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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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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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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轉⾝身對她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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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世如何, 離世時也如何
上週題到, 耶穌的⼈人⽣生是百分之百的⼈人⽣生, 因此, 凡與鞭傷的基督有關係的⼈人, 他的⼈人⽣生也必然
是個百分之百的⼈人⽣生。我基於安穩信徒和當活得明⽩白兩兩⼤大理理由, 必須再強調這事, 好使⼤大家理理
解到我們擁有這百分之百⼈人⽣生的必要性。

⼈人被造, 且被造有上帝的形像樣式, 即⼈人有永恆性之後, ⼈人的⽣生命即持續活著, 中間沒有斷層; ⼈人
有開始點, 卻沒有結束點。⼈人在世如何, 離世時也如何; 在世時是百分百, 離世時也必百分百; 在
世時在光明中,  離世時也必在光明中; 在世時在⿊黑暗中,  離世時也必在⿊黑暗中, ⼤大衛說:「惡惡⼈人, 
就是忘記上帝的外邦⼈人, 都必歸到陰間。」(詩9:17)

主基督斷氣前說的最後兩兩句句話是「成了了」和「⽗父啊!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父⼿手裏。」我們當注
意其中的次序, 耶穌成就了了⽗父的旨意, 之後, 他才將⾃自⼰己的靈魂交在⽗父⼿手裏。我們看到, 司提反
死前求主耶穌接收他的靈魂(徒7:59); 保羅在被澆奠離世之前, 說:「7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了, 
當跑的路路我已經跑盡了了,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了。8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留, 就是按
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了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 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4:7-8) 
(注意紅字) 司提反與保羅同是天⽗父的兒女, 回天家時毫無退縮, 展現出無比肯定的態度, 所有上
帝的兒女亦當如此。若若我們離世前沒有百分百感, 那麼我們將以不完全之態⾯面⾒見見主, 這違反了了
基督的命令,「你們要完全, 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5:48) 傳道者知此當慎重所傳之道!

基督的「成了了」
受鞭傷, 並掛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說的「成了了」乃是⼀一句句總結性的話。耶穌⾃自聖靈感孕⾺馬利利亞開
始, 到掛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後⼀一⼝口氣, 其中的時時刻刻皆在「成了了」的狀狀態中。耶穌在33年年半
期間若若有某個時刻離了了上帝旨意半分, 他就不可能是「成了了」的基督。

我們因年年歲增長對上帝真理理的理理解漸深, 信⼼心也漸增, 但耶穌的⾔言語沒有進化發展的氣味, 從未
說過「我信」, 也沒有說錯過⼀一句句話。事實上, 耶穌說的第⼀一句句到最後⼀一句句話, 句句句句都是真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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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己的耶穌以⾔言語的權能展現他神性的光輝, ⽽而不是以⼀一夜之間(於亞述營中)殺死⼗十八萬五千
⼈人之雷霆萬鈞之勢展現上帝的權能(王下19:35)。

基督徒的成了了
那, 我們基督徒的「成了了」在什什麼時候呢? 我們是否以為, 因罪性依存之故, 必須走完了了⼈人⽣生路路
程, 到最後⼀一刻才知⾃自⼰己是在成了了的完全態中? 然, 上帝定準我們的年年限(徒17:26b), 我們實不
得知這年年限何時⽌止, ⼜又怎能在那時宣告清楚⾃自⼰己在完全態中? 我們於平⽇日時, 若若不確信⾃自⼰己處在
完全態中, 難道於離世前⼀一刻之時就必知? 事實上, 我們屬主的⼈人於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時即處完
全態, 那⼗十架強盜信主時即與基督同在樂園裏就是明證。請注意, 受洗指的是屬靈的洗, 知道基
督耶穌⼗十架上的救贖是為我⽽而死。 

接下來來的問題是, 我們從受洗那⼀一天到離世的這段時間, 當如何站在這完全態中? 或問, 我們如
何知⾃自⼰己如何處在完全態中, 如何維持在完全態中? 我們對這事的知或不知決定了了我們信仰的
安穩, 凡經過這思想衝擊者, 他在主裏安穩程度比不思想者更更加堅實。所以, 知之是⼀一件異異常重
要的事, 尤其是婦女們, 因為婦女的憂煩多於男⼈人。

