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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與古利奈⼈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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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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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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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主引導(應許)中必有試煉
我需再次強調上週所題之主的引導, 或說主的應許, 其中必有上帝的道, 且道中必含主的試煉。
約伯說:「上帝知道我所⾏行行的路路, 祂試煉我之後, 我必如精⾦金金。」(伯23:10) 我舉亞伯拉罕與夏甲
為例例, 亞伯拉罕是蒙應許的, 故他經歷著上帝的引導(應許)與試煉。夏甲只經歷上帝的引導, 卻
不知引導中有試煉的事, 因亞伯拉罕獻以撒時, 她已經離開了了亞伯拉罕; 夏甲得不著上帝在基督
裏的應許。

今天, 我要進⼀一步地告訴各位, 上帝試煉的中⼼心重點在於認識主耶穌基督, ⽽而這試煉是基督徒皆
可經歷的, 不分階級地位, ⾝身家貧富, ⺠民族⽂文化。以賽亞書53:11節說,「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
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上帝這等試煉不是世界可為的, 且已超越世上立命
法則, 後者如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或如希臘蘇格拉底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經歷⼈人⽣生各樣事的傳道⼈人, 因合於孟⼦子或蘇格拉底的立命標準, 喜傳⾃自⼰己
的經歷甚於傳揚主, 故當留留意此事。我們當以這⾓角度來來理理解雅各書第⼀一章之試煉說, 以期在論
述中, 不偏離為基督做⾒見見證的主軸。

若若教會的作為沒有⾒見見證基督, 那麼該教會在主的引導與試煉上就失敗了了。近⽇日同性戀⼀一事, 無
論婚姻平權立法與否, 教會都是失敗的, 因為過往僅談上帝的愛, ⽽而不傳基督⼗十架彰顯的世⼈人的
罪, 現在再談罪, 為時已晚, 且再談愛時就⾃自打嘴巴。

請⼤大家切切地記住, 屬主之基督徒的記號是, 有上帝的道, ⽽而上帝的道含著試煉, 且試煉為要我
們真確的認識耶穌基督。古利利奈⼈人⻄西⾨門事件是試煉我們認識主與否的實例例。

古利利奈⼈人(Cyrene )⻄西⾨門
古利利奈⼈人⻄西⾨門在基督傳道期間完全是個局外⼈人, 眼未親⾒見見主, 耳未聽過主⾔言。這位⻄西⾨門安於⾃自
⼰己的⽣生活型態, 思想⽅方式, 理理想抱負, 他甚⾄至不在意耶穌⾏行行過的神蹟。然, 他卻蒙受上帝恩典, 得
與基督⼗十架救恩有關。聖經已經指明, 基督徒「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慾⽣生的, 也不是從⼈人
意⽣生的, 乃是從上帝⽣生的。」(約1:13) 需知, ⻄西⾨門蒙恩不在於他背負耶穌⼗十字架的動作, ⽽而在於
在這背負過程中, 他的耳聽到耶穌教訓婦女的話和⼗十架七⾔言, 並且他的眼看到耶穌怎樣掛在⼗十
字架上⽽而死。

是的, ⻄西⾨門是蒙福了了, 然我們若若專注在⻄西⾨門蒙福事, 那麼, 這節經⽂文的理理解與解釋就⽌止於此, 不能
再說什什麼。但, 這場合有耶穌親在, 若若我們在論說中不⾒見見耶穌, 則犯了了主配⾓角錯位之病, 因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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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的場合, 他絕對處主⾓角的地位; ⽣生命在基督裏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若若我們不彰顯基督
主⾓角的地位, 那麼, 我們便便在主的試煉中失敗了了。爾後我們將看到, 這失敗顯在基督⼗十架意義上
的偏離, 是難以承受的重(⾒見見下)。由於耶穌是主⾓角, 所以這節經⽂文還可繼續論述下去, 不僅看到
(⻄西⾨門)蒙福之果, 也明⽩白蒙福之因, 更更多地⽀支取基督⽣生命的福份。

為什什麼羅⾺馬兵丁要抓住⻄西⾨門勉勉強他做這事?
我們必須要問, 為什什麼羅⾺馬兵丁要抓住⻄西⾨門, 勉勉強他做這背負耶穌⼗十架事? ⼀一般解釋這裏的抓住
或勉勉強, ⼀一說是出於上帝憐恤耶穌, 所以特定安排⼀一個⼈人適時適地的出現在現場。然, ⼗十字架刑
罰帶來來的痛苦比背負這沈沈重⼗十架要來來得嚴重千倍萬倍, 上帝做這事豈豈不多此⼀一舉, 甚是矯情? 另
⼀一說則是認為出於羅⾺馬兵丁⼀一個隨意的舉動, 沒有其他特別的意思。然, 將「隨機」兩兩字放在
耶穌⾝身上實在匪夷所思, 因這想法即否定他是上帝的兒⼦子。

