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8⽇ 

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3) - 屬天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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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是啟⽰示者
基督稱婦女們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這是⼀一句句啟⽰示性的話語, 啟⽰示婦女們具何等榮耀的⾝身份
地位; 婦女們號咷痛哭乃因她們無知於⾃自⼰己是屬聖城新耶路路撒冷⼦子⺠民, 基督因此啟⽰示她們。上
帝的啟⽰示乃使祂的百姓脫離無知, ⽽而進入知真理理的狀狀態。聖城新耶路路撒冷顯於未來來, 唯上帝知
道這城因⽽而將之指明出來來, 基督對婦女們這麼簡單的⼀一句句稱呼正顯明他就是上帝。

基督是啟⽰示者, 受啟者必須承認並認知基督啟⽰示的地位, 信他是上帝, 這樣, 基督所啟⽰示的內容
才與他有關並有效。這等與主基督上下君⾂臣的相對是基督徒蒙福的要訣, 是明⽩白聖經啟⽰示的關
鍵。請⼤大家注意, 我不是介紹⼀一個⼈人物供各位參參考, 建議各位以耶穌為蒙福的管道, ⽽而是要⼤大家
必須百分百, 以絕對的⼼心來來⾯面對基督。若若有⼈人以為與基督的相對不是那麼絕對的必要, 以為可
藉「上帝」名, 或藉「聖靈」名, 以取得屬靈的福份和天上的恩典, 這⼈人正在⾃自殺, ⾏行行在毀⼰己的
道路路上。基督說:「不與我相合的, 就是敵我的, 不同我收聚的, 就是分散的。」(太12:30) 不與
基督相合的, 就是敵他的, 也就是恨他的, 基督親⼝口說,「恨我的, 也恨我的⽗父。」(約15:23)

不敢⾔言上帝的名
世⼈人對聖經無感, 認為那是基督教的經典, 但對上帝卻還是敬畏三分, 不敢太過放肆。然, 近⽇日
鬧得沸沸揚揚的同性戀立法, 基督徒雖表明立場⽽而直⾔言同性戀是罪, 卻難得聽到教會界直接⾼高
舉上帝的名⽽而說,「上帝說, 同性戀是罪。」基督徒明⽩白所多瑪與蛾摩拉被毀滅的歷史事實, 也
清楚保羅之⾔言,「男和男⾏行行可羞恥的事」(羅1:27), 但卻未能掌握這些事皆以上帝為前提之教
訓。這都因為今⽇日教會與基督徒已多數不認主耶穌基督是啟⽰示者, 已不尊重基督是上帝與我們
之間唯⼀一的中保。教會平常不尊基督為主, 也就看不⾒見見上帝的作為, 不知上帝藉著這同性戀⼀一
事要教會反省過去所為。教會論同性戀為罪不是件困難的事, 然這等論罪, 世⼈人亦可為。教會
當做的事是回歸主耶穌基督對罪的定義, 基督說:「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約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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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屬天的定位
知基督是誰
基督稱為他號咷痛哭的婦女們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這是定於天的定位, 是榮耀的歸根, 是屬
聖城新耶路路撒冷國⺠民的安慰。屬主的⼈人知⾃自⼰己的定位是很重要的事, 許多紛爭的起因乃不清楚
⾃自⼰己的定位。由於新耶路路撒冷聖城的君王是上帝的羔⽺羊, 死裏復活的耶穌基督, 因此婦女們經
由君王基督賜予的定位之後, 她們認識到這幾年年來來追隨的耶穌不是⼀一位偉⼤大的夫⼦子, ⽽而是她們
的救贖主。偉⼤大的夫⼦子可不斷出現在歷史中, 但救贖主只有⼀一位。

知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何
婦女們藉著基督對她們的定位⽽而認識清楚基督是誰, 之後, 再進⼀一步認識彼此關係的實質意義。
當婦女們知道彼此皆屬聖城新耶路路撒冷, 將來來必永永遠遠居住該城時, 必認識到彼此的關係是
永恆的。我需不斷地強調, 屬耶路路撒冷的女⼦子彼此之間的結合乃藉著基督的道, 在教會中無道
的結合是沒有意義的。

