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三⽉19⽇ 

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12) - ⽇⼦要到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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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下達的命令是明確的, 主命令我們當為⾃自⼰己哭, 也當為⾃自⼰己的兒女哭, 如此才能活在他所賜
的活⽔水泉源中, ⾏行行在有上帝的愛的道路路上。最近看到Aiden Wilson Tozer (陶恕, 1897-1963)寫
過的⼀一段話正回應主在此的命令, 他說:「基督徒的素質比基督徒的⼈人數更更為重要。若若我們關⼼心
屬靈的事, 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竭盡所能得著教會復興, 是⼀一個能改⾰革、更更新及淨化教會的復興。
每個世代的基督徒都是下⼀一代信徒的種⼦子, ⽽而不好的種⼦子必定帶來來不好的收成, 不好的⼀一代將
帶來來更更不好的下⼀一代。這情況會⼀一直向下墮落落, 直到我們使⽤用活潑有效的⽅方法去改善種⼦子。為
甚麼經歷復興比談論復興更更加困難? 因為跟隨基督的⼈人必須親⾃自以⽣生命投入基督的死亡及復
活, 這需要悔悔改, 禱告, 儆醒, 捨⼰己, 與世俗分別, 謙卑卑, 順服, 以及背起⼗十字架。」

主的話的驚奇
耶穌下達了了哭的命令之後, 還繼續教訓婦女們(參參第29節), 聽這教導的⼈人立時⼼心震⾜足顫, 因為耶
穌前⼀一句句說要為⾃自⼰己的兒女哭, 但這⼀一句句卻說沒有兒女的是有福的。

機鋒式的挑戰
好, 我暫停片餘⽽而問各位: 若若慕道友或初信者, 甚⾄至是抓聖經⽑毛病的世⼈人, 問詢或挑戰我們耶穌
這兩兩句句看似⽭矛盾的話何意, 我們將如何回答? 提出這樣問題的地⽅方可能是在吃飯聚餐, 朋友閒聊
時, 我們必須理理解這話的意義, ⽅方能應付這隨機式的提問。若若我們的回答是,「上帝的奧秘是難
懂的, 我們只要信耶穌, 只要有虔誠敬拜上帝的⼼心, 上帝就會喜悅」, 問的⼈人嘴上不說, ⼼心裏豈豈不
開始藐視基督教? 我們可點閱⼈人為何不信基督教的原因, 其中最常⾒見見的是, 他們聽基督徒⼝口中只
會說屬靈⾔言詞, 卻不認識這些名詞的意義, 甚⾄至連耶穌為救贖我們⽽而被釘⼗十字架, 也說不清楚。
我們不能引導初信者, 也不能反擊不信者, 實有虧於上帝賜予我們那長⼦子的名份。

現今有些基督徒陷入⼀一股歪風中, 說他們信基督, 但不信基督教, 或說, 他們愛耶穌, 但恨惡惡宗
教。⼀一個名叫Jefferson Bethke的少年年⼈人於2012年年拍攝了了⼀一段不到5分鐘的影片, “Why I Hate 
Religion, But Love Jesus.” 這影片掛在You Tube上, ⾄至今已超過三千萬⼈人點閱。這些否定教會
歷史教義的⼈人, 他們能解釋基督這兩兩句句話的意義嗎? 認識耶穌, 卻沒有宗教成份, 這⼈人所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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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絕不是「我與⽗父原為⼀一」的耶穌。若若我們敬拜耶穌沒有如同敬拜上帝的⼼心, 相信耶穌所說
的話就是上帝說的話, 那麼基督耶穌所⾔言所為就與我們的⽣生命無關, 我們將沒有永⽣生。

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
主說的話絕對沒有⽭矛盾之處, 也不會因為被鞭打得太過嚴重, 以致頭腦短暫失靈⽽而失⾔言。有⼈人
因此懷疑問題出在婦女們或路路加⼈人⾝身上。路路加福⾳音成書在主後60年年前後, 離耶穌受難已屆近30
年年, 會不會是婦女們記憶模糊了了, 所以她們述說這事給路路加聽的時候, 有點失真? 路路加說他詳細
考察所記的每⼀一件事, 當他從這些婦女們⼝口中親⾃自聽得耶穌這些話時, 必然詢問再三。路路加⾃自
⼰己是個有思想的⼈人, 他確定這些話的真實性, 且明⽩白這些話的意義之後, ⼼心裏清楚無疑才敢對提
阿非羅⼤大⼈人說, 他「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路1:4)。(註: 提阿非羅(Theophilus)之意是, 依附
(philus)上帝(theo)的⼈人。)

