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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2) - 屬天關係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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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與古利利奈⼈人⻄西⾨門
上個⽉月的「基督與古利利奈⼈人⻄西⾨門」主題說明幾項意義: 那⽇日是耶穌蒙羞辱⾄至極的⼀一天, 居上位
者的政治與宗教領袖以⾔言語羞辱耶穌, 居下位者的羅⾺馬兵丁則以⾏行行動來來羞辱耶穌。羅⾺馬兵丁勉勉
強古利利奈⼈人⻄西⾨門背負基督的⼗十字架, 此⾏行行動不是出於他們憐憫的⼼心腸, ⽽而是出於對耶穌藐視的
舉動。猶太祭司長, 羅⾺馬巡撫, 以及羅⾺馬兵丁代表了了整個⼈人類(猶太⼈人與外邦⼈人)對耶穌基督發出
的憎恨與羞辱。請⼤大家注意, 我們曾與他們同個樣。

婦女們和羅⾺馬兵丁同在現場, 這讓我們看到, ⼈人對待基督不是⾄至愛他, 就是⾄至辱他。兩兩者之別在
於與基督的互動, 愛基督者得基督的話, 辱基督者蒙基督的忍受, 卻不得基督的話。知此, 基督
徒與教會在愛基督與辱基督之間當⾃自我省察, 是否聽得知得基督的話; 有者蒙基督的愛, 也是愛
基督的, 無者則未得基督的愛, 也不是愛基督的。

古利利奈⼈人⻄西⾨門的出現亦彰顯了了上帝⾄至上的權能。羅⾺馬兵丁對耶穌的⼼心是邪惡惡的, 暴暴⼒力力的, 無恥
的, 但上帝卻藉他們的惡惡轉化成就了了對這位⻄西⾨門的恩典, 使這位原與耶穌毫無關係的⼈人得著祂
的救恩。這事件即讓我們看到, 世上⼀一切皆在上帝的運籌之中, 上帝要憐憫誰, 那⼈人必得著祂的
憐憫, 凡上帝所預定的皆得著祂在基督裏的救贖恩典, ⼀一個也不失落落。上帝這等奇妙的作為已
然超越了了⼈人的籌劃, 譏笑教會的⾃自以為是, 以為塑造可信主的環境, 營造⼀一個愛的氛圍, ⼈人必信
主, 或佯裝屬靈, ⼈人就必歸入教會。古利利奈⼈人⻄西⾨門事件告訴教會唯⼀一當做的事, 就是將受鞭傷的
耶穌基督傳揚於⼈人前。

聽基督
上帝對我們下達的命令是「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基督)。」故, 我們當以聽
基督來來建立信仰。基督對我們下達的命令則是, 要進天國的就必須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我們聽基督的根本原因在於他是義的本體, 良善的本體, ⽽而不是在於他是相對於惡惡的善, 後者之
論已將相對質素注入基督本性之中, 是絕對錯誤的事。然⽽而, 我們卻常犯後者的錯誤, 這群為基
督群嚎啕痛哭的婦女就是這錯誤最好的實例例。因此, 當我們講到基督的命令與上帝的命令時, 
就必須引⾄至基督與耶路路撒冷的女⼦子這段遭逢, 以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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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站在路路旁的耶路路撒冷女⼦子, 以她們的社會經驗看著受鞭傷的耶穌怎能信他呢? 但是, 當她們
聽到耶穌的教訓之後, 情況則完全改觀; 基督的話(道)使她們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基督耶穌傳道的核⼼心教訓⾃自始⾄至終只有⼀一個, 從未偏移或改變, 其主軸就是他的⼗十字架。⼀一開
始, 基督⾃自施洗約翰⾒見見證為上帝的羔⽺羊, 爾後指⽰示⾨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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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最後晚餐時立約的⾎血, 末了了在⼗十字架上啟⽰示「成
了了」, 這⼀一路路下來來皆與⼗十架有關, 基督這時對婦女們的教導當然也在這⼗十架主軸上。

請問各位, 基督為什什麼⼀一直要強調他的⼗十架? 因為⼀一則, 這是上帝為他定的旨意; 另⼀一則, 基督
⼗十架是令⼈人討厭的地⽅方, 當時猶太⼈人討厭之, 今⽇日基督徒亦討厭之, 故屬主的⼈人需要不斷地被提
醒與教導, 不得忽視或忘記這真理理。