基督的道必使有道者彼此結合
基督向這群婦女們說話時, 並沒有指名道姓, 顯然這些婦女們的⾝身份是多樣的, 其中必有年年長的, 
因為耶穌曾指著⾨門徒說,「看哪! 我的⺟母親, ...」(太12:47), 也可能有被使徒稱為罪⼈人, 但以香膏
擦拭耶穌的腳的那女⼦子(路路7:37-38), 也可能有⾺馬利利亞們(路路8:2;10:38), 也可能有非猶太籍的尊貴
的婦女如約亞拿, 蘇撒拿等(路路8:3),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不分族群, 階級, 尊卑卑, 地位的群體。這
些來來⾃自各⽅方的婦女們能聚集⼀一處的唯⼀一交集點就是基督(和他的道), 因此, 這些婦女個個需要有
基督的道⽅方能永遠結合, 那⼀一天這道沒了了, 那⼀一天⼤大家就散了了。

有道必可彼此結合, 有道⽽而無法彼此結合時, 即表⽰示其中有⼀一⽅方沒有這道。倘若若在地上時, 無法
藉著基督的道⽽而彼此結合, 在天上也不能, 因為⽣生命是連續的。有道的教會才會被提, 有道的基
督徒才會在被提的教會裏, 誠如詩篇上⾏行行之詩所描述的景象。請問各位, 若若教會被提, 你願意牽
誰的⼿手? 誰⼜又願意被你牽他的⼿手? 請注意, 上帝的愛是完全的, 但卻是有前提和揀選的。

基督徒必須起⽽而思基督的道
這群婦女們知道她們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還不夠, 她們必須起⽽而思這稱謂的意義, 才可得這定位。
要知道, 耶穌說的每⼀一句句話必刺刺激我們的思想, 聽⽽而不思者必然不知如何接受正道, 也不知如何
拒絕⿁鬼魔的道理理。當接受⽽而不接受, 那⼈人不可能將所聽的信息成為他的信仰; 當拒絕⽽而不拒絕, 
所聽的必戕害屬靈⽣生命。

啟⽰示錄22:17節說:「聖靈和新婦都說,『來來!』聽⾒見見的⼈人也該說,『來來!』⼝口渴的⼈人也當來來。願意
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聖靈要聽⾒見見(上帝的道)的⼈人, 來來; 新婦亦⾒見見證說, 來來的⼈人才得
著, 這便便清楚地告訴我們, 我們要得主的恩典, 成為新耶路路撒冷聖城的⼀一員, 就必須來來到基督⾯面
前。我們若若輕忽這麼清楚的指⽰示, 卻還是原地不動, 甚或後退, 必像亞哈斯王, 無法親眼看⾒見見上
帝賜下的兆頭。

起⽽而思者必超然於世界
起⽽而思者對於⾃自⼰己榮耀的定位有著與世界全然不同的認知。我們常說機會是屬於準備好的⼈人, 
或說某歷史⼈人物的成功是歷史的偶然, 也是歷史的必然。這些話均含有機率的成分, 偶然雖已
然, 但畢竟含有不確定因素。請問, 婦女們為耶路路撒冷的女⼦子亦是這些評語下的結果嗎? 我們可
以說, 我們偶然遇⾒見見上帝, 或說上帝偶然遇⾒見見我們嗎?

我們原來來的⼰己存在這樣的觀念念, 但⼀一旦認識到⾃自⼰己是屬聖城新耶路路撒冷後, 便便會否定原有這觀
念念, 因為我們必然認識到, 在上帝裏⾯面沒有偶然, 上帝不可能是偶然的上帝。然, 這樣捨⼰己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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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得以完成取決於我們對基督的認識, ⽽而對基督的認識決定我們到底有多相信⾃自⼰己屬於聖城, 
當然也決定我們⼼心中安穩的程度。

基督說的話若若有偶然因⼦子, 含有不確定成份, 或有相對的含義, 那麼基督指明的事就不盡然是必
定成就。如果我們這樣認定基督, 也就是, 認為基督本性中有被造成份, 那麼, 我們就不能百分
百地肯定婦女們過完⼀一⽣生還是屬聖城之新耶路路撒冷的女⼦子。我們若若不確定婦女們真是耶路路撒冷
的女⼦子, 那我們⼜又怎能確定我們是屬基督的? 因此, 當婦女們起⽽而思⾃自⼰己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時, 
必然相信這是出於上帝的預定, ⽽而不是與基督偶然相遇的結果。我們得屬聖城也是出於上帝的
預定, ⽽而不是我們的誠⼼心或善⾏行行。請注意, 我們若若不捨⼰己, 所思必妥協於基督的絕對, 對基督的
認知必違背聖經⾒見見證的基督。