耶穌指明未來來的事, 「⽇日⼦子」與「那時」指的是基督再來來之時
所學之道既是確實的, 我們的責任就是思想真理理者所⾔言之道。第29節的「⽇日⼦子」與第30節的
「那時」指的是同⼀一個時候, 即基督再來來之時。所以, 耶穌這段話正在指明未來來將要成就的事, 
婦女們(和所有基督徒)在他再來來的那⽇日必會經歷到這些事, 無⼀一例例外, 故屬基督的⼈人都要特別注
意留留⼼心這事。

⼀一些基本事實
在解釋耶穌這話的意義之前, 我先就耶穌說的這段話點化出⼀一些基本事實:
1. ⼀一個受鞭傷如此慘烈的⼈人, ⼼心靈依舊清澈, ⼼心靜如⽔水, 理理智清楚⽽而依舊抓穩事情的本質。這
表⽰示此時的耶穌雖受不義的對待, 但⼼心中卻無恨; 耶穌⼼心中不僅無恨, 他還⼒力力守維護⾃自⼰己是
聖城的王, 凡事教訓屬他的百姓, 尤其是關乎他們將來來福祉的事。

2. ⼈人從各個⾓角度看有鞭傷在⾝身的耶穌, 看到的都是⾎血⾁肉模糊, 結痂滿⾝身的⼀一個⼈人。⼈人怎麼看, 
絕對看不出這樣的耶穌有何榮美之處。耶穌即以話語來來彰顯他是榮耀上帝的事實, 因為他
正在指明末後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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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0 )

3. 耶穌在以賽亞書54:1節既定經⽂文中額加了了「⽇日⼦子要到, ⼈人必說」⼀一語, 這舉動顯出他是上帝, 
藉婦女們向教會作更更進⼀一步的啟⽰示。⼜又, 這額加之語與時間有關, 耶穌即⾃自啟他是上帝, 因
時間的掌控權乃是在上帝⼿手中。因著以賽亞書第54章寫的是教會發展的藍藍圖, 耶穌這額加
之語⼜又彰顯出他是教會的頭, 由他來來決定教會何⽇日停⽌止發展。

4. 所以, 無論仇敵勢⼒力力多⼤大, 即便便全世界都臥在那惡惡者⼿手下, 基督的教會必存在這個世界, 直到
他再來來的那⽇日。

5. 耶穌正在告訴婦女們, 今⽇日即將過去, 重要的是將來來。婦女們已在耶穌前⼀一段有關哭的事上
建立與他永恆的關係, ⽽而耶穌在這裏正在啟⽰示他必復活, 因為倘若若耶穌不復活, 婦女們與他
所建立的關係也就沒有什什麼意義, 講述關於婦女們未來來的事也就沒有什什麼必要。

6. 因著「因為...」之故, 婦女們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就是個必須。哭者有福, 不哭者則不得
福。教會傳承有結束的⼀一天 , 在那⽇日將呈現兩兩個結局, ⼀一是第29節的「有福了了」, 另⼀一是第
30節的有罪了了。耶穌稱前者是「有汁⽔水的樹」, 稱後者是「枯乾的樹」(參參第31節)。

景象的⾔言語 (picture words)
耶穌指⽰示完「不要為我哭,...」之後, 接著說「因為⽇日⼦子要到, ⼈人必說, 不⽣生育的...」, 這兩兩句句話
中間存在著跳躍, 所以我們必須找出連結這兩兩者的橋樑通道。這兩兩句句話的邏輯性困惑著許多⼈人, 
由於不得其解, 在跳躍中遂造成強解現象, 其中最常⾒見見的解釋是耶穌指⽰示耶路路撒冷城將於主後
70年年被毀。做這樣的解釋或接受這樣的解釋的⼈人, 兩兩者皆渾然不知他們正在否定耶穌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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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耶穌說的話侷限在某⼀一時空中。若若以耶路路撒冷被毀來來理理解耶穌這話, 那麼, 在我們聽完這解
釋之後, 耶穌這句句話即對我們失去⽣生命效⼒力力, 這句句話對我們⽽而⾔言等於已經死了了, 是個過去式, 與
我們無關, 更更遑論這句句話關乎我們的未來來。這是以訛傳訛解釋的後座⼒力力。

