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四⽉9⽇ 

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15) - ⼤山倒身與⼩山遮蓋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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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西阿書10:1-8節

前⾔言
J.I. Packer (1926-)說,「Being a christian is a blend of doctrin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基
督徒需揉合教義, 經歷, 以及習練。」

基督必再來來
今天我們開始解釋耶穌這段話最後兩兩節經⽂文。⾸首先,「那時」與「⽇日⼦子要到」同義, 指的是基督
再來來的那時那⽇日。耶穌這段話告訴我們, ⽇日⼦子要到的那時並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說同樣的話, 有
些⼈人說的是第29節, 但有些⼈人說的卻是第30節。這兩兩節話的意義不是為了了增強之效, ⽽而是完全
不同結果的兩兩句句話, 是天堂與地獄兩兩極化的結果。

我們解釋過第29節耶穌引以賽亞書54:1節的話, 知道這是上帝在鞭傷的基督裏美好的應許。今
天我們要解釋第30節耶穌何⻄西阿書10:8節的話, 這話帶給我們的卻是與第29節完全相反的信
息。若若說引以賽亞書54:1節令我們欣喜, 但引何⻄西阿書10:8節卻令我們恐懼戰兢。

思想準備
我們當以怎樣的態度接受基督第30節的警告, 取決於我們如何順從第29節的教訓; ⽽而我們如何
百分百, 真誠地說出第29節的話, 取決於我們是否全然地接受以賽亞書第53章每⼀一字, 每⼀一句句。
舉第53:5b-6節為例例,「5b因他(基督)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6我們
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行⼰己路路, 主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基督)⾝身上。」我們必須以絕對的態
度接受之, 將所有名詞思想⾄至極致。基督受的刑罰是⾄至極的刑罰, 基督受的鞭傷是極度的鞭傷, 
基督⾝身上背負著我們眾⼈人的罪孽是⾄至深⾄至廣, 且是我們無法解決, 永遠抹不去的罪孽。當我們
這麼思想, 並深切地知道這些⾄至極的名詞獨獨屬於基督, 我們從基督那裏得的平安就是⾄至極的
平安, 任誰也無法奪去的平安, 得著的醫治也是終極性的, 毫無玷污, 皺紋等類的病, 乃是聖潔沒
有瑕疵的。其他經⽂文也當如此⾏行行, 唯有這樣, 我們才能將全部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

當我們緊密地連結以賽亞書第53章的主, ⽣生命準備好之後才能看到, 若若那些沒有這樣⽣生命的⼈人, 
他們就落落向第30節的痛苦深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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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律法與先知
⼗十⼆二卷⼩小先知書當視為⼀一整卷書, ⽽而何⻄西阿書是這卷書的第⼀一部。先知何⻄西阿和阿摩司同時被
上帝呼召作北國以⾊色列列的先知, 同⼀一時期上帝派在南國猶⼤大的先知是彌迦和以賽亞。先知即教
師, ⼯工作的內容就是解釋上帝的律律法, 讓百姓知道上帝以祂的律律法來來管理理他所召聚來來的百姓。
律律法包含著救贖與永⽣生的應許, 和聖潔⽣生活的訓詞典章; 律律法引導⼈人愛上帝, 以⼼心靈和誠實來來敬
拜上帝; 律律法叫⼈人知了了罪, 使⼈人確認中保的必須。

耶穌指出先知⼯工作的獨特性, 他責備⾰革流巴的⼼心信得太遲鈍和無知之後, 便便「從摩⻄西和眾先知
起, 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了。」(路路24:26) 耶穌將摩⻄西與眾先知並列列, 表⽰示
各有所重。我們誦讀先知書即知, 當⼈人不回應上帝的呼召, 且不順服在祂律律法的管理理之下, 那⼈人
必得承受上帝的責備與懲戒。上帝必⾔言出必⾏行行, 其具體的刑罰包括刑罰的⽅方法和施⾏行行刑罰的時
間。可想⽽而知地, 這樣的⼈人必活在懼怕上帝的陰影下。當然, 責備的⾔言語當中亦有關乎上帝恩
典和祂救贖的事, 但最主要的還是關乎懲治的事。