⼈人盼望的美滿⼈人⽣生: 吃喝嫁娶, 買賣耕種, ⼜又蓋造
我們雖受洗了了, 但還是在地上過著我們的⼈人⽣生, ⽽而「盼望有個美滿的⼈人⽣生」是⼈人最⼤大公約數, 包
括我們基督徒在內。若若問⼈人要怎樣的⼈人⽣生才算是美滿的⼈人⽣生? 得到的回答必是千百種, 且⼈人要
的⼈人⽣生美滿會隨著時間與年年紀的增長⽽而有所改變。不過, ⼈人要的美滿總結出來來皆是眼睛可⾒見見
的。亞述王答應他的擄⺠民的話是這麼說的:「16你們要與我和好, 出來來投降我, 各⼈人就可以吃⾃自
⼰己葡萄樹和無花果樹的果⼦子, 喝⾃自⼰己井裏的⽔水。17等我來來領你們到⼀一個地⽅方, 與你們本地⼀一樣, 
就是有五榖和新酒之地, 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賽36:13)(注意紅字) 新約的財主這麼說:「靈
魂哪! 你有許多財物積存, 可作多年年的費⽤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喫喝快樂罷!」(路路12:19) 耶穌說, 挪
亞與羅得時候的⼈人是, ⼜又喫⼜又喝, ⼜又娶⼜又嫁, ⼜又買⼜又賣, ⼜又耕種, ⼜又蓋造(參參路路17:26-28)。耶穌告
訴猶太⼈人, 他那時看⾒見見⼈人⽣生活主軸就是這樣, 今⽇日看⾒見見他們⽣生活主軸也是這樣。今⽇日世代的⼈人
⽣生活主軸豈豈不是亦是這樣!

所以, ⼈人要的不過就是五穀豐登, 新酒, 油, 並⽺羊羔⽜牛犢, 為了了吃喝嫁娶, 買賣耕種。如果這樣就
叫做美滿的⼈人⽣生, 那麼, ⼈人⾃自⼰己就可以按著他的聰明才智擁有這些, 根本不需要上帝。即便便上帝
護理理⼀一個邦國使居住其中的百姓五穀豐登, 但不多時⼈人卻開始看重⾃自⼰己甚於看重上帝。所羅⾨門
在世的⽇日⼦子的⼈人⺠民⽣生活是這樣的,「從但到別是巴的猶⼤大⼈人和以⾊色列列⼈人, 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
無花果樹下安然居住。」(王上4:25) 這是⼀一個安平盛世, 每個⼈人都安然居住在⾃自⼰己的家園。然, 
好景卻不長, 所羅⾨門王建上帝的聖殿7年年(王上6:38), 但為⾃自⼰己建造宮室, 卻花了了13年年⽅方才造成
(王上7:1)。⼈人在美滿⼈人⽣生中開始不將榮耀全都歸於上帝, 開始炫耀⾃自⼰己的成就。