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基督稱這群嚎啕痛哭的婦女為「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定位, 也是⼀一個榮耀
無比的定位。這些婦女聽到耶穌如此稱呼她們, 有⼼心者必將這話藏在⼼心裏⽽而思, 耶穌為什什麼這
樣稱呼她們? 有⼼心的基督徒也會好好地想⼀一想, 基督對這定位帶給婦女們直接的影響為何? 若若
我們不清楚這定位的意義, 逕⾃自論述爾後基督之⾔言, 那麼對我們⽽而⾔言, 基督與耶路路撒冷的女⼦子的
遭逢不過是另⼀一個⼩小說故事, 是耶穌⽣生平的另⼀一片客觀知識。

在此需再次提醒(翻開聖經的)講道者, 他必須負責任地將基督說的話與會眾產⽣生關係, 他沒有權
⼒力力將經⽂文(即上帝的話)懸於半空中。須知, 基督以怎樣的⽅方式對待婦女們, 使她們歸向他, 聖靈
上帝也必以那樣的⽅方法與態度對待我們, 好使我們歸向基督。基督這⼀一簡單直接對婦女們的⾒見見
稱, 啟發我們多層次思維, 對她們, 對教會, 對我們, 均掀起無盡的漣漪, 激起莫⼤大的震撼。

婦女必須起⽽而思
請問, 這群婦女們皆設籍居住在耶路路撒冷嗎? 有的是, 有的不是(參參路路8:1-2), 有的婦女還特別指
名從加利利利利來來的(路路23:49)。既然婦女們不都是設籍於耶路路撒冷, 那耶穌為什什麼稱她們為耶路路撒
冷的女⼦子? 舊約之列列祖與君王壽數滿⾜足時, 便便歸到他們列列祖那裏, 被⼈人埋葬(參參創15:15); 猶太⼈人
的墓碑碑上皆刻印死者的名與家譜, 以為表⽰示這⼈人是有根的。可⾒見見, 歸根是根深蒂固於⼈人⼼心中。
因此, 當婦女們聽到耶穌這樣稱她們時, 那設籍在耶路路撒冷的婦女當思想, 為何耶穌稱那些不設
籍在耶路路撒冷的婦女為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那不設籍在耶路路撒冷的婦女當思想, 為何耶穌稱她們
為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婦女們聽這稱呼, ⼼心中感到驕傲嗎?
再問, 這些婦女們聽到耶穌稱她們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內⼼心感到驕傲嗎? 在這⼀一天之前, 是, 但
這⼀一天, 絕對不是。猶太祭司長與巡撫彼拉多兩兩⼈人在耶路路撒冷審判耶穌, 並定罪之, 這⾃自詡是敬
拜上帝的⺠民族居然在聖城裏與他們憎惡惡的地⽅方勢⼒力力同流合污, 做出⼀一件極不公義的事, 找不出
耶穌的罪來來, 卻羅致罪名在他⾝身上。耶路路撒冷因他們對義者耶穌進⾏行行不義的審判因⽽而有了了污名, 
成為⼀一個不公義的邪惡惡城市。但是現在, 耶穌卻稱她們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難道耶穌要她們不
要失去對這座城市的盼望, 依然要忠於祭司長, 耐⼼心等候上帝更更⼤大的作為來來撥亂反正? 還是, 耶
穌這樣的稱呼另有他意? 這是婦女們必須好好思想的事。

耶路路撒冷在那裏?
當婦女們⼀一起思想這事時, 必詫異異著不同籍的她們居然在耶穌的⼝口中是同籍同根的, 是同屬耶
路路撒冷籍的。接下來來必問, 這耶路路撒冷到底在那裏? 婦女們所熟悉的耶路路撒冷絕不可能耶穌⼝口
中的耶路路撒冷, ⽽而世上不可能再有第⼆二座耶路路撒冷城, 因為婦女們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世上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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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上帝的⺠民族。在地上既不存在這耶路路撒冷城, 那麼耶穌⼝口中的耶路路撒冷必存在天上, 啟⽰示
錄21:2節即說那是「聖城新耶路路撒冷」。

