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三⽉12⽇ 

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11) - 爲⾃⼰的兒女哭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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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
今年年是改教運動500週年年, 這理理當是所有教會該慶祝的事, 因為沒有改教的發⽣生, 我們今⽇日還是
服膺在天主教下。然, 我們卻看到教會已經輕忽改教的事實, 靈恩派教會更更是不⾔言這事。歷史
有個鐵律律, 否定歷史的必被歷史否定。

為兒女的哭
⽗父上帝已親⾃自⾒見見證基督是祂的愛⼦子, 是祂所喜悅的, ⽗父上帝也親⾃自下⼀一道命令, 要我們聽基督。
基督給我們的命令是, 要為⾃自⼰己哭, 也要為⾃自⼰己的兒女哭。我們的這哭理理當帶有基督福⾳音之悟
性表達, 禱告要⽤用悟性禱告, 歌唱要⽤用悟性歌唱, 教導要⽤用悟性說教導⼈人的話, 誠如保羅告誡哥
林林多教會的(林林前14:15,19)。悟性是understanding, 即對上帝的道的理理解, 是活潑的, ⽽而不是冷
冰冰的理理性主義(rationalism)。我們這哭也必在教導中帶著濃濃的情感與熱誠, 是不隨時間或
地點⽽而消逝的; ⼜又因著對象是⾃自⼰己的兒女, 所以必傾囊相授⾃自⼰己所知的, 毫無保留留, 甚願兒女所
知的可以超越⾃自⼰己。

忍耐
由於兒女是⾃自⼰己的兒女, 故以忍耐相待。保羅深深地感恩於主耶穌基督對他的忍耐, 故對提摩
太說:「我蒙了了憐憫, 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 顯明他⼀一切的忍耐, 給後來來信他得永⽣生的
⼈人作榜樣。」(提前1:16) 因此, 保羅為選⺠民凡事忍耐, 叫選⺠民可以得著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
遠的榮耀(提後2:10)。保羅亦告誡主的僕⼈人, 說,「24主的僕⼈人不可爭競, 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 
善於教導, 存⼼心忍耐, 25⽤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 或者上帝給他們悔悔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26叫
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 可以醒悟, 脫離牠的網羅。」(提後2:24-26) 

然, 忍耐乃是針對那些對真理理疑問不清者, ⽽而不是針對不信者, 或是好奇者。有⼈人問奧古斯丁,
「上帝在創造宇宙之前在做什什麼?」奧古斯丁回答說:「上帝在創造地獄, 賜給問這問題的
⼈人。」奥古斯丁年年老時論那些愛看神蹟, 祈求神蹟的⼈人, 說:「上帝啊! 他們因好奇⼼心⽽而得救, 必
在驕傲中失去。」有神蹟經驗的⼈人總是傲慢於⾃自⼰己的神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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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作兒女的
⾄至於兒女部份, 因兒女本⾝身不是死的, 是活的, 故兒女不是靜⽌止不動, 會對教導者的內容有所反
應的。作兒女的當遵守基督的命令,「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 好使⾃自⼰己有(基督福⾳音的福份), 
這樣, 必得基督賜的應許, 更更有, 且有到有餘(太13:12)。再⼀一次地, 我們不得字⾯面解釋基督這句句
話, 以為有聽就好了了。我們聽還需聽進道, 並進⽽而思道, 使上帝的道成為⾃自⼰己的⽣生命信息。先知
以⻄西結述說他的經歷是這樣的, 上帝「對我說話的時候, 靈就進入我裏⾯面, 使我站起來來, 我便便聽
⾒見見那位對我說話的聲⾳音。」(結2:2) 上帝要以⻄西結吃下祂所賜給他的書卷, 好充滿他的肚腹, 以
⻄西結⾒見見證說,「我就吃了了, ⼝口中覺得其甜如蜜。」(參參結3:1-3) 使徒彼得說我們都是被揀選的族
類(彼前2:9), 故我們吃上帝的道時都當有以⻄西結般的經歷, 覺得其甜如蜜。

以猶太⼈人為戒
為此, 猶太⼈人成為我們的警惕, 他們是未將主的道聽進⼼心中的⼀一群, 故他們越聽, 越是「油蒙了了
⼼心, 耳朵發沉, 眼睛閉著」, 聖經說, 基督便便叫他們「看也看不⾒見見, 聽也聽不⾒見見, 也不明⽩白。」(太
13:13-15) 事實顯明, 猶太⼈人這等雙重障礙使得上帝活⽣生⽣生地站在他們⾯面前, 他們就是認不出他
來來。世上可悲之事, 莫此為甚!