羅⾺馬兵丁做這事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他們不認為耶穌可以在預定的時間內, 將⼗十字架背到各各
他⼭山。羅⾺馬兵丁鞭打罪犯是他們的⼯工作常態, 故看多了了受鞭打之後的⾎血⾁肉⾝身體狀狀態。由於這⼀一
回鞭打耶穌甚是淒慘, 他們看到耶穌⾎血⾁肉模糊的情形是前所未⾒見見, 因⽽而認為這樣的耶穌不可能
走完⼗十架路路程, 故勉勉強⻄西⾨門背負耶穌當背的⼗十字架。

羅⾺馬兵丁為何鞭打耶穌下⼿手這麼重?
羅⾺馬兵丁鞭打罪犯是家常便便飯的事, 但為何這回下⼿手這麼重? 以⾊色列列⼈人在羅⾺馬帝國凱撒的統治
之下, 以⽣生命爭得在耶路路撒冷城內可以敬拜耶和華上帝的權利利, 這等特權必造成羅⾺馬與猶太雙
⽅方緊張的關係, 這可從羅⾺馬駐紮重兵於耶路路撒冷城以防⽣生亂得以證實。羅⾺馬與猶太雙⽅方雖相安
無事多年年, 但羅⾺馬帝國畢竟恨惡惡這不受其統治的以⾊色列列⺠民, 這⺠民族實在損及了了他們完全統治的
威風。現在, 羅⾺馬官兵有這麼⼀一個機會, 可以任意鞭打以⾊色列列舉國上下皆知曉的名⼈人, 他們當然
要好好把握, 將積累內⼼心已久的怒氣, 全都發洩在耶穌⾝身上。羅⾺馬兵丁每次的鞭笞皆⽤用盡⼒力力氣
抽打, 耶穌變成他們積怒的出氣筒。

雖然, 我們不知耶穌受鞭打時是否叫聲震天, 藉著⼤大喊的動作來來減輕⾝身體的疼痛感, 但我們合理理
地認為耶穌為要嚐盡罪的滋味, 他發出的⾳音量量應該不是太⼤大, 這樣的情況必令鞭打者氣憤不已, 
因⽽而更更下重⼿手。再者, ⼀一般⼈人受了了幾鞭必昏厥過去, 但耶穌卻不, 這也激怒鞭打者, 下⼿手也就越
來來越狠。活在今⽇日⺠民主時代的⼈人或許不太相信羅⾺馬兵丁的殘暴暴程度, 但看著我們中國的古代歷
史君王為了了統治之故, 對逆⼰己者可凌遲⾄至死, 以告誡其他懷異異⼼心之⼈人。對⾃自⼰己的⼦子⺠民尚且如此, 
更更何況對象是異異族之⼈人!

以上是⺠民族因素, 但還有⼀一個普遍因素, 就是耶穌這個名字的意義激發⼈人內⼼心對他的憤恨。「耶
穌」這名的意思是「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惡裏救出來來」(太1:21) , 即耶穌的名與罪惡惡有關, ⽽而罪是
世⼈人最不願別⼈人題的事。

問, 為何是古利利奈⼈人⻄西⾨門? 選古利利奈⼈人為要更更羞辱耶穌
我問, 為何羅⾺馬官兵勉勉強的是古利利奈⼈人⻄西⾨門? 我們既然否定這是羅⾺馬官兵隨機隨意的舉動, 就當
需想想他們背後的⼼心思。

羅⾺馬官兵對耶穌可能⼼心⽣生⼀一絲憐憫之⼼心嗎? 答案是否定的。我再強調⼀一遍, 羅⾺馬兵丁將他們對
猶太⼈人所有的恨全都宣洩在耶穌⾝身上, 這樣, 羅⾺馬兵丁特選古利利奈⼈人⻄西⾨門就不是偶然或隨意的
⼼心思, 他們選擇⻄西⾨門的原因乃因他是古利利奈⼈人。古利利奈⼈人是羅⾺馬⼈人看不起的⿊黑⼈人族群, 由他來來
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藉此顯出他們對耶穌的鄙視。

所以, 羅⾺馬百夫長勉勉強古利利奈⼈人⻄西⾨門同去不是出於他們對耶穌的憐憫, ⽽而是出於對耶穌的輕蔑
與侮侮辱, 將世上最劣等, 最不入流的事物加諸在耶穌⾝身上。我們這樣就可明⽩白為何百夫長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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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兵丁在耶穌死的當際, 看⾒見見地震並所經歷的事時, 就極其害怕, 並喊出「這真是上帝的兒⼦子了了! 
(這真是個義⼈人!)」(太27:54; 路路23:47) 百夫長原看耶穌為⾄至卑卑, 現看耶穌為⾄至⾼高, 這等天壤之別
的反差, 才顯出他這宣告所展的重⼤大意義。

