父老的在當下認識主, 
⽽而不是以⽗父老過去認識主的事蹟來來認識主。

順服之前必有試煉
我們有了了以上的認識之後, 再來來看基督與古利利奈⼈人⻄西⾨門之間的遭逢, 可使我們豐富引導中有試
煉的認識。耶穌受試鍊鍊(試探)的重點不在於順服議題, 因他是道成了了⾁肉⾝身, 然我們受試鍊鍊(試探)
則是。這遭逢讓我們看到, 在順服試煉之前的爭戰是實際且⼤大的, 然順服後得蒙的福份卻是⼤大
的, 因為認識主耶穌基督, 有了了⼦子, 就有了了⽗父。

古利利奈⼈人(Cyrene )⻄西⾨門
⾺馬可必然認識古利利奈⼈人⻄西⾨門這⼀一家⼈人, 故他寫福⾳音書時便便寫出他兩兩個兒⼦子(亞⼒力力⼭山⼤大和魯魯孚)的
名字來來。⾄至於關於⻄西⾨門的事, 請⼤大家上網瞭解之, 我所關注於這位⻄西⾨門弟兄, 不在於爾後他在教
會中立名的事, ⽽而在於我們如何因他背⼗十字架的事, ⽽而更更認識主, 更更認識⾃自⼰己, 認識我們內⼼心不
易易察覺的罪, 尤其是我們的情慾已然減損基督的主性。

替背⼗十字架者當是彼得, 但卻不是
若若論替代耶穌背負沈沈重的⼗十字架, 其中 好的⼈人選莫過於彼得, 因他曾對耶穌說「我就是必須
和你同死, 也總不能不認你。」(太26:35) 但當彼得被使女認出他與耶穌⼀一夥之際, 便便嚇得離開
當地(太26:69)。使徒常年年與基督同在, 卻在 後30餘⼩小時離開了了主, 古利利奈⼈人⻄西⾨門的出現填滿
了了使徒缺席的真空。

蒙恩的⼈人不都記名在聖經裏, 但⻄西⾨門卻是, 然我們發現⻄西⾨門的出現甚為突然, 且僅⼀一節之譜。倘
若若我們將這⼀一節挪去, 並不失上下⽂文的連貫性, 但⾺馬可與路路加卻蒙聖靈感動將之寫入; 既寫入, 
就表⽰示這是⼀一個必須, 且我們必須認識⻄西⾨門與耶穌遭逢之意。從審判地到各各他⼭山, 其間必發
⽣生許多事, 猶太⼈人那時必站立耶穌所經道路路的兩兩旁, 爭睹這位他們⼼心中的叛徒, 認為耶穌企圖摧
毀整個猶太⽂文化, 因耶穌否定了了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這些猶太⼈人拿起地上的碎⽯石丟向耶穌, 
或吐⼝口⽔水, 或其他⽅方式, 向耶穌發洩他們⼼心中的憤怒, 也不無可能, 但使徒卻沒有將這些事記上
⼀一⼆二, 僅記古利利奈⼈人⻄西⾨門的事。

⼈人蒙恩絕不是因他的計畫所致
古利利奈是在北非⼀一個古希臘城市, ⻄西⾨門住在其中與猶太⽂文化毫無關係, 他未讀過舊約聖經, 在⻄西
⾨門的⼈人⽣生計畫裏, 壓根兒從未思度如何尋找到耶穌, 他從未盤算要與基督有丁點的關係。希臘
思想⾜足以供應⻄西⾨門所需的知識來來應付⽇日常⽣生活, 也就是說, 基督完全不在他的思想裏⾯面。甚⾄至
我們可以說, ⻄西⾨門的思想裏完全不在意關於救贖, 上帝審判的事。

但, ⻄西⾨門現在卻與基督有關, 且與基督的⼗十架有關。當然, 我們不能以為⻄西⾨門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就與上帝的⼗十架救恩有關, ⻄西⾨門乃因背著耶穌⼗十架, 得以聽到他向婦女們說的話, 且親耳聽到⼗十
架七⾔言, 他明⽩白了了這些話與⼗十架救恩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 ⻄西⾨門因聽基督的道⽽而信, 這樣的⻄西⾨門
與基督⼗十架有關。⻄西⾨門在聽基督說話之際, 亦看著是怎樣的基督說話, 這讓他震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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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此學到: 
1. ⼈人蒙恩絕對不是出於⼈人的意念念, ⼼心願, 盼望, 計畫等, 完全是出於上帝的主權, 祂要憐憫誰就憐
憫誰, 要恩待誰就恩待誰(羅9:15)。