為⾃自⼰己哭者, 必為⾃自⼰己的兒女哭; 愛⼰己者必愛⼈人
⼀一進⼀一出的⽣生命
鞭傷的耶穌指⽰示婦女們說,「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為⾃自⼰己哭是個向內的動作, 為⾃自⼰己的
兒女哭則是個向外的動作; 或說, 為⾃自⼰己哭是進, 為⾃自⼰己的兒女哭則是出。這由內向外, ⼀一進⼀一
出的⽣生命表現正彰顯著這⼈人正處在活⽔水泉源中。基督曾對⼀一個有五個丈夫的婦女說,「⼈人若若喝
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 直湧到永⽣生。」(約4:14) 基督所賜
的⽔水就是他⾃自⼰己(約4:25-26)。我們看到, 當這位婦女進得耶穌所賜的⽔水, 她就出往城裏去, 對眾
⼈人說起耶穌(約4:28)。

愛神, 愛⼰己, 愛⼈人
基督不時地教導⾨門徒這⼀一進⼀一出的⽣生命法則。基督明⾔言誡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就是盡⼼心, 
盡性, 盡意, 愛主你的上帝, 其次是愛⼰己, 再來來就是愛⼈人(參參太22:36-40)。基督這句句話說明了了愛
神, 愛⼰己, 愛⼈人的次序; 為⾃自⼰己哭是愛⼰己, 為⾃自⼰己的兒女哭則是愛⼈人。約翰說,「愛是從上帝來來
的。凡有愛⼼心的, 都是由上帝⽽而⽣生, 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 就不認識上帝。」(約⼀一4:7b-
8a) ⼜又說,「道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愛。」(約1:1; 約⼀一4:8b) 愛⼰己且愛⼈人就是居聖城新耶路路撒
冷之⼈人的特質。

五千兩兩, ⼆二千兩兩, 以及⼀一千兩兩的比喻
基督⼜又⽤用另⼀一個比喻強調我們愛⼰己並愛⼈人的必須, 就是在受難週前之五千兩兩, ⼆二千兩兩, 以及⼀一千
兩兩的比喻(參參⾺馬太福⾳音第25章)。我先釐清⼀一點, 這比喻因耶穌題及「按著各⼈人的才幹」, 故常被
解釋成基督徒恩賜與才幹的發揮。但若若細究這樣的解釋, 我們實在不需要往這⽅方向來來理理解耶穌
所⾔言的「賺回」。試問, 若若是的話, 才幹與恩賜相當的基督徒如何同時發揮他們的才幹與恩賜? 
若若是的話, 那年年邁的基督徒當如何? 當然, 這裏的賺回也不可能指投資理理財⽅方⾯面的事, 因為沒有
⼈人可以做到100%的報酬率績效。若若以恩賜與才幹的發揮解釋耶穌這比喻的意思, 即存在不預
期的波動性, 年年齡與時間的限制, 以及普及化的疑慮。

⼤大多數基督徒只願做禮拜天的基督徒, 對於教會事興趣缺缺, 能不做, 就不做。然, 教會需要⼈人
做事, 教會主事者便便以這比喻暗⽰示會眾, 若若不發揮⾃自⼰己的才幹, 那麼主耶穌將會如何如何。是的, 
就主任牧師的⾓角度和觀點, 當然希望教會多有恩賜與才幹的⼈人, 這樣, 教會的發展必多⾯面向,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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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顯得活⼒力力與熱鬧。如果再補以耶穌說的「若若有⼈人服事我, 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 服事我
的⼈人也要在那裏; 若若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約12:26), 更更是可激動會眾殷勤勤地服事教會。

字⾯面解釋之害
以字⾯面解釋基督的話的後遺症在此⼜又添⼀一樁, 因爲發揮恩賜與才幹的基督徒常在教會中顯出驕
傲與無知, 總認為教會沒有了了他們, 則無法成就今天的光景; 反諷地是, 他們在社會中展現了了⾃自
⼰己的才幹, 卻在世⼈人⾯面前顯出謙虛。事實亦證明, 這些基督徒是講不得的⼀一群。這真是令⼈人訝
異異的事, 因為基督的道本應使⼈人得⽣生命, 結果因錯解真道之故, 卻使⼈人更更加遠離⽣生命。並且, 使
聽者對⾃自⼰己的永⽣生產⽣生不確定感, 以為要⼀一直發揮恩賜與才幹⾄至死, ⽅方得永⽣生。這等字⾯面解釋
彷如經營⼀一間公司, 以為教會的延續在於會眾多才多藝的發揮, 結果卻走向哥林林多教會, ⼈人與⼈人
之間產⽣生爭競的⽭矛盾。

基督要求他的僕⼈人當餵養他的⽺羊, ⽽而不是建立偉⼤大的福⾳音事業; 教會的延續在於基督徒有基督
⼗十架的愛, ⽽而不在於基督徒的恩賜與才幹。

比喻的意義: 基督徒要⾏行行在愛的道路路上
那麼, 耶穌之諸千兩兩比喻到底是什什麼意思? 請注意, 使徒彼得⾒見見證基督有永⽣生之道, 所以這諸千
兩兩的比喻必與我們的永⽣生有關, 其中意義是我們終⽣生受⽤用。這比喻的意義就是, 基督徒要⾏行行在
愛的道路路上。事實上, 這意義就是⾺馬太福⾳音第25章的主要信息。

