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15⽇ 

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4)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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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週回顧
受鞭傷的耶穌教導婦女們有關新耶路路撒冷聖城, 這是在⼗十誡與彼得⾒見見證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之後, 我們從這些事漸次發⽣生的時間軸得到, 我們⾸首先當建立獨⼀一上帝的信仰。因此, 我們當堅
守上帝是創造者, 我們是受造者; 上帝是啟⽰示者, 我們是受啟者者。我們的創造論與啟⽰示論不得
有任何瑕疵。

接下來來, 我們當建立的信仰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也就是上帝)的認信(太16:16), 因基督與⽗父原為
⼀一(約10:30)。這認信使我們相信基督是創造者, 在他本性中沒有受造成份, 也絕對相信基督說
的每⼀一句句話都必實現。基督徒堅守基督是創造者與啟⽰示者, 即可拒絕違反這真理理的講章與論
述。

最後, 我們當建立的信仰是基督是救贖者, 他是上帝的羔⽺羊, 他的⼯工作是背負世⼈人的罪孽(約
1:29)。為此, 基督必須 受鞭傷, 且死在⼗十字架上。(當然, 接下來來還有基督的死裏復活, 升天, 坐
在上帝寶座的右邊, 將來來必再來來, 審判活⼈人死⼈人。)基督徒必須先堅守這些信仰, 缺⼀一不可,  尤其
對基督是救贖者。彼得因缺乏這信仰, 因⽽而被基督斥為撒但。

基督以君王之姿說話
耶穌雖以鞭傷之⾝身, 以難入⼈人眼⽬目的軀體出現在婦女們⾯面前, 但他卻是以君王之姿向她們說話, 
因為基督是聖城新耶路路撒冷的王, ⽽而婦女們是耶路路撒冷的女⼦子。眾⾨門徒在耶穌傳道時稱耶穌為
主, 因耶穌在各個⽅方⾯面皆顯明他是主。他是醫治疾病的主, 是使死⼈人復活的主, 是使風雨平靜之
⼤大⾃自然的主, 是預⾒見見有驢為他⽤用之未來來的主, 是使五千⼈人吃飽的主。但是, 耶穌這⼀一回卻是在完
全沒有能⼒力力的情況下顯明他是主。信⼀一位⼤大有能⼒力力的主何等容易易, 但信⼀一位毫無能⼒力力的主才是
真正信主的⼈人。跟著⼀一位萬⼈人簇擁的主上⼭山下海海與有榮焉, 然跟⼀一位萬⼈人唾棄的主才是信仰。
前者是天性使然, 不需捨⼰己, 不需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後者卻需。

耶穌有鞭傷在⾝身, 若若他不說話, 婦女們必然按著她們的天性來來認識主, 她們絕不可能認這位鞭傷
的耶穌為救贖主。然, 當耶穌說話了了, 情況即刻改觀。這告訴我們, 基督徒要捨天性的⼰己來來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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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就必須藉著上帝的道(話)。基督說的話(道)是⽣生命, 天性的⼰己是⽣生命, 基督要我們捨後者以取
前者, 喪掉後者以得著前者, 他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 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喪
掉⽣生命的, 必得著⽣生命。」(太16:25) 

無道者雖活著, 卻無意義
因此, 無基督的道的婦女們還是會繼續存活, 但賴以存活的能⼒力力是天性的⼰己; 無基督的道的教會
還是會持續下去, 但持續的⼒力力量量是天性的⼰己; 無基督的道的基督徒還是會活得好好的, 但靠的是
天性的⼰己。無基督的道的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已然失去耶路路撒冷地位的意義; 無基督的道的教會
和基督徒已然失去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我上週說過, 今天再說⼀一遍, 我們對基督的認知決定我
們捨⼰己的過程是否得以完成, 當然也決定我們⼼心中安穩的程度。

鞭傷的基督堅固夫妻關係從幼到老
我們當信靠受鞭傷的基督, 許多⼈人聽了了這信息後, 總認為這是神學, 是講台或課堂的事, 與⾃自⾝身
⽣生活毫無關係。非也, 我舉箴⾔言論夫妻之道為例例。箴⾔言警誡為夫者不得離棄幼年年的配偶, 離棄
者就是忘了了上帝的盟約(箴2:17), 並說妻⼦子是丈夫的泉源, 故命令為夫者「要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喜悅你幼年年所娶的妻。」(箴5:18) 所羅⾨門王寫傳道書時繼續說著,「在你⼀一⽣生虛空的年年⽇日, 就
是上帝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年年⽇日, 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 因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勞
碌的事上所得的分。」(傳9:9) 

