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12⽇ 

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7) - 為⾃⼰哭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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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論基督的兩兩種⽇日⼦子
上帝看亞當被造後甚好, ⼈人過的那⽇日⼦子是榮耀的, 尊貴的, 榮美的。但⾃自亞當犯罪後, 罪進入世
界, 全世界都卧在那惡惡者⼿手下(約⼀一5:19), 上帝看⼈人過的⽇日⼦子是邪惡惡的, 失了了榮耀, 沒了了榮美。當
基督道成了了⾁肉⾝身, 上帝看基督過的⽇日⼦子是無罪的, 直到他受難的那⽇日。世⼈人僅有⼀一種⽇日⼦子, 就是
罪⽇日, 但基督卻存在兩兩種⽇日⼦子, ⼀一是無罪的, 另⼀一是有罪的。

基督那不榮美之有罪⽇日雖僅⼀一天之短, 但卻是其他榮耀⽇日的⽀支撐, 拖住其他榮耀⽇日。基督徒必
須知基督的榮耀, 更更須知不榮美時的基督; 前者⾒見見證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後者則⾒見見證基督是上帝
的義僕。我們單單認識基督是上帝的兒⼦子還不⾜足以成就救恩, 我們唯有在認識基督是上帝的兒
⼦子的前提下, 認識基督是上帝的義僕, 我們才有救恩, 因為上帝的兒⼦子是不死的, 上帝的義僕卻
是可以死的。

兩兩個法碼的⽣生命
基督徒不喜傳不榮美的基督是不應該的, 是兩兩個法碼的⽣生命。我曾在網路路看到⼀一個相簿, 排列列
出這家每個⼈人每年年的樣⼦子, 只⾒見見孩⼦子從可愛學步期到少年年俊美貌, 但也⾒見見⽗父⺟母從少壯英姿態漸
變成髮鬚⽩白老態。請問, 孩⼦子會因⽗父⺟母已經老邁⽽而失因英俊美態⽽而輕看之嗎? 當然不會。既然
不會, 那我們為什什麼會對這位賜⽣生命之永在者的不榮美, 覺得傳揚他⽽而覺羞辱呢?

⽗父指⽰示屬基督的⼈人
我需提醒各位, 無論是認識榮耀的基督或是不榮美的基督, 皆須上帝⾃自⼰己親⾃自作⼯工在我們⾝身上, 
我們才可(在這兩兩⽅方⾯面)認識基督。我們不要以為按今⽇日可輕鬆地得獲資訊的時代, 在網路路或實
體書店購得屬靈書籍, 藉讀書⼿手段即可認識基督, ⽽而不需從上頭來來的能⼒力力。聖經否定這樣的觀
念念。我們看到, 耶穌⾃自⼰己傳⾃自⼰己多時, 以及眾⼈人多次親眼看⾒見見耶穌, ⼈人還是不認識他; 也看到, 天
上的⽗父指⽰示⻄西⾨門彼得, 他才得以⾒見見證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屬⾎血⾁肉的⼈人是無法指⽰示這
等⾒見見證的(參參⾺馬太福⾳音第16章)。這些事實皆表⽰示⼈人實在需要外⼒力力, 且是從上頭來來的外⼒力力之助, 才
能夠認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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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認識在今⽇日教會格外重要。請⼤大家不要以為我們教會的名字,「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主
要的⼯工作就是反對亞米念念派的認知, 以為⼈人可以其⾃自由意志回應上帝的呼召。不是的, 亞米念念
派的教義是不堪⼀一擊的, 幾個簡單的問語即可點出他們的破綻。我只要題說保羅的⼀一句句話就可
摧毀亞米念念派, 保羅說:「上帝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羅9:18) 凡尊重
聖經啟⽰示的基督徒均知亞米念念派立論的不實。

世界哲學的影響
我們應當留留⼼心注意的是, 世界哲學帶給我們的影響, 特別是處在今⽇日的我們, 世界哲學提出的學
說觀念念深深地影響世⼈人, 也深深地影響基督徒。保羅說,「4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
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力,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壘, 5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
之事, ⼀一概攻破了了,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林林後10:4-5) 現在的⼈人雖不講
存在主義了了, 但這20世紀盛⾏行行的主義, 其學說依然挾其尾勁⼒力力道驅動著⼈人的⾏行行為。當上帝已經
死了了, ⼈人⾃自⼰己的存在來來定義道德倫倫理理, ⼈人因此也就變成衡量量萬物的標準。基督徒受此主義影響, 
以致於不認為「⽗父指⽰示我們才可正確地⾒見見證基督」之論是那麼地必要。這真是如此, 因為基督
徒常稱神為神, 鮮少稱上帝為⽗父, 然保羅說:「15你們所受的, 不是奴僕的⼼心, 仍舊害怕, 所受的, 
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 ⽗父!』16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羅
8:15-16)

