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四⽉16⽇ 

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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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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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與試煉
⽗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是活的, 以道來來引導屬基督的⼈人, 這引導必有試煉在其中。所以, 我們每回
聽到上帝的道之後不久, 必有某事顯於前, 來來試鍊鍊我們回應這道。我們聽得基督之「不要為我
哭, 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的意義後, 再看到上週因復活節緣故之許多基督徒的哭, ⼤大家⼼心
中是動容呢? 還是悲傷? 基督已指⽰示我們在他之下的哭當是怎樣的哭, 然基督徒就是不注意基
督說的這話, 還是按⾃自⼰己的意思哭。這兩兩天從北到南教會舉辦的復活節聯聯合活動的標語和台上
的⼝口號, 無⼀一題到基督的死與復活, 甚⾄至有位牧師在台上將亞當的犯罪改說成亞當的犯錯。

慶祝復活節
今天是2017年年的復活節。每當這⽇日來來臨臨時, 我們總產⽣生⽭矛盾情緒, 慶祝之還是不要。初期教會
並未設立復活節與聖誕節, 這兩兩節⽇日都是君⼠士坦丁皇帝實⾏行行政教合⼀一之後的事。因此, 今⽇日教
會慶祝復活節(和聖誕節)乃是習慣使然。仔細想想, 教會若若為⾃自⼰己的緣故⽽而慶祝復活節是⼀一件
奇怪的事, 因基督徒慶祝基督的復活⽽而⽣生的歡愉與興奮, 理理當是⼀一年年365天每⽇日當有的情感, 深
思基督⼗十架應當是基督徒常做的事。

基督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 是為你們流出來來的。」(路路22:20) 基督的新約是每⽇日新, 時
時新, 永遠新, ⽽而新約的⾎血必有復活。基督這句句話顯出他是在時間之上, 也是在時間之內的主。
這樣, 若若教會與會眾平時不經歷復活基督的新約, 特別選這⼀一天來來提醒會眾, 這已經⾃自打嘴巴, 
否定⾃自⼰己是教會。另⼀一⽅方⾯面, 教會若若為世⼈人故⽽而慶祝復活節的話, 復活節的信息當然更更應該是
傳講基督復活, ⽽而不是受邀者的個⼈人⾒見見證, 或其他信息。

謹守⽇日⼦子的後遺症
保羅訓責加拉太教會, 並將他們的「謹守⽇日⼦子, ⽉月分, 節期, 年年分」歸為懦弱無⽤用的⼩小學(加4:9-
10)。使徒甚⾄至說了了⼀一句句難⾒見見的話, 他說他為這些教會感到「害怕」(參參加4:11)。

請問各位, 謹守「⽇日⼦子, ⽉月分, 節期, 年年分」會帶來來怎樣的後遺症? 若若⼀一個⼈人謹守某個⽇日⼦子, 那⽇日
⼦子當然比其他⽇日⼦子不同, 是重要的, 是受他重視的。當我們基督徒分別⽇日⼦子, 重此輕彼的時候, 

第 �  ⾴頁 (共 �  ⾴頁)1 4



那些被我們較不看重的⽇日⼦子, 也就是那些謹守的⽇日⼦子之外的⽇日⼦子, 將成為我們的咒詛。這話怎
麼說? 請問各位, 誰知道主再來來的⽇日⼦子是那⼀一⽇日? 無⼀一⼈人知, 因耶穌說這事定於⽗父上帝⼿手中,「那
⽇日⼦子, 那時辰, 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惟獨⽗父知道。」(太24:36) 所
以, 基督要求⾨門徒當隨時豫備他的再來來, 因為他在他們想不到的時候, 就來來了了(路路12:40)。在路路加
福⾳音同⼀一第12章中, 基督也⼤大⼤大地責備那些不豫備的⼈人, 並說要重重地懲治這樣的僕⼈人, ⽽而他處
置的⽅方式是把他腰軋了了,「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卻不豫備, ⼜又不順他的意思⾏行行, 那僕⼈人必多受責
打。」(路路12:45-47) 保羅知此便便以賊臨臨比喻主的再來來, 因苦主不知賊何時進入他的屋內。