我們看到, 耶穌諸千兩兩比喻中的第⼀一筆資⾦金金是主⼈人賜給僕⼈人的,  這是僕⼈人的進; 第⼆二筆⾦金金錢則是
僕⼈人賺得的, 這是僕⼈人的出。有進且有出的僕⼈人就得主⼈人的讚賞, 主⼈人說:「好, 你這⼜又良善⼜又忠
⼼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理, 可以進來來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
25:21,23) 然, 僕⼈人若若只進不出, 就得主⼈人責備的⾔言語,「你這⼜又惡惡⼜又懶懶的僕⼈人」(太25:26)。

千兩兩是每⼀一基督徒都有的
那, 什什麼是上帝賜給每位基督徒, 是我們每⼀一個⼈人所得的進? 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每位基督徒
(包括牧師傳道)皆因基督受鞭傷, 死在⼗十架上之恩進入教會, 這是每⼀一位基督徒從上帝那裏得來來
的千兩兩資⾦金金, 沒有分別。

按得五千兩兩和兩兩千兩兩皆可賺得對等資⾦金金來來看, 上帝賜給基督徒⾜足夠的能⼒力力將所聽的道轉為⾏行行動
的⼒力力量量。每位基督徒領受受難的基督深度或有不同, 但都當按其所領受的, 為⾃自⼰己的兒女哭, 對
他們講述⼗十字架的道理理。上帝沒有要求那得兩兩千兩兩的必須賺回五千兩兩, 因為「多給誰, 就向誰
多取, 多託誰, 就向誰多要。」(路路12:48)

領五千兩兩僕⼈人
或許有⼈人會問, 為何有五千兩兩, ⼆二千兩兩, ⼀一千兩兩之別? 我個⼈人認為, 五千兩兩者乃是特殊的⼀一群, 特
別指寫下新舊約聖經的使徒與先知。尤其是使徒, 他們認識基督之深, 是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基
督的⼀一群。使徒他們得著基督滿滿的愛, 同時亦顯出對基督徒滿滿的愛。使徒所著書卷已成為
教會的根基(弗2:20), 其中⼀一筆⼀一畫是不可改的。⾄至於其他的兩兩千兩兩和⼀一千兩兩則是指其他所有
基督徒, 個個當向五千兩兩僕⼈人學習, 學得如何賺得相等的財富, 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造⾃自⼰己,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一千兩兩僕⼈人的無知
我們當留留⼼心耶穌這比喻的嚴厲程度, 當知道這是基督徒⽣生命的必須, ⽽而不是參參考。我們在這比
喻中看到, 理理由最多的是那領⼀一千兩兩的僕⼈人。這⼀一千兩兩僕⼈人不是不知道主⼈人的嚴厲(太25:24), 
但他就是不按主⼈人的命令吩咐⽽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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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個個都知道⾃自⼰己乃因基督⼗十架救贖⽽而為基督徒, 個個都知道基督的鞭傷與⼗十架受死是必
傳之道, 是上帝智慧展現的極致, 但卻常藉⼝口難懂難傳, ⽽而不傳給⾃自⼰己的兒女聽。請聽智慧書之
⾔言:「敬畏主是智慧的開端, 凡遵⾏行行祂命令的是聰明⼈人。主是永遠當讚美的!...敬畏主是知識的
開端, 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敬畏主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便是聰明。」(詩111:10; 箴
1:7;  9:10)上帝已經在基督⼗十架上展現祂⾄至⾼高者的智慧, 若若我們還不因此敬畏祂, 豈豈不是愚妄
⼈人? 豈豈能有聰明? 不傳基督⼗十架者, 就如那⼀一千兩兩僕⼈人, 只有恐懼戰兢地等候主的責備。

領⼆二千兩兩僕⼈人的膽怯
⾄至於那得⼆二千兩兩的僕⼈人也不可掉以輕⼼心, 因著為⾃自⼰己的兒女哭與為⾃自⼰己哭兩兩⽅方同等哭的強度, 
以及「多給, 就多取; 多託, 就多要」的獎賞原則, 上帝不會接受領⼆二千兩兩卻少於⼆二千兩兩的回
賺。什什麼是賺少, 賺不⾜足的情況? 就是妥協於福⾳音真理理。約翰福⾳音第六章就是最好的例例⼦子。這
章既記使⼈人吃飽的耶穌, 亦記要⼈人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的耶穌, 請問各位, 傳那⼀一種耶穌較容易易? 
當我們有機會傳講時, 或有⾝身份傳講時, 講章中卻有所保留留, 並未盡⼼心, 盡⼒力力地傳講基督的⾎血與
⾁肉, 深怕講了了之後, 受到朋友, 會眾, 親⼈人等的排斥, ⼈人因此離我們⽽而去, 這就是賺不⾜足。然, 榮耀
的基督雖可使⼈人的肚腹飽⾜足, 但不榮美的基督卻可餵飽我們屬靈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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