不要為我哭之意
我們花了了兩兩個主⽇日時間解釋耶穌對婦女們說的第⼀一句句話「不要為我哭」, 耶穌這句句話主要的含
意是要婦女們接待他, 並相信他, 不得受她們眼睛感官的影響, 看⾒見見受鞭傷的他⽽而否定他的主
性。耶穌下的這⼀一條命令是簡單的, 婦女們必須聽進⽽而順服這這命令, 才符合她們是耶路路撒冷
的女⼦子的⾝身份; 婦女們唯有捨去以眼看和感覺斷事的⼰己, 才能履⾏行行耶穌這命令。

上帝在伊甸園賜下第⼀一道誡命就是要⼈人聽之⽽而順服, 先知撒⺟母耳亦說「聽命勝於獻祭」(撒上
15:22)。耶穌⾃自⼰己也做了了榜樣, 他說:「我怎麼聽⾒見見就怎麼審判。」(約5:30b) ⼜又說,「我實實在
在的告訴你們, 那聽我話, ⼜又信差我來來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於定罪, 是已經出死入⽣生了了。」(約
5:24) 我們聽基督的話不僅在他榮耀時說的要聽, 在他不榮美時說的也要聽。

產⽣生⽣生命動⼒力力的誡命
我們當注意基督之「不要」的誡命語態, 其中不單有禁⽌止的意思, 同時亦使屬他的⼈人⽣生發積極
主動的回應。這是上帝藉著祂的道施恩的獨特性, 必在屬基督之⼈人⾝身上產⽣生這樣的果效。⼈人發
的禁令僅有禁⽌止的效果, 卻沒有起⽽而⾏行行的動能。譬如: 耶穌指出⼈人只能履⾏行行「不可姦淫」的消
極禁令, 但是他可以驅動⼈人的⼼心, 主動地不姦淫, 他說「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看⾒見見婦女就動淫念念
的, 這⼈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姦淫了了。」(5:27-28) 

為⾃自⼰己哭

I-Thou relationship
耶穌繼「不要為我哭」之後, 繼續說到「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我們⾸首先要注意到, 基
督的這兩兩句句話正在建立與婦女們的關係, 或從婦女們的⾓角度⽽而⾔言, 她們要從這兩兩句句話感知到, 她
們正在與基督之間產⽣生我你關係(I-thou relationship)。由於這兩兩⽅方關係中有主耶穌基督, 所以這
關係是立時的, 滿⾜足的, 牢不可分的, 永固的關係。

世⼈人如Martin Buber (1878-1965) 在我你關係中尋求在「我」這部份的全然滿⾜足, 就在耶穌基
督裏完全成就。Buber提出了了「我它關係」與「我你關係」之間的不同, 無位格的它雖可使⼈人
滿⾜足, 但那是暫時的, 如科學家發表論⽂文的當下是滿⾜足的, 但滿⾜足的時間不會長久, 需要有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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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的論⽂文的發表才會再⽣生那滿⾜足感。各⾏行行各業的⼈人的情況亦是如此, 如求教會⼈人數增長的牧師
亦陷入我它(即⼈人數不增長)關係的不安中。當然, 我它關係的不滿⾜足使⼈人產⽣生向前進的動⼒力力。

⾄至於我你關係, 這關係的層次比我它關係還⾼高, 因箇中關係是位格與位格之間的相對。我們固
然樂於談事, 但談論⼈人更更加熱切, 這表⽰示我們關⼼心我你關係比我它關係更更甚。⼀一個⼈人的我你關
係得滿⾜足比我它關係得滿⾜足更更使他滿⾜足, 然今⽇日之世道欲求得我你關係的和諧滿⾜足, 已然為⼀一
件奢求的事, 是個理理想, 難百分百實現。做老師的盡⼼心授業的結果得到的是學⽣生無情的回應, 就
連我你關係中最親密的夫妻關係, 亦難達致持續性全然滿⾜足的狀狀態。

Buber指出我你關係中的「你」當是上帝的「祢」, 這樣才可使那個「我」得著滿⾜足。Buber在
1923年年提出的哲理理深深地影響今⽇日教會, 常⾒見見基督徒說要與神有好的關係, 表現出甚是關⼼心
「我-神關係(I-God relationship)」的⽣生命態度。這等「哲學⾏行行在先, 神學跟在後」的發展型態正
是過去300多年年來來教會與世界關係的寫照。

I-Lord relationship
問, 論「我-神關係」有錯嗎? 當然沒有, 問題在於那位神是否是聖經⾃自啟的上帝。若若是, 基督徒
當關⼼心的應是「我-⽗父關係(I-Father relationship)」與「我-主關係(I-Lord relationship, or I-Chirst 
relationship)」。然, 教會跟隨世上哲學⽽而發展我-神關係多年年之後, 我們所⾒見見得的基督徒卻是顯
出對上帝的不敬, 禱告不得應則⼝口出怨⾔言, 不敢稱上帝為⽗父等等異異狀狀。