北國以⾊色列列的王
何⻄西阿⼯工作的對象是北國以⾊色列列王朝的⼗十個⽀支派, 北國第⼀一個王-耶羅波安為了了鞏固他的王權,  
不讓百姓回歸⼤大衛的家, 便便精⼼心在伯特利利和但建造⾦金金⽜牛犢, 供百姓供奉之, 滿⾜足他們宗教上的需
要, 完全不將上帝如何責罰晚年年走偏的所羅⾨門放在⼼心上。爾後諸北國繼位的王均依循耶羅波安
這宗教⽅方法來來統治百姓,「使以⾊色列列⼈人陷在罪裏, 惹動主以⾊色列列神的怒氣。」(王上15:26,30,34; 
16:13,19,26; 21:22; 22:52) 常年年下來來, 北國王朝對上帝的敬拜已全然玷污, 充斥著各樣的迷信, 
以致難以悔悔改。現今靈恩派教會亦是如此, 後輩已無法脫離前輩的靈恩作為。

先知何⻄西阿
先知何⻄西阿的⼯工作對象是北國以⾊色列列, 但他寫何⻄西阿書⾸首節時卻寫下他跨四個南國猶⼤大王。這
有幾個⽬目的: (1)使我們可略略為計算何⻄西阿作上帝的先知的時間長短, 據估算達70餘年年, 死於希⻄西
家王當權時。(2)以⻄西結以南國猶⼤大的敬虔凸顯出北國以⾊色列列的邪惡惡。(3)以⻄西結服事上帝⼀一⽣生, 
⾄至老亦不失其⾝身為先知的熱⾎血, 依然努⼒力力不懈地教導百姓。何⻄西阿的忠⼼心為我們的典範。

上帝給北國北以⾊色列列⺠民五穀, 新酒和油, ⼜又加增他們的⾦金金銀, 他們卻以此供奉巴⼒力力(何2:8); 百姓
在財富豐盈中開始肆⾏行行犯罪, 遠離上帝。百姓以為上帝與他們同在, 但上帝卻否定他們這樣的
瑕想, 反⽽而說這地⼤大⾏行行淫亂, 離棄祂(何1:2b), 也說:「這地上無誠實, 無良善, 無⼈人認識上帝。...
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何4:1b;6a) 上帝評論以⾊色列列百姓字語有, 「良善如同早晨的雲霧」
(何6:4b),「胎墮乳乾」(何9:14),「背道的病」(何14:4)等。

何⻄西阿寫最後⼀一節, 說,「誰是智慧⼈人, 可以明⽩白這些事? 誰是通達⼈人, 可以知道這⼀一切? 因為, 
主的道是正直的, 義⼈人必在其中⾏行行走, 罪⼈人卻在其上跌倒。」(何14:9) 我們就就當特別留留意這
⼩小先知書⽽而儆醒禱告, 好成為這書所要的智慧⼈人, 通達⼈人, 明⽩白這書所寫的事; 成為⼀一個走在正
直的上帝的道上的義⼈人, 不致跌倒。

何⻄西阿書第10章
先知書之威在於記下上帝與祂百姓鮮活的互動, 由於耶穌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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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何⻄西阿書第10章, 我們就以這章為例例。

第⼀一節寫著上帝如何善待以⾊色列列, 使她的葡萄樹從枯寂轉為茂盛, 結果⼦子繁多。然, 以⾊色列列從上
帝那裏得著滋潤與眷顧, 卻將其所得去豐富巴⼒力力的祭壇, 修得該壇的柱像, 使之越發地美麗。以
⾊色列列⼈人著實地違背了了⼗十誡的第⼀一誡, ⼼心懷⼆二意, 在上帝之外還⽣生發敬拜假神的⾏行行為; 他們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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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理會上帝的恩澤, 更更是沒有誠實地敬拜上帝。為此, 上帝不會沒有反應, 遂定以⾊色列列為有罪, 上
帝實質的動作就是拆毀祭壇和毀壞柱像(第2節)。

以⾊色列列看到上帝如此懲治他們, 理理當知恥⽽而回歸獨⼀一上帝的敬拜, 但是他們還是⾃自詡是亞伯拉
罕的後裔, ⾃自以為是, 編起各樣的理理由, 試圖不讓上帝責備的劍射向他們邪惡惡的⼼心。他們說的理理
由是「我們沒有王, 因為我們不敬畏主, 王能為我們做甚麼呢?」(第3節) 以⾊色列列這麼說好像他
們願意回到上帝⾯面前, 但事實卻是他們或有了了王在他們中間作為屏障, 以免於上帝的⼿手⽽而來來的
威脅。他們詭詐地分說的⽬目的就是不要上帝改變他們既有的⽣生活⽅方式與思想模式。