婦女們之間關係上的改變
基督⼀一句句簡單的「耶路路撒冷的女⼦子」帶給我們的啟發是何等地⼤大! 這話未說之前與已說之後, 
婦女們之間的關係是不⼀一樣的。於前, 她們因共同追隨⼀一個偉⼤大的猶太夫⼦子⽽而聚集⼀一起, 於後, 
她們卻因著上帝的義僕, 同在永恆中有份, 共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而在⼀一起。於前, 她們為基督⾼高
尚的道德所吸引, 為他的教訓與作為(如醫病趕⿁鬼)⽽而動容; 於後, 她們認定基督是救贖主, 可將她
們帶入永恆。這就是基督話語的功效, 穩固屬他之⼈人彼此之間的關係。

這群原屬不同本籍的婦女們因耶穌的傳道⽽而聚在⼀一起, 現在, 耶穌即將死去, 今天過後, 她們必
各⾃自回到本籍本地, 過著各⾃自的⼈人⽣生, 那彼此因耶穌⽽而有的短暫關係也將逝去。但當她們因耶
穌的啟⽰示⽽而知彼此同屬聖城新耶路路撒冷時, 情況就不同了了。婦女們看著眼前的耶穌, 知道他必
死無疑, 但他的死不可能是個結局, 否則天上的耶路路撒冷這事就沒有意義。既然死不是結局, 復
活就是個必然, 這些婦女們得以在復活的主裏⾯面, 繼續維持這三年年來來所建立的關係。

婦女們因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其中關係的本質即與世⼈人不同。世⼈人因理理念念相同⽽而結合, 當理理念念
不同了了, 就各分東⻄西, 但婦女們彼此關係卻是常存的, 這常存乃因有實質之聖城耶路路撒冷的存
在。然, 聖城若若僅僅是座城的話, 有限的物質不能構成有靈性之婦女們相交的條件。再者, 物質
性的城冠上了了聖字, 即表⽰示聖城不僅實質上是座城, 且這城必有城主, 必有君王。這城之所以為
聖乃因這王是聖的, ⽽而這王就是上帝的羔⽺羊, 主耶穌基督。所以, 婦女們被基督稱為是耶路路撒冷
的女⼦子, 她們即同屬這位聖城的王。婦女們雖眼⾒見見這王會死, 但他必死裏復活, 做這有形有體之
聖城的王。

聖城新耶路路撒冷
約翰說他看⾒見見「聖城新耶路路撒冷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啟21:2), 故這城是永遠的; 基督因死裏
復活, 他的王權也是永遠的。因此, 屬耶路路撒冷籍的⼈人是永活的, 這等安穩信仰是確確實實的, 
是世界無法提供的。請注意, 這是⼀一座實實在在的城, 不是寓⾔言。既是城, 必有建城的材料, ⽽而
這些材料絕非取⾃自地上, 因為萬物因亞當之故, 都服在虛空之下(羅8:20), 這些材料必是上帝在
天上的新造, 是輝煌的, 奪⽬目的, 榮耀的。

基督對⾨門徒說:「我去原是為你們豫備地⽅方去。」(約14:2b) 所以, 主耶穌基督親⾃自建造新耶路路
撒冷聖城; 基督也曾在上帝創造天地時, 為上帝的⼯工師(箴8:30)。上帝創造天地為⼈人預備住的地
⽅方, 羔⽺羊基督創造聖城新耶路路撒冷爲屬他的基督徒預備住處。前者是普世性, ⼈人⼈人有份; 後者是
揀選性, 僅給⽗父所賜給基督的⼈人。新造之新耶路路撒冷聖城為基督所造, 他裏⾯面就不可能有被造
因⼦子, 那些堅持耶穌基督的⼈人性是被造的神學家和牧師傳道, 應當好好地再思考他們的立場。

⼀一些省思
基督簡單的「耶路路撒冷的女⼦子」即告訴我們, 基督的道在教會中是何等重要。教會⼀一週最重要
的事是主⽇日崇拜, ⽽而崇拜中最重要的部份是講道, 這是牧師傳道不可推諉的責任, 不可以無道可
講為藉⼝口來來規避此當負的責任。然, 講道信息必須提及天上的事, 正如這句句「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所啟發的信息。若若牧師傳道在六天的準備時間無法成就⼀一篇道, 盡講些地上的事, 他則虧負⾃自
⼰己榮耀的地位與⾝身份。