我們發展「我-神關係」就必須發展「我-主關係」, 基督除了了在這裏告誡婦女們這事, 也在他傳
道期間多次指⽰示⾨門徒這事, 他說,「⽗父所作的事, ⼦子也照樣作。...⽗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給他
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人看⾒見見我, 就是看⾒見見那差我來來的。...我與⽗父原為⼀一。」(約
5:19c,26;12:25;10:30) 我-主(基督)關係正常的基督徒必⾔言傳基督, 不以基督⼗十架福⾳音為恥, 這
樣的基督徒必有正常的我⽗父關係, 我-神關係。

喜樂與哭
耶穌對婦女們說,「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耶穌就在昨晚與⾨門徒最後晚餐時, 在我你關係
中要⾨門徒的我要在他裏⾯面喜樂,「10你們若若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愛裏, 正如我遵守了了我⽗父
的命令, 常在他的愛裏。11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了, 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 並叫你們
的喜樂可以滿⾜足。」(約15:10-11)(注意紅字) 但耶穌在這裏卻要婦女們的我在他裏⾯面哭。我們
在基督裏會喜樂, 也會哭。那, 喜樂與哭, 何者為先? 按耶穌過去⼗十⼆二⼩小時說話的先後次序來來論,  
喜樂當先於哭。但, 事實卻不是如此。

八福之虛⼼心與哀慟的⼈人
基督之八福的第⼀一與第⼆二福分別是「虛⼼心的⼈人有福了了,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和「哀慟的⼈人有福
了了,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5:3-4)。虛⼼心者, 即靈裡貧窮者, 是得以進天國者, 他必是屬聖城新
耶路路撒冷的⼈人, 亦是⼀一位耶穌認定的捨⼰己的⼈人。這進天國的⼈人的第⼀一個的情感表現是哀慟, 他
就是為⾃自⼰己哭的⼈人。所以, 哭當先, 喜樂隨後。

上帝說:「1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 哪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主說, 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了。但, 我所看顧的, 就是虛⼼心(貧窮)痛悔悔, 因我話⽽而
戰兢的⼈人。3假冒為善的宰⽜牛, 好像殺⼈人; 獻⽺羊羔, 好像打折狗項; 獻供物, 好像獻豬⾎血; 燒乳香, 
好像稱頌偶像。這等⼈人揀選⾃自⼰己的道路路, ⼼心裏喜悅⾏行行可憎惡惡的事。4我也必揀選迷惑他們的事, 
使他們所懼怕的臨臨到他們。因為我呼喚, 無⼈人答應, 我說話, 他們不聽從, 反倒⾏行行我眼中看為惡惡
的, 揀選我所不喜悅的。」(賽66:1-4節) 請注意, 我們若若不先虛⼼心痛悔悔, ⾔言語與⾏行行為必然相悖, 必
⽣生假冒為善的⼼心, 必揀選⾃自⼰己的道路路, 必⾏行行可憎惡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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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外在因素影響⽽而哭
請問, 我們在怎樣的情況下會哭? 失戀時, 失去⾄至親好友時, ⼼心愛的⼈人離世時, 還有其他。這些
哭皆起因於外在因素, 難得有爲⾃自⼰己的狀狀態⽽而哭, ⾄至於在上帝⾯面前感知到有罪⽽而哭, 幾乎是不可
能的事。⼈人做事精練, 可為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 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 或銅匠鐵匠的祖師(參參創
第四章), 但罪⼈人基本上是忘記上帝的惡惡⼈人(詩9:17)。罪⼈人的眼睛是盲的, 不僅看不到上帝, 也看
不清⾃自⼰己。當⼈人離棄了了造他且使他存在的上帝, 他也就失了了根, 不知⾃自⼰己出於何處, 且否定他是
個罪⼈人。

婦女們的這哭亦是受了了眼前外⼒力力影響⽽而哭, 但她們這哭與其他外⼒力力引起的哭有所不同, 因這哭
將她們⾃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景況真實地顯露出來來。婦女們看到無罪的⼈人遍體傷痕, 這到底表達什什
麼意義? ⼈人的眼睛乃往外看, 所以耶穌就讓婦女們看到他被鞭傷的樣⼦子, 是何等的醜陋陋, 何等的
不堪, 無⼀一處完全。

請讀⼤大衛的詩篇, 第38篇1-8節這麼寫著:「1主啊! 求祢不要在怒中責備我, 不要在烈怒中懲罰
我。2因為祢的箭射入我⾝身, 祢的⼿手壓住我。3因祢的惱怒, 我的⾁肉無⼀一完全, 因我的罪過, 我的骨
頭也不安寧。4我的罪孽⾼高過我的頭, 如同重擔叫我擔當不起。5因我的愚昧, 我的傷發臭流膿。
6我疼痛, ⼤大⼤大拳曲, 終⽇日哀痛。7我滿腰是火, 我的⾁肉無⼀一完全。8我被壓傷, ⾝身體疲倦, 因⼼心裏不
安, 我就唉哼。」婦女們親眼看到耶穌受鞭傷的樣⼦子時, 這些詞句句便便在她們裏⾯面發酵, 她們裡裡
外外, 上上下下, 均感知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真實景況為何。因此, 耶穌要婦女們為⾃自⼰己哭, 他⾝身
上的傷痕正是她們在上帝⾯面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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