主⾓角不同, 結論意義就完全不同
⾔言於此, ⼤大家就可知道以基督為主⾓角或以古利利奈⼈人⻄西⾨門為主⾓角, 來來論述基督與古利利奈⼈人⻄西⾨門的
遭逢, 即產⽣生完全不同, 兩兩極化的意義。以古利利奈⼈人⻄西⾨門為主⾓角, 那⼗十架是個榮耀的記號; 以基
督為主⾓角, 那⼗十架卻是個深度羞辱的記號。以古利利奈⼈人⻄西⾨門為主⾓角, 福⾳音是罪⼈人得著義, 但以基
督為主⾓角, 卻是義⼈人披戴罪。以古利利奈⼈人⻄西⾨門為主⾓角, ⽤用⻄西⾨門榮耀蒙福的⽣生命來來影響另⼀一⽣生命
來來跟隨主, 但以基督為主⾓角, 卻是以羞辱的基督⽣生命來來影響另⼀一⽣生命來來跟隨主。

請問, 那⼀一種主⾓角⽽而⽣生的意義是較吸引基督徒作傳道的呼召詞? 這就是主引導中的試煉, 曝露出
我們不願傳羞辱的基督的天然本性。這是我們的天性, 只願傳差他的主的榮耀⾯面, 絕⼝口不提他
那蒙羞辱的⼀一⾯面。是的, 誰不願意出於榮耀? 誰不願意差傳的⺟母堂是有名氣的? 那看守耶穌⼗十
架的百夫長, 他若若沒有看到耶穌⾄至羞⾄至辱的⼀一⾯面, 他⼜又怎能承認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耶穌需要古利利奈⼈人⻄西⾨門之助?
古利利奈⼈人⻄西⾨門事件尚有⼀一事需講述清楚。請問, 耶穌在遍體受鞭傷的情況下, 無⻄西⾨門之助是否
就無法完成⼗十字架道路路, 也就是, ⻄西⾨門助耶穌⼀一臂之⼒力力是個必須嗎? 這不是無稽之問, 因為相同
類型之問可在猶⼤大賣主⼀一事上, 有⼈人謂若若猶⼤大不賣主, 上帝的救贖⼤大⼯工就不可能實踐, 所以猶⼤大
有功於這⼯工。

這問成立的前提是, 耶穌的⼼心⼒力力與⾁肉⾝身已經耗盡, 沒有辦法再背著那麼重的⼗十字架, 所以⻄西⾨門的
背負是個必須。這是多數⼈人的看法,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註: 有意思的是, 採這樣態度的⼈人, 寫
到耶穌時以「祂」⽽而不是「他」來來代名。) 我們注意到, 耶穌在吵雜的街道上, ⼜又在婦女們嚎啕
痛哭的情況下, 他還可以說話使婦女們聽得清楚, 表⽰示耶穌的氣⼒力力尚充⾜足, ⾜足以應付背⼗十字架上
各各他⼭山。

基督嚐盡罪⼈人之罪
那, 為什什麼要有古利利奈⼈人⻄西⾨門(和猶太)? 因為上帝要藉此顯明基督的⾄至善⾄至義, 以及罪⼈人之惡惡。
我們的主嚐盡⼈人的罪所帶給他最深層的羞辱, 從⾝身邊的猶⼤大開始, 到⾨門徒(為了了⾃自保)離他遠去, 
到尊貴者(如祭司長和彼拉多等)出⾔言羞辱他, 到低階的羅⾺馬兵丁⽤用⾏行行動來來羞辱他, 最後在各各他
⼭山上受到全世界對他的羞辱。這⼀一切皆讓我們看到罪的實在, 與罪⼈人顯出的可怕與可惡惡, 明明
地釘死使他們存在的上帝, 這位他們⽣生命的本源。

基督徒將⾃自⼰己不要的送進教會等如羅⾺馬兵丁
上帝的義者耶穌基督受罪⼈人的羞辱, 並未因已經被釘了了, 已經得著榮耀⽽而⽌止息, 各時代的教會還
是不斷上演這羞辱。我們從參參與古利利奈⼈人⻄西⾨門事件的羅⾺馬兵丁中看到, 他們將⼼心中認為最低下
的給耶穌, 那現在的基督徒呢? ⼈人對另⼀一⼈人的舉動反應出他內⼼心的實像, 基督徒對於教會的舉動
也反應出他內⼼心如何看待教會。有些基督徒習慣將家中不要的東⻄西送給教會。我曾⾒見見基督徒將
淘汰的舊冰箱, 陳年年⽔水壺, 麥當勞的玩具贈品等送入教會, 甚⾄至因不贊同兒主⼩小朋友吃點⼼心, 將
家中快壞的食物帶來來給幼兒吃, 或隨便便處理理點⼼心。我還⾒見見基督徒不在意教會物品的好壞。這些
基督徒正顯出與羅⾺馬兵丁沒有不同, 皆不看重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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