第4節
不僅如此, 他們還在立約時還信誓旦旦地說, 他們是敬拜上帝最好, 且最忠貞的⼀一群。以⾊色列列⼈人
與上帝互動的經驗是, 當他們犯罪被責備後, 便便說要悔悔改, 甚⾄至他們還與上帝以立約的⽅方式顯出
他們悔悔改的意願。然事實顯出, 那只不過是個託辭, 因為過沒多久, 那悔悔改的記號就消失了了, 他
們⼜又回到犯罪的老路路上去。先知何⻄西阿說, 他們這是「立約說謊⾔言, 起假誓」。由於以⾊色列列不
斷以這等⽅方式是與上帝互動, 悔悔改的⾏行行為模式重複不斷, 以致他們每再⼀一次的立約, 立約起誓的
語詞更更形加重。這就好像⼩小偷被抓幾次後的誓⾔言是, 再偷就將⼿手剁下來來。

以⾊色列列⼈人天真地以為他們悔悔改了了, 立約了了, 上帝便便會接受他們, 他們在悔悔改立約後, 也就照常的
犁地, 在犁出的溝中播下農作物的種籽, 以為上帝必如往常⼀一樣, 使他們的農作豐收。但是, 上
帝知道⼈人⼼心裏所存的, 否定以⾊色列列⼈人⼼心中之願, 上帝指出他們對祂立約的⼼心是虛偽的, 矯飾的。
於此, 上帝具體的災罰就是將「苦菜滋⽣生在⽥田間的犁溝中」(第4節)。

第5節
先知進⼀一步點出以⾊色列列⼈人⼼心中推崇的不是上帝, ⽽而是撒瑪利利亞恭奉在伯特利利和但的⽜牛犢, 以為
那是他們真實盼望的所在。但, 先知卻嘲笑他們, 看他們這樣做, 真是瘋了了。先知要讓以⾊色列列⼈人
看清楚, 撒瑪利利亞居⺠民如何對待他們的假神。原來來, 當撒瑪利利亞居⺠民看到⾃自建於伯亞⽂文的⽜牛犢, 
也就是, 他們假神的記號, 有危險時, 他們居然會出⼿手相救。⼈人以⾁肉⾝身之體去救不能⾃自救的假神, 
這豈豈不是可笑⾄至極之事!

祭司的荒謬: 先知在這⼀一節後半段進⼀一步讓以⾊色列列⼈人看到外邦祭司的無助與荒謬。這些祭司獻
⽜牛犢時總是喊聲震天, 以利利亞曾嬉笑那些從早晨到午間求告⽜牛犢的巴⼒力力先知, 說,「⼤大聲求告吧! 
因為牠是神, 牠或默想, 或走到⼀一邊, 或⾏行行路路, 或睡覺, 你們當叫醒牠。」(王上18:27) 現在伯亞
⽂文的祭司從狂喜狀狀態轉為悲哀, 因為他們假神的殿的榮耀因⽜牛犢不在⽽而消逝了了。

第6節
先知再多加解釋撒瑪利利亞居⺠民和伯亞⽂文祭司為何悲哀, 因為他們為要消弭亞述之耶雷布王的怒
氣, 將殿裏的⽜牛犢獻上, 好與之達成和平協議。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候, 以法蓮和以⾊色列列的⼼心也隨
之起舞, 看到⽜牛犢的遷移也悲哀起來來。先知說,「以法蓮必蒙羞, 以⾊色列列必因⾃自⼰己的計謀慚
愧。」他們以為依附著雄偉的伯亞⽂文祭壇, 就可安度年年⽇日, 但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 該祭壇的⽜牛
犢居然會挪去獻給亞述耶雷布王作為禮物, 使得該祭壇空空如也。