⼈人追求安居樂業的⽇日⼦子本是天性, 但我們信上帝只為得著新酒, 油, ⽺羊羔, ⽜牛犢, 五穀等豐登, 卻
顯不出上帝在我們⾝身上獨特的作為。魔⿁鬼將亞述王的傲氣發揮到極致, 可將萬國的榮華給耶穌, 
得著吃喝嫁娶, 買賣耕種般的果效, 若若基督徒得了了這些更更顯不出上帝在我們⾝身上作為的獨特性。
諸神群魔亂舞, 假神充滿全地, 到底那⼀一種美滿才是真神所賜? 須知, 上帝的作為必顯出祂真神
的記號, ⽽而這記號絕不是假神可以⾏行行做和⾔言語出來來的, 同時上帝必要得著完全的榮耀。前者請
讀以賽亞書兩兩處聖經,「25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 叫他與我相等呢? 26你們向上舉⽬目, 看誰創
造這萬象, 按數⽬目領出, 祂⼀一⼀一稱其名, 因祂的權能, ⼜又因祂的⼤大能⼤大⼒力力, 連⼀一個都不缺。」(賽
40:25-26)「9你們要追念念上古的事, 因為我是上帝, 並無別神, 我是上帝, 再沒有能比我的。10我
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 我的籌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悅的, 我必成就。」
(賽46:9-10) 後者請讀以賽亞書48:11節,「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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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賜的美滿
因此, 我們要問上帝做了了何事顯出祂是真神, 且顯出榮耀唯⼀一, ⽽而這事可使我們的⼈人⽣生美滿不斷, 
從今時直到永遠? 答案是上帝差基督來來, 基督⾃自⼰己願意來來, 且上帝的旨意要基督死(加1:4)。這⼀一
切在基督被掛在⼗十架上⼤大聲說「成了了」就定上述問題的案。這「成了了」只有上帝才能成就的
事, 且成就的⽅方法超乎⼈人的意料與籌劃之外。耶穌說成了了, 表⽰示他的⼀一⽣生無所憾, 是百分之百, 
美滿, 完全的⼈人⽣生。耶穌既然可有美滿的⼈人⽣生, 這表⽰示⼈人亦可得美滿的⼈人⽣生; ⼈人那不得美滿⽽而⽣生
的焦慮與遺憾, 可在耶穌⾝身上完全化除。有⼀一本書曾收集各歷代名⼈人死前說的話, 沒有⼀一個⼈人
說出基督這⾔言; 事實上, 沒有⼈人可以說出這話。

耶穌定下的原則: 按聖經所⾔言
耶穌如何可以說「成了了」, 我們就當按他所啟⽰示的原則照樣為之, 就可得美滿的⼈人⽣生。基督責
備⾰革流巴時說了了這麼⼀一句句話,「無知的⼈人哪! 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了。」(路路
24:25)(注意紅字) 可⾒見見, 耶穌可以說「成了了」乃因先知關乎他所說的⼀一切話都應驗了了, 即耶穌履
實成就了了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

因此, 當我們按聖經所⾔言, 遵從⽗父上帝的命令, 聽祂的愛⼦子-主耶穌基督所說的⼀一切話, 我們就得
著完全的⼈人⽣生; 當我們有份於受鞭傷之不榮美的基督, 我們就得美滿的⼈人⽣生。⾨門徒與基督最後
晚餐時立約的歡樂與婦女們此時關係建立的悲泣, 兩兩者呈現極⼤大的對比。婦女們第⼀一眼看到鞭
傷的基督, 便便為他哭, 然基督卻先說, 不要為我哭, 進⽽而命令婦女們當為⾃自⼰己哭, 故在第⼆二回再次
看到鞭傷的基督, 看到的是這鞭傷當是她們的。可⾒見見, 唯鞭傷才是基督和婦女們的聯聯結, 基督的
「成了了」也是婦女們的「成了了」, 亦就是凡屬基督的⼈人的「成了了」。

信主反⽽而不安
請問各位, 婦女們(或是⾨門徒, 或是我們)有了了基督的「成了了」, ⽣生命是否已經完全聖潔? ⼼心思意
念念是否已無玷污? 是否可敵擋⼀一切試探? 是否免於對基督的無知? 答案皆是否定的。那麼, 我
們⽣生命不聖潔, ⼼心思意念念雜亂, ⼜又常落落入試探中, 且無知於基督, 這些與上帝⽣生命無關的⽣生命, 豈豈
不使我們(因知上帝的存在)動盪不安? 我們不信主還好, 還可以躲在⼈人群中, 與其他⼈人⼀一⿑齊否定
上帝的存在, 但⼀一信了了主, 知道了了上帝的存在, ⼼心裏反⽽而感到不安? 這是基督徒的實況。

請注意,  基督的「成了了」不是我們的咒詛, 若若是的話, 上帝⼀一句句話就夠了了, 根本不需要基督的道
成⾁肉⾝身, 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們當想, 基督的「成了了」是我們得以聖潔的根源, 他說的話不能廢, 
這「成了了」使我們可得從上頭來來的能⼒力力, 知道我們必在主的⼿手中, 藉著上帝的道不斷被聖化。
保羅說:「上帝豫先所知道的⼈人, 就豫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
⼦子。」(羅8:29) 因此, 基督的「成了了」成為我們必然的豫定, 為諸般動盪不安中的穩定⼒力力量量。