基督是道路路, 真理理, ⽣生命(約14:6), 故基督絕對不可能使聽他的有不確的悟性跳躍。那麼, 我們當
如何建構這座橋樑通道呢? 需知, 羅⾺馬兵丁的催促,  不容許耶穌多說些什什麼, 於是耶穌充份利利⽤用
他受鞭傷的景象, 化被動為主動, 使這景象成為活⽣生⽣生的圖像⾔言語(picture words), 藉以表達他
當⾔言⽽而未⾔言的話。這圖像⾔言語是什什麼? 因耶穌的「因為...」所述內容引⾃自以賽亞書54:1節, 我
們便便⼤大悟⽽而意識到這圖像⾔言語就是以賽亞書第53章。說得明⽩白⼀一點, 受鞭傷的耶穌正在述說⾃自
⼰己就是以賽亞書第53章所論的那位。

耶穌正在啟⽰示他就是以賽亞書第53章的那⼀一位
耶穌以他的現狀狀具體化以賽亞書第53章: 無佳形美容的那位是他; 被藐視, 被⼈人厭棄的那位是
他; 不被尊重的那位是他; 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的那位是他; 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
我們的罪孽壓傷的那位是他; 那位受刑罰使我們得平安是他; 那位受鞭傷使我們得醫治是他; 被
欺壓在受苦時不開⼝口的那位是他; 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的那位
是他。上帝定意(或喜悅)將他壓傷, 使他受痛苦的那位是他; 上帝以他為贖罪祭的那位是他, 那
位上帝的義僕就是他。(註: 我們曾在2016年年5-8⽉月間講解以賽亞書第53章, 請⼤大家上教會網站
查之。)

這令我們甚為震撼, 耶穌不僅⽤用有⾔言之語啟⽰示他是誰, 亦⽤用無⾔言之語來來啟⽰示他是誰, 這是⼈人類歷
史獨有的教訓⽅方式, 是獨屬於上帝的啟⽰示與⾃自啟。耶穌那「聖經為他做⾒見見證」的最⾼高境界就在
這裏顯明, ⽽而耶穌居然只顯明於⼀一群親眼看到他鞭傷的婦女們。

今⽇日有些基督徒認為我們在新約時代, 所以舊約已經過去, 因此不再重視舊約聖經, 使得教師們
還必須向這群⼈人解釋為何需要舊約聖經。今天, 當我們知道基督如此這般的啟⽰示法之後, 還有
那位基督徒還敢提問舊約何⽤用? 還敢說舊約聖經無⽤用? 還敢放棄舊約聖經? 還敢如基甸會僅發
送新約聖經?

基督的福⾳音
先知以賽亞寫完第53章才寫第54章, ⽽而這章第⼀一節(即基督在這裏曉知婦女們的)就是教會傳福
⾳音的⾏行行動規範之章; 也就是說, 教會傳福⾳音的核⼼心底蘊就是以賽亞書第53章, 當以這章啟⽰示之鞭
傷的基督為核⼼心。當教會這麼做時, 第54章之帳幕的擴張, 幔⼦子的張⼤大, 橛⼦子的堅固, 後裔得多
國為業, 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等才有屬靈的價值; 教會若若偏離了了這⾏行行動規範, 所為即是耶穌責備
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利賽⼈人的,「走遍洋海海陸地, 勾引⼀一個⼈人入教, 既入了了教, 卻使他作地獄之
⼦子, 比你們還加倍。」(太23:15)

「這是主說的」: 主的安慰法
耶穌所引⽤用的以賽亞書54章第1節這麼寫著,「你這不懷孕, 不⽣生養的要歌唱, 你這未曾經過產
難的要發聲歌唱, 揚聲歡呼, 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更多。這是主說的。」(注意紅字)
這節聖經寫「這是主說的」, 耶穌則指⽰示婦女們向她們說話的他就是這位舊約的主, 這是婦女
們從上帝直接⽽而來來的安慰, 藉以安穩她們號咷痛哭的情緒。