今天是2017年年的第⼀一個主⽇日, 我們可以看看所有教會過去⼀一年年的主⽇日信息, 傳講基督的有多少? 
傳講基督⼗十架的⼜又有多少? 若若不傳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的教會, 還盼望得著聖城的王的允許, 欲進
新耶路路撒冷, 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些教會不得基督之「進來來享受你主⼈人的快樂」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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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我從來來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惡的⼈人, 離開我去罷」的判語。基督徒終⾝身主⽇日崇拜, 卻
進不得聖城新耶路路撒冷, 情可以堪! 我們當思念念天上住處甚於地上所居, 得後者⽽而失前者之⼈人是
為不智。

道有與道無的差別
道無, 基督徒彼此之間的關係彷如社會團體; 道有, 基督徒彼此之間的關係因道⽽而有, 是屬天
的。若若有道, 卻沒有關係, 那表⽰示其中⼀一⽅方沒有得著這道, 這⼈人是無道的基督徒。這樣, 凡聽基
督者, 就是聽進基督的道的⼈人, 彼此之間必有關係。那⼈人必想想⾃自⼰己, 再想想在旁的基督徒。這
樣看來來, ⾃自私是基督徒的⼤大敵, 不是聖城新耶路路撒冷居⺠民當有的性情。

⽂文化⾰革命
我們從基督這句句「耶路路撒冷的女⼦子」⼜又看到⼀一個事實, 就是基督看女⼦子不是看她們是「女」⼦子, 
⽽而是看她們是屬他的百姓。對婦女們⽽而⾔言, 這是⼀一場⽂文化⾰革命, 她們居然可以直接聽得上帝的
道。

基督⼀一視同仁
基督如此深刻地教導女⼦子已指⽰示我們, 傳道者眼中不可分別會眾, 當⼀一視同仁地使每⼀一位都聽
得基督真理理。當然, 屬天國的基督徒個個都當領受基督教訓, 不分階級。基督這樣對待⼈人的⽅方
式已然超越我們的⽂文化。孔⼦子願有教無類, 但也知⼈人有智愚優劣, 故⾔言「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 
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 可與立, 未可與權。」眾⼈人皆可學, 但不是⼈人⼈人都知道所學; 然這些知道所
學的⼈人, 卻不⾒見見得以所學得立其命; 即便便這些既知道所, 且也藉之立命, 但未必能游刃有餘⽽而變
通。我們有些傳道⼈人受此⽂文化影響, 便便⾃自⾏行行篩低講道內容與深度。我曾⾒見見⼀一傳道⼈人問教導羅⾺馬
書5-8章的某神學院院長, 懷疑這幾章的知識於村夫漁婦是無⽤用的, 因為他們聽不進這幾章與他
的⼈人⽣生有河意義。然, 基督教導女⼦子所立下的典範即否定這傳道⼈人之謂。

今⽇日年年輕⼈人不再尊師重道, 授業之師受辱後的教學熱誠必減, 傳道⼈人⾒見見狀狀是不是可以洩氣, ⽽而棄
守傾囊相授的初衷? 基督教導女⼦子所立下的典範亦⿎鼓勵傳道⼈人繼續盡傳道之責。

婦女們必須繼續思想
婦女們聽到她們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之後, 還繼續聽得基督其他的教訓, 這告訴我們, 婦女們
雖知其定位, 卻還不知這定位的意義。須知,  這群婦女們雖跟隨耶穌, 但卻不如⾨門徒跟在耶穌⾝身
旁, ⽽而從⾺馬⼤大和⾺馬利利亞事件中, 耶穌稱讚⾺馬利利亞之聽道之舉, 可⾒見見絕⼤大部份婦女們多費時準備廚
房事。若若跟隨耶穌⾝身旁的⾨門徒尚且需要不斷被教導, 以不偏離基督⼗十架道路路, 更更何況是這群婦
女們? 是故, 基督繼續啟發這些知根歸根的婦女們, 思想著為何他這位聖城的王的死是個必須?  
這是⾝身為耶路路撒冷榮耀的女⼦子必須做的事, 以符合這榮耀的稱呼。

親愛的弟兄姐妹, 基督要求屬他的耶路路撒冷的女⼦子如此, 豈豈不也以同樣的標準要求屬他的基督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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