⼗十架神學的式微
⾔言於此, 則不得不嚴肅看待今⽇日神學院教育。今⽇日傳道⼈人⽣生成雖有多⽅方管道, 然神學院系統依
舊是培育教會傳道⼈人的當然搖籃。世間⼤大學將學科分⾨門別類, 立綱⽬目, 分logies等, 神學院亦分
課⽬目教授, 其中有聖經神學, 歷史神學, 實踐神學, 校牧神學, ⼗十架神學,...等等。由於各修課學分
比重同, 以致神學⽣生看待各神學主題同等重要, 同等份量量。當神學⽣生畢業後還是以這樣的神學
價值觀進入教會, 若若還是將⼗十架神學視為諸神學中之⼀一⾨門學問, 不將之視為諸神學的樞紐地位, 
這觀念念必損及他們⼀一⽣生的服事。當他們成為主領教會的牧師之後, 將是教會的浩劫, 因為會堂
外⾼高⾼高掛著⼗十字架, 但會堂裏卻不傳基督的死。

主⽇日學老師亦須注意。教導者若若沒有基督⼗十架作為他們教授主題的核⼼心, 他不過是授⼈人神學知
識, 於認識上帝事上, 沒有幫助。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 1899-1981) 說,「⼀一個⼈人或有充
分的神學知識, 但他可能還不認識神。」⼀一個⼈人知道神學, 可教授三位⼀一體論, 神論, 聖靈論,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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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基督論, 是否就等於認識上帝? 若若教導者的聖靈論裏沒有受鞭傷的基督, 沒有基督⼗十架, 沒有
基督「成了了」的成份, 會眾如何藉著他所傳授的知識與上帝有關? 其他神學主題亦然。基督說:
「離了了我, 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15:5c) 所以, 離了了基督的聖靈論, 我們就作不了了上帝旨意
中要我做的事, 以為有了了聖靈, 但屬靈思想卻是混濁, 失了了清澈。

我們必須進窄⾨門
知此, 我們再讀基督登⼭山寶訓結尾經⽂文, 有關進窄⾨門, 結果⼦子, 奉主名傳道當被主認識⽽而進天國, 
建造房⼦子在磐⽯石上等諸教訓(參參⾺馬太福⾳音7:13-27), 便便清楚明⽩白這些所指何意, 也看到基督對那
些不傳他⼗十架的傳道⼈人的嚴厲程度。現今在基督徒團契中提什什麼都可以, 但題基督⼗十架則是⼀一
件很不⾃自然的事, 基督徒以基督⼗十架彼此相勸已變成⼀一個禁忌。

效法耶穌??
最後, 常⾒見見基督徒向雅各, ⼤大衛, 保羅等聖徒看⿑齊, 難得⾒見見向耶穌看⿑齊者。然, 我需在這裏特別提
醒各位, 我們必不是效法耶穌所⾏行行; 我們的成了了不是效法基督做什什麼, 我們就做什什麼, 我們應當
信受鞭傷的耶穌。我題這事乃因看到有關「效法耶穌」的講章中, 總是將耶穌塑造成⾃自⼰己⽂文化
中最理理想的那⼀一位, 措辭均著重在效法耶穌的愛⼼心, 喜樂, 受苦, 柔和, 謙卑卑, 忍耐, 聖潔等, 甚⾄至
還有⼈人說要學習基督的謙卑卑虛⼰己, 卻從不題耶穌的怒氣。

有誰可以效法耶穌呢? 耶穌初傳道時被聖靈引導⾄至曠野, 禁食並受魔⿁鬼的試探達四⼗十天之久; 耶
穌在世最後⼀一天受羅⾺馬兵丁鞭打成傷, ⽪皮開⾁肉綻, 並以這等狀狀態掛在⼗十字架上達六⼩小時之久。
單單這兩兩件事已然超乎⼈人⾝身體的最⼤大限制, 無⼈人能重複, 無⼈人敢重複。耶穌親⾝身經歷的這兩兩件
事⾜足以顯明他是上帝, 以他神性的⼤大能拖住他⼈人性的極限。知此, 有誰能效法耶穌?

基督徒信耶穌是基督, 以信為底為先, 作則表現那信的含量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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