平常為上
那, 我們豫備主再來來的⼼心應當是怎樣的⼼心? 這不是⼀一位修讀神學博⼠士學位的⼈人會思想的問題, 但
卻是每⼀一個基督徒當知的事。我換⼀一個⽅方式問: 在主再來來的那時刻, 我們的⼼心是愕然⼀一嚇, 不知
所措, 還是如平常⽇日⼦子般地⾃自然? 我們與主諸關係之⼀一有新娘與新郎, 世上做新娘的皆知被迎娶
的⽇日⼦子, 但別忘了了, 我們作基督新婦的, 卻不知新郎何時來來迎娶。是故, 我們不可能如世上新娘
般地天天打扮成新娘樣, ⽽而是以平常⼼心為之。因此, 我們從暫態轉移⾄至永態, 必是⼀一個平和, ⾃自
然的移步, 中間沒有勉勉強, 沒有彆扭, 沒有委屈, 同時沒有對暫態的留留戀。(註: 我在這裏說的⾃自
然是被上帝的道改變後的⾃自然, ⽽而不是原有天性使然的⾃自然。)

我舉⼀一個例例⼦子。相戀中的情侶在約會時, 總是將⾃自⼰己最美的⼀一⾯面顯在對⽅方的⾯面前。女⼦子臉上有
妝, 男⼦子衣冠整⿑齊, 及⾄至婚禮時亦是如此相待。但當成家後的第⼀一天, 女⼦子卸了了妝, 男⼦子恢復他
平常的邋遢, 雙⽅方開始不認識對⽅方了了。男⼦子不能接受他美麗妻⼦子的素顏與⾔言語舉動, 他約會時
從這位女⼦子⾝身上散發出的味道都是香的, 怎麼如廁之後的氣味居然與他⼀一樣的難聞; 女⼦子無法
接受這位風度翩翩的男⼦子, 居然會挖⿐鼻孔, 搓腳趾, 如廁的習慣令她無法恭維。雙⽅方把不⾃自然視
為⾃自然, 因此在平轉的那⽇日就沒有辦法接受對⽅方的⾃自然。在世的婚姻有時間可為調適, 但是與
新郎基督的婚姻則是沒有這般機會。

養成晝夜思想上帝的道的習慣
那麼, 我們的⾃自然當是怎樣的⾃自然? 耶穌呼召彼得和安得烈, 雅各和約翰兩兩對兄弟, 以及腓⼒力力時, 
聖經說他們就立刻捨了了網, 捨了了船, 別了了⽗父親, 跟從了了耶穌(太4:19-22; 約1:43)。試問, 若若他們平
時沒有盼望天國到來來的⼼心, 怎可能在耶穌呼召時, 「立刻」跟從他? 另⼀一個典型的例例⼦子是拿但
業, 他遇⾒見見耶穌的那時, 正在思想雅各異異夢的意義,「夢⾒見見⼀一個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頭頂著天, 
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 上去下來來」(創28:12)。若若拿但業不是思想天上的事, 耶穌顯在他⾯面前
時, 如何與之對話? 詩篇第⼀一篇已經告訴我們,「喜愛主的律律法, 晝夜思想, 這⼈人便便為有福。」

主⽇日講道者的平常, 會眾的平常
容我再說些關於平常為上的事。主⽇日講道者當按理理準備講章, 平時就當盡全⼒力力為之。但若若為名
望者的造訪, 為給他留留下好印象⽽而另作準備, 這不平常之舉是不切的。講導者尚須注意, 其講章
內容亦不得以⼈人數多寡定熱⼼心與充份, ⼀一切皆當以闡揚真理理為上, 該如何講究如何講。再者, 教
會接待⼈人不可分穿著華美衣服或穿著骯髒衣服, 座位不可分好位或腳凳下邊的位(雅2:1-4), 這
些事的思維就是我們不知主基督何時再來來。若若主再來來時, 我們的樣是平時樣, 這是好的; 但若若主
來來的那時, 講道者正輕慢講章, 接待者正分辨貧富, 這些⼈人將無地⾃自容。

基督指明未來來
基督告訴婦女們平時當如何預備⾃自⼰己, 就是要看到他的鞭傷, ⽽而為⾃自⼰己哭, 也為⾃自⼰己的兒女哭; 
婦女們平時這樣的預備, 已預定了了她們在他再來來時, 必可說出今⽇日誦讀經⽂文之第29節蒙應許的
話。我們看到, 基督教導屬他的⼈人常叫他們看到世界末了了會發⽣生的事, 這裏教訓婦女們是⼀一例例, 
另⼀一顯著的例例⼦子是他對回答彼得之問(太19:27-28)。彼得對耶穌說:「看哪! 我們已經撇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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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跟從你, 將來來我們要得甚麼呢?」耶穌並沒有駁斥彼得如此勢利利之問, 他回說:「我實在告訴你
們, 你們這跟從我的⼈人, 到復興的時候, ⼈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 
審判以⾊色列列⼗十⼆二個⽀支派。」主以未來來答覆之。