我們看到, 耶穌⾃自始⾄至終那⼀一致性的作為就是使⽤用已啟⽰示的舊約聖經。耶穌傳道初期受魔⿁鬼試
探, 即⽤用經上記的話斥責魔⿁鬼, 傳道期間亦⽤用經上的話則被以⾊色列列⼈人的無知, 最後在這裏亦⽤用經
上的話來來教導安慰聖城新耶路路撒冷的婦女們。今⽇日教會界已受否定權威的後現代主義之毒害, 
充斥著否定聖經無誤與絕對啟⽰示的各種論調, 諸如「聖經是有權威的, 但不是無誤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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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聖經才是全然無誤的」等, 也⾒見見牧師⾏行行出撕聖經, 燒聖經之舉。牧師傳道或神學院教授⽤用
聖經教導與安慰⼈人, 卻不相信聖經是無誤的, 他(她)豈豈不是⼀一個⽭矛盾的⼈人? 賴聖經為⽣生者, 卻不
全然相信聖經, 豈豈不怪乎!

請⼤大家記住, 耶穌立下安慰與引導他百姓的規矩, 就是使我們想起聖經說的話。耶穌既⽤用聖經
的話來來撫慰, 輔導, 安穩⼀一個情緒激動的⼈人, 我們當然也必須這麼做, 但請注意其中的前提是, 那
⼈人必須看到我們忠於主耶穌基督, 理理解聖經所⾔言。如果, 我們隨意地引⽤用聖經, 不僅達不到果效, 
甚⾄至會反噬⾃自⼰己。 

主的安慰必激發活化我們的悟性
當我們蒙主的安慰⽽而想起聖經的話時, 必激發活化我們的悟性, 以思想並理理解這經的意義。耶
穌引導的是⼀一群婦女, ⽽而他卻對婦女們說了了⼀一句句違背她們認知的話,「不⽣生育的, 和未曾懷胎的, 
未曾乳養嬰孩的, 有福了了。」無後是猶太女⼈人最⼤大的羞恥, 那無⼦子的老邁以利利沙伯知道她將懷
孕⽣生⼦子, 便便感謝上帝說:「主在眷顧我的⽇日⼦子, 這樣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間的羞恥除掉。」(路路
1:25) 無後的族類代表她失去了了榮耀, 何⻄西阿書9:11節說:「⾄至於以法蓮⼈人, 他們的榮耀必如⿃鳥⾶飛
去, 必不⽣生產, 不懷胎, 不成孕。」

但, 在場的婦女或已有⼦子嗣, 且正處在親⾝身蒙上帝啟⽰示的榮耀中, 所以耶穌這句句話就不是指婦女
⽣生孩⼦子的事。這時, 婦女們必須⽌止住嚎啕痛哭, 思想耶穌這句句話的意思。試想, 若若婦女們帶著原
本感傷的⼼心回到⾨門徒中間, 她們娓娓道來來耶穌受鞭傷的慘狀狀, 再加上深深泣聲的肢體語⾔言, 必然
會感動在場的⼈人。這些⼈人再⽤用感傷的情緒傳給其他的⼈人聽, 那麼新約教會信徒就帶著感傷的⼼心, 
⽽而不是得勝的⼼心來來記念念主。基督命令凡屬他的教會和基督徒當好好思想他的話, 不得怠惰。希
伯來來書12:5-11節說,「5我兒! 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 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6因為主所愛
的, 他必管教...8你們若若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 不是兒⼦子了了。...」

⾺馬丁路路德說:「傳道⼈人每天應該勤勤奮地學習, 不可懈怠。應當有規律律地閱讀, 教導, 學習, 思想, 
默想, 直到將魔⿁鬼置於死地, 直到⾃自⼰己能夠確定已經比所有基督徒都博學時才停⽌止。」也說:
「問問傳道⼈人, 他講道的⼯工作量量有多重? 傳道⼈人的筆的確很輕, 但講道的⼯工作使他們的頭腦和⼝口
舌承擔極⼤大的壓⼒力力。其他⼯工作可能只要⽤用⼿手, 或⽤用腳, 或背部, 或其他肢體就可完成, 但寫講章
的⼈人不⾏行行,  寫時看起來來只需要動動幾根⼿手指, 但實際上, 傳道⼈人整個⾝身體和靈魂都需要參參與在這
寫講章的⼯工作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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