以上這些話是針對中年年夫妻, 且有所成的丈夫說的。這樣的男⼈人成熟穩重⼜又多⾦金金, 當是迷⼈人的; 
這樣的男⼈人(在今⽇日性開放的時代)受到的誘惑必多, ⾯面對作風積極, 年年輕貌美的女⼦子, 再看著滿
頭⽩白髮, 臉頰起皺的妻⼦子, 可能陷入誘惑⽽而不安於室, 蠢蠢欲動。我們不要天真地以為基督徒不
致落落入這等試探中, 當夫妻無話可說時, 或⼼心遠離教會時, ⼀一個⼩小⼩小試探臨臨⾝身, 很容易易招架不
住。然, 當基督徒深思明⽩白受鞭傷的主之後, 眼睛看⼈人就不會看現象, ⽽而是看本質, 因此看到這
難看軀體所隱藏的榮耀。這樣的基督徒看老伴必看她內裏深藏的⼈人⽣生智慧。

我曾⾒見見許多的姐妹拉著⾃自⼰己的丈夫, 不讓他繼續在神學上受造就, 但聽了了以上之⾔言的姐妹們, 認
知到⾃自⼰己需要知道基督⼗十架的道理理, 需要認識受鞭傷的耶穌, 保住了了⾃自⼰己的靈命, 也保住了了⾃自⼰己
的婚姻, 從幼年年到年年老時。

基督的主性: 要說的, 必說出
我們需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耶穌依然可以教訓婦女們, 且是在往各各他⼭山的道路路上, 這看似毫
不起眼的動作正顯明耶穌基督無時無刻不為主, 他所在之處必彰顯他的主性。那時的耶穌是⼀一
個已經被定罪的⼈人, 且是被判為重罪, 這樣的罪犯是沒有話語權的, 但耶穌卻可佇⾜足片刻, 嚴肅
的說出這段教訓。表⾯面上, 羅⾺馬兵丁看似主宰耶穌⾏行行進的步伐, 事實上, 卻是耶穌決定⾏行行走的速
度, 他甚⾄至可以決定這時停步下來來, 向婦女們說話。這告訴我們, 當道(基督)要說話時, 沒有⼈人可
以阻⽌止他, 道語必語, 道⾔言必⾔言。當(上帝的)道說話, 祂必處於主宰性的地位。

道說話, 世界才得以存在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惡者的⼿手下(約⼀一5:19), 這世界的王是這惡惡者撒但, 然當道要說話時, 世上則沒
有⼈人可以阻⽌止他不⾔言, 連世界的王也不能。道按祂的喜悅在有罪的世界中說話, 這作為告訴我
們, 道在, 世界才在, 世界才得繼續存在。就連撒但亦蒙福於道在世界中說話, 因為牠才有抵擋
的機會, 牠的存在才有意義。希伯來來書1:3b節說得清楚, 托住萬有的是道之權能的命令。請記
住, 使世界存在的是道,  ⽽而不是世界的王。

世界充滿罪惡惡, ⾄至今尚存乃因道之故, 這是教會崇⾼高地位所在, 是世界繼續得以運轉的因素。作
為牧師傳道的必須認識到這⼀一點, 他在傳道時才會顯出如耶穌般君王的態勢; 教會必須以(上帝
的)道為上, 為主, 使主耶穌基督和他的道居教會主宰性的地位。教會若若只炫耀他美麗的建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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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級的演奏家, 演唱家, 或CEO, 世⼈人(或基督徒)看到這教會是她外在的⼈人事物的美麗, 但
卻沒有道, 這教會已然否定基督的主性。

道說話, 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
耶穌在他受羞辱、最困難時, 依然向屬他的⼈人說話, 因此, 有耳可聽這道的⼈人就該珍惜這道, 耳
應當好好聽, 以明⽩白這話的意義。基督徒當注意這事, 要知道當我們有道可聽, 卻不回應道, 後
來來想要聽⾒見見, 想要看⾒見見, 已為時已晚, 已經來來不及了了。任何⼀一篇道是無法重複的。

關於聽道這件事, 猶太⼈人是我們⼀一⾯面鏡⼦子, ⽽而⾺馬太福⾳音第13章之撒種的比喻清楚指⽰示這事(亦參參
以賽亞書第6章)。猶太⼈人聽道甚久, 然當基督出現在他們中間時, 他們聽得的卻是比喻, 基督不
願叫他們知道。基督在以賽亞說第6章對先知以賽亞說的話, ⼜又再⼀一次說給⾨門徒聽, 你去告訴這
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見, 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見, 卻不曉得。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 耳朵發沉,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見見, 耳朵聽⾒見見, ⼼心裏明⽩白, 回轉過來來, 便便得醫治。』」(賽6:9-10; 太13:14-
15) 為什什麼會這樣? 因為猶太⼈人否定耶穌。這告訴我們, 上帝不施恩給某個⼈人或某個家庭, 乃是
先叫那個⼈人或那個家庭先否定講道者這個⼈人。⼼心中對講道者已經不喜歡了了, ⼜又怎能聽他所講的
道? 

繼撒種的比喻之後, 基督進⼀一步對那些聽⾒見見天國道理理卻不明⽩白的⼈人, 也就是, 聽了了卻不思想所聽
的⼈人, 指出其中嚴重的後果有, 惡惡者把所撒在他⼼心裏的道奪了了去; 為道遭了了患難, 或是受了了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了; 世上思慮和錢財迷惑把道擠住了了, 不能結實。這事實正發⽣生在我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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