今⽇日之為決定未來來之福
上帝給⾨門徒所指明的未來來與亞伯拉罕不同, 後者僅指明近程發⽣生那毀滅所多瑪和蛾摩拉的事, 
但給⾨門徒(和婦女們)指明的未來來卻是永世的福祉。基督向⾨門徒和婦女們指明未來來之事, 指出了了
⼀一個事實就是, 他們今⽇日之為決定著他們的未來來。基督這啟⽰示給予我們重要的提⽰示, 我們今⽇日
按基督教訓⽽而為, 今⽇日眼中雖不⾒見見之, 但基督應許必⾒見見之; 我們⼀一定得果效, 有獎賞。使徒約翰
說:「親愛的弟兄阿! 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 將來來如何, 還未顯明, 但我們知道, 主若若顯現, 我們
必要像他, 因為必得⾒見見他的真體。」(約⼀一3:2)

先知書永世不變的責備
鞭傷的基督引了了⼩小先知書短短⼀一⼩小節聖經, 經⽂文雖短, 我們卻不可看之以為⼩小。我們尤其不愛
讀何⻄西阿書, 在不熟悉該卷書的情形之下, 更更容易易讓我們輕忽基督這教訓。我們不得以為⼩小先
知書是關於猶太歷史的記述, 與活在恩典時代的我們無關。不是的, 因為⼩小先知書在聖經中, 是
上帝的話, 上帝責備並懲戒那些不回應祂的呼召, 不順服祂律律法管理理之下的⼈人。上帝當時如何
以先知書責備以⾊色列列⼈人, 基督也必然⽤用同樣的話來來責備輕看他受審, 鞭傷, 與死的教會與基督徒,
基督說:「我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 我怎麼聽⾒見見就怎麼審判」。也就是說, 主耶穌基督再來來時, 不
傳他受難的教會, 不以他的受難為信仰核⼼心的基督徒, 將親耳聽到, 親眼看到羔⽺羊耶穌⽤用先知書
中的話施⾏行行責備。

我們受到⾼高位階的⼈人⼀一句句責備的話, ⼼心中必耿耿於懷, 永遠不會忘記。若若責備的話出於主的⼝口, 
那我們將如何⾯面對? 不管我們讀過或沒讀過先知書, 耶穌⽤用其中⼀一句句話責備我們, 就⾜足夠讓我們
膝弱如⽔水, 顫抖不已, 就如同他對婦女們說著這麼⼀一句句何⻄西阿書的經⽂文。然, 先知書卻有千千萬
萬句句責備的話語, 我們的顫抖將是永不⽌止息。這就是地獄。

百姓取罪在他們得飽⾜足時
何⻄西阿書10:8節有⼀一個字詞是先知獨特的⽤用語, 那就是「取罪」。其中的「取」字顯得格外醒
⽬目, 這字清楚指出上帝百姓的罪是⾃自取的, 因為他們敬拜上帝已全然出軌。先知說,「伯亞⽂文的
邱壇就是以⾊色列列取罪的地⽅方」, 也說「以法蓮增添祭壇取罪, 因此, 祭壇使他犯罪。」(何8:11) 
祭壇是⼈人與上帝交會處, 是⼈人展現他宗教性最強的地⽅方。上帝百姓應當聚集在上帝指定之祭壇
⾏行行獻祭之事, 但以⾊色列列卻出現在伯亞⽂文的祭壇, 以法蓮也增添了了許多上帝不認可的祭壇。以⾊色
列列這樣⼼心懷⼆二意的舉動, 他們宗教的⼼心已變得複雜不專, 已不得⾒見見上帝。基督說:「清⼼心的⼈人有
福了了, 因為他們必得⾒見見上帝。」(太5:8) 清⼼心的⼈人是one-hearted man。上帝的百姓為何逕⾃自發
展⾄至此? 上帝指出其中原因是,「這些⺠民照我所賜的食物得了了飽⾜足, 既得飽⾜足, ⼼心就⾼高傲, 忘記了了
我。」(何13:6)