基督徒⽣生命成長的路路徑
婦女們⾒見見證受鞭傷的耶穌, 遂領受新耶路路撒冷聖城的教訓, 這使我想到彼得, 甚⾄至舊約的⼗十誡。
舊約⼗十誡⾄至使徒彼得, 再到這群婦女們, 這⼀一路路下來來描繪出基督徒⽣生命發展的路路徑, 尤其是我們
非猶太籍的外邦⼈人。⾸首先, 我們當建立的是獨⼀一上帝的信仰,「除了了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上
帝」(出20:3); 再來來, 因基督與⽗父原為⼀一(約10:30), 故接下來來當建立的是對基督的認信, 正如彼得
所⾔言,「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太16:16); 最後的⾥里里程碑碑則是如這群婦女們, ⾒見見證受鞭
傷的耶穌⽽而認定他是「上帝的羔⽺羊, 除去(或作: 背負)世⼈人罪孽的。」(約1:29) 

⼀一個基督徒知耶穌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而進入教會, 他還必須認識受鞭傷的耶穌, 沒有了了後
者, 那樣的基督徒必發展成撒但的僕役, 正如耶穌斥責彼得, 因他的基督論中沒有⼗十字架。教會
偏重的多是彼得的⾒見見證, 少⾒見見婦女們的⾒見見證; 講章多是宣講彼得的⾒見見證, ⾄至於婦女們於此對耶穌
的⾒見見證, 幾乎沒有。基督徒聚會亦然, ⼤大家或可歡喜快樂地暢談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但⼀一旦有⼈人
⾔言及這位基督受鞭傷時, 喜樂氣氛立時凝結, 有⼈人開始坐立難安, ⼤大多不知如何接話⽽而呆坐在原
位。是的, 我們很⾃自動地篩選了了上帝的道, 好符合我們的胃⼝口, 滿⾜足我們今⽣生的驕傲。

簡易易的「信耶穌, 得永⽣生」標語害死⼈人
當初那位提出「信耶穌, 得永⽣生」標語的基督徒, 他萬萬沒有想到這簡易易標語造成多⼤大的後遺
症。許多因這標語⽽而天真地以為進了了教會就萬事亨通, 可以⾼高枕無憂地準備上天堂了了, ⾄至於是
否認識主耶穌基督, 尤其是他受鞭傷並死在⼗十字架上, 變得不那麼重要。⼩小試⼀一下信主多年年的
基督徒(包括牧師傳道), 請其⾒見見證⼗十字架上的基督, 其語詞貧乏程度令⼈人驚愕。

祭司基督徒
更更⿇麻煩的是, 基督徒對⾃自⼰己⾒見見證基督⼗十架的貧乏還不以為意。無知於⾃自⼰己的無知, 這是件可悲
的事, 也是件危險的事。使徒彼得定義基督徒的⾝身份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
潔的國度, 是屬上帝的⼦子⺠民」, ⽽而上帝交付祭司的任務則是,「祭司的嘴裏當存知識, ⼈人也當由他
⼝口中尋求律律法, 因為他是萬軍之主的使者。」(瑪2:7) 故基督徒理理當⾃自我期許,「宣揚那召你們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 就要常作
準備, 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2:9; 3:15)

啟⽰示錄的羔⽺羊
啟⽰示錄題「羔⽺羊」之名計32次之多, 因這羔⽺羊乃與坐在寶座上的上帝同名(參參啟5:13c; 7:9,10), 
故基督徒認識基督的死就是個必須。我們不要天真地認為這位羔⽺羊總是笑臉迎接我們, 啟⽰示錄
6:16節⾔言及「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 並說「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了, 誰能站得住呢?」
請注意啟⽰示錄的脈絡, 前三章寫教會的事, 並以「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作為結束。教會經過篩選之後, 才可進入到在第21章的新天新地與聖城新耶路路撒冷。第22章則
基於前所述⽽而寫出對各世代的教會的警語, 請⼤大家讀啟⽰示錄22:10-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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