第7節
撒瑪利利亞王的⼒力力虛: 不僅撒瑪利利亞假神的殿將空空如也, 不再榮耀, 就連撒瑪利利亞的王也必滅
沒。這裏, 上帝即說祂將滅沒撒⾺馬利利亞王, 如同「⽔水⾯面的沫⼦子」⼀一樣; 沫⼦子相對於⽔水⾯面好像很突
出, 但卻是⽔水的分泌泌物, 這比喻那⾃自以為強⼤大的王朝, 不過是坨糞便便⽽而已, 突出於地, 但卻是臭
的。地上的王權不如世⼈人所想, 是強壯的, 堅實的, 因在上帝眼中不過是⽔水⾯面的沫⼦子,  沒有什什麼
可被依靠的條件。箴⾔言21:1節說:「王的⼼心在主⼿手中, 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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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列⼈人的無知即在此, 他們看撒⾺馬利利亞王朝強盛於她, 看這王是堅強的堡壘壘, 可以保護他們的
財產, 有強⼤大的⼒力力量量可以決定以⾊色列列族前⾯面的走向, 但先知說這王朝與這王朝的王是⽔水⾯面的沫
⼦子, 隨時會消失不⾒見見。以⾊色列列⼈人對上帝硬⼼心, 卻願⾂臣服於地上王權, 這豈豈不是無知之舉? 普世通
則皆是靠⾞車車靠⾺馬(詩20:7), 卻不知「靠⾺馬得救是枉然的, ⾺馬也不能因⼒力力⼤大救⼈人。」(詩33:17) 以
⾊色列列陷於他們的愚蠢當中⽽而無法⾃自拔, 故他們的耳需要不斷的被刺刺激 被提醒他們。 

第8節
先知在此⽤用更更重的⼤大錘擊打因罪⽽而⼼心硬的以⾊色列列⼈人。先知說,「伯亞⽂文的邱壇, 就是以⾊色列列取罪
的地⽅方, 必被毀滅。」伯亞⽂文(也就是巴⼒力力)的邱壇是不敬虔是的代表, 當⼈人不真確地傳講上帝的
道, 使之褪⾊色, ⼈人必⾃自造許多新的名來來掩蓋他們褻瀆上帝的事。耶羅波安建殿, 在沒有上帝的吩
咐下, ⾃自立許多獻祭的事。伯亞⽂文的邱壇必被毀滅, 同樣地, 以⾊色列列也會被毀滅。

他們必對⼤大⼭山說:『遮蓋我們!』對⼩小⼭山說:『倒在我們⾝身上!』
⻄西番雅書1:18節說:「當主發怒的⽇日⼦子, 他們的⾦金金銀不能救他們。祂的忿怒如火, 必燒滅全地, 毀
滅這地的⼀一切居⺠民, ⽽而且⼤大⼤大毀滅。」那麽, 上帝說, 以⾊色列列必被毀滅,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先知
老實地告訴以⾊色列列⼈人, 當這毀滅可怕事臨臨到他們⾝身上時, 他們必脫⼝口, 對⼤大⼭山說:「遮蓋我們!」
對⼩小⼭山說:「倒在我們⾝身上!」請問各位, 當⼤大⼭山遮蓋我們, 或⼩小⼭山倒在我們⾝身上, 是怎樣的情況? 
每⼀一個⼈人都變成⾁肉餅, 連堅硬的骨頭也碎了了, 倒幾次便便變成粉了了。當以⾊色列列取罪時說了了這些話, 
表⽰示他們寧可死, 不願意活著經歷上帝的怒氣。原本那看⾒見見美麗的太陽與⼤大地欣欣向榮⽽而有活
著真好的喜悅, 但是當上帝的⼿手擊打他們時, 這些反成為他們想逃避不⾒見見的景象。那時,  ⼈人寧可
尋找無光的深淵, 寧可萬死, ⽽而不願⼀一刻活著。

鞭傷的基督引這句句話
當我們明⽩白⾄至此, 再回讀鞭傷的基督引何⻄西阿書10:8節這句句話, 就明⽩白基督之意。當我們不看
重編傷的基督, 不⾼高舉基督⼗十架, 不以此為教會主要信息以餵養主的⽺羊, 招聚上帝的兒女, 那麼
當基督再來來的那時, 這些教會, 這些基督徒, 這些⼈人「要向⼤大⼭山說, 倒在我們⾝身上; 向⼩小⼭山說, 遮
蓋我們。」

我先前提⽰示當以絕對的⼼心讀第29節之應許與誡命, 也必須絕對的⼼心讀這第30節之終極性的審
判。請⼤大家注意⼩小先知書常⾒見見的⼀一個對比, 就是百姓的⾃自誇與上帝的怒⾔言, 這是⾄至惡惡與⾄至善的
交鋒。那時的以⾊色列列⼈人與上帝回嘴, 或還有機會聽到何⻄西阿書13:14節救贖性的話語,「我必救
贖他們脫離陰間, 救贖他們脫離死亡。死亡啊! 你的災害在哪裡呢? 陰間哪! 你的毀滅在哪裡
呢? 在我眼前絕無後悔悔之事。」但是, ⽇日⼦子要到的那時, 我們必沒有這樣的機會, 連編理理由的機
會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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