以⾊色列列有兩兩個主
北國以⾊色列列⺠民的⼼心與夏娃的⼼心兩兩者墮落落的根本原因是⼀一樣的。兩兩者皆相信上帝的存在與祂的權
威, 但卻同時也相信另⼀一個對等於上帝權威的存在。當⼈人⼀一旦相信有對等之絕對權威存在, 他
已經不認上帝的權威是絕對的絕對權威時, 這樣的⼈人的⼼心不需醞釀, 不需驗證, 不需被說服, 不
需有任何經歷, 即刻傾向這對等權威, 相信這權威所賜的強過上帝所賜的。就在同時, 這樣的⼈人
必定懷疑上帝說的話, 即便便他們聽到上帝說,「以⾊色列列啊! 你與我反對, 就是反對幫助你的, ⾃自取
敗壞。」(何13:9) 也不會停⽌止他們奔向那對等權威的的腳步。上帝如何定罪夏娃, 也同樣定罪
北國以⾊色列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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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有兩兩個主
今⽇日教會亦發⽣生同樣的情形。基督是教會的頭, 是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故教會理理當尊基督為
主, 順服⽗父上帝的命令⽽而聽基督的話。教會若若在基督之外另舉權威, 那麼她必像北國以⾊色列列, 順
服這權威甚過基督的權威。這樣的教會即便便⼝口中常題「神」或「聖靈」, 常辦「遇⾒見見神」營會, 
以為這樣說, 這樣做, 就是敬拜上帝。然她們⼝口中這神中無基督, 嘴邊這聖靈中也無基督, 講台
亦不⾒見見傳揚基督, 明明顯出在教會中去棄基督之絕對的絕對權威。這樣的教會不過取「神」名
之威以為服眾的⼯工具。

基督徒聚會在沒有基督權威的教會, 等同於以⾊色列列⺠民⾝身在伯亞⽂文的祭壇; 這樣的基督徒聽不到
基督的話, 等同於以⾊色列列聽不到上帝先知的話。祭壇是以以法蓮犯罪, 基督徒表現出宗教性最
強的地⽅方-教會, 變成基督徒取罪的地⽅方。請注意, 基督徒⾃自⼰己決定進那間教會,  決定停留留在那
間教會, 責任是基督徒⾃自⼰己當負的。⾄至於所謂「家庭祭壇」,「禱告祭壇」因⽤用了了聖經重要字
詞, 故理理當謹慎。

⼤大⼭山倒⾝身和⼩小⼭山遮蓋
基督引何⻄西阿書10:8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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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要我們知
道, 教會若若忤逆他, 不傳他受難, 不拜他如同拜⽗父, 與北國以⾊色列列忤逆上帝, 進⾏行行虛假的宗教敬
拜, 兩兩者是⼀一樣的。上帝當時如何定罪以⾊色列列, 基督也必照樣定罪這樣的教會, 因為「⼦子憑著⾃自
⼰己不能作甚麼, 惟有看⾒見見⽗父所作的, ⼦子纔能作; ⽗父所作的事, ⼦子也照樣作。」(約5:19) 以⾊色列列被
上帝如此定罪的時候, 他們甚願⾃自⼰己被⼤大⼭山倒⾝身, ⼩小⼭山遮蓋, 也不願親眼看到上帝的定罪。同樣
地, 當教會被主基督定罪的時候, 基督徒甚願⾃自⼰己被⼤大⼭山倒⾝身, ⼩小⼭山遮蓋, 也不願親眼看到主的
定罪。

第⼀一個經歷這⼤大⼭山倒⾝身和⼩小⼭山遮蓋的就是三次不認主的彼得, 雖然不認主這事發⽣生在基督受鞭
傷之前, 但當婦女們爾後告知彼得基督對她們說的這話時, 彼得必然會對⾃自⼰己不認主的⾏行行為驚
恐萬分。當彼得第三次不認主之際, 路路加記「61主轉過⾝身來來, 看彼得。彼得便便想起主對他所說的
話,『今⽇日雞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認我。』62他就出去痛哭。」(路路22:61-62) 彼得被主這麼淡淡
⼀一看, 他完全無法⾃自⼰己, 立即出去(went out), 並痛哭(wept bitterly)。

使徒之⾸首彼得伺主旁達三年年半之久, 尚且不信主對他說的話, 甚⾄至還回嘴主, 我們豈豈可以為⾃自⼰己
必聽主⾔言, 全然接受他的命令? 知此我們當儆醒禱告, 以免入了了迷惑; 上帝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 
基督徒也因無知識⽽而滅亡。

為何上帝還向以⾊色列列與教會說話
取罪的以⾊色列列必走到「對⼤大⼭山說:『遮蓋我們』; 對⼩小⼭山說:『倒在我們⾝身上』」的地步, 他們必
在這地步上求萬死, ⽽而不願⼀一活, 因為活著看到上帝施⾏行行的審判太可怕了了, 那為什什麼上帝先知還
熱切地教導這群無知的百姓? 須知, 上帝先知顯出的三⼤大證據是, 有上帝的差遣, 上帝的靈, 以
及上帝的話。所以, 先知向上帝的百姓說話乃是按上帝的意旨⽽而⾏行行; 既是如此, 先知說話的對象
裏必存在將他的話聽進去的百姓。更更進⼀一步地說, ⼈人類歷史可前⾏行行的軸線乃是這些真正領受上
帝的話的⼈人所織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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