2. 誰聽得到道, 或聽不到道, 完全是出於上帝揀選的恩典。基督命令屬他的⼈人, 有耳可聽的就應
當聽。有道可聽⽽而聽必蒙福, 有道可聽卻不聽, 必招損。

3. 有⼗十架招牌的教會不都是基督教會, 她必須以基督⼗十架救恩信息來來呼召屬基督的百姓。
4. 道說話時, 唯將道聽進⼼心中的⼈人, 如⻄西⾨門等, 才得⼗十架救恩的福份。
5. 基督受鞭傷賜福第⼀一個對象居然是猶太⼈人 看不起的外邦⼈人與女⼦子, 基督徒⾒見見此則毫無驕傲
的空間。

6. ⻄西⾨門與基督⼗十架有關乃是解釋基督對耶路路撒冷女⼦子的教訓的引⼦子。

誰是主⾓角, 誰是配⾓角
我們常聽到「⽤用⽣生命影響⽣生命」這樣迷⼈人的話, 若若以這為講章主題, 古利利奈⼈人⻄西⾨門必是很好的
素材。傳道者必說, ⻄西⾨門這個⼈人起先不願背耶穌的⼗十架, 但背了了之後卻比⾨門徒更更蒙福, 得親眼看
到基督被釘⼗十架, 爾後⻄西⾨門⼀一家極⼒力力幫助保羅的傳道事⼯工(參參徒11:20; 羅16:13), 在教會歷史立
名。若若這位傳道者⼝口語表達清楚與措辭動⼈人的話, 可吸引⼈人起⾝身效尤, 甚⾄至奉獻作傳道。

若若我們論古利利奈⼈人⻄西⾨門只單單地為了了論他, 甚⾄至論他的事奉, 我們對其之論, 無論多感⼈人, 都已
經失焦了了。請問各位, ⼀一個有耶穌在其中的場景, 誰才是那場景的主⾓角? 耶穌當是主⾓角, 其他皆
是襯托出他是主⾓角的配⾓角。若若⽤用配⾓角的⽣生命去影響⽣生命, 這是沒有道理理的事。基督是主⾓角, 他
是⽣生命的本源, ⽣生命的本體, 約翰福⾳音1:4節清楚寫著「⽣生命在他(基督)裏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
光。」以基督這樣的⽣生命去影響的⽣生命, 才能永恆的價值。在基督以外的⽣生命都有變質的可能, 
今⽇日重包裝的社會與教會更更是可能。

如果有耶穌的場合, ⽽而不分清楚誰是主⾓角, 誰是配⾓角, 或將主配⾓角錯位, 必然產⽣生完全不同的結
論。這裏, 我們就看到施洗約翰屬靈的地⽅方, 當耶穌出現後, 施洗約翰便便說:「新郎的朋友站著, 
聽⾒見見新郎的聲⾳音就甚喜樂。...他必興旺, 我必衰微。」(約3:29-30) 施洗約翰守著他的位份, 基
督是主⾓角, 他是配⾓角。若若我們違反這原則, 還是以為可以榮耀蒙福的⽣生命來來影響另⼀一⼈人的⽣生命, 
使他也得著榮耀與蒙福的話, 古利利奈⼈人⻄西⾨門就是我們的警誡(⾒見見下週)。

有⼈人或許反駁這⾒見見解, 因為他們節取使徒保羅的話,「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林林前11:1) 任何⼈人也不能因此學說保羅這話, 除非他經歷過保羅所經歷的, 如江河的危險, 盜賊
的危險, 同族的危險, 外邦⼈人的危險, 城裡的危險, 曠野的危險, 海海中的危險, 假弟兄的危險等, 還
有其他(參參林林後11:23-27)。

第 �  ⾴頁 (共 �  ⾴頁)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