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四⽉30⽇ 

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17) - 有汁⽔的樹和枯乾的樹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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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牧師更更改了了福⾳音的內容
今年年復活節有位牧師在搭建的講台上, 公然地將亞當犯罪說成亞當犯錯, 這⼀一字之差, 差之千⾥里里, 
差之天地, 差之⽣生死, 說他更更改聖經的啟⽰示也不為過, 因聖經明明地說:「罪是從⼀一⼈人(亞當)入了了
世界」(羅5:12a)。這讓我想到梅梅欽(John Gresham Machen, 1881-1937)寫的⼀一段話:「對那些
強調效法基督的⼈人來來說, 罪似乎不存在了了。罪使⼈人與上帝之間產⽣生了了⼀一個巨⼤大無比, 非常可怕
的鴻溝, 這時代的⼈人已不歡迎這樣的信念念, 但卻是基督信仰裏最核⼼心, 最不可撼動的真理理。基督
教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關於破碎⼼心靈的宗教, ⽽而她的基礎就是這個觀念念。聖經告訴我們, 除了了上
帝之外, 沒有任何⼈人可以填平⼈人與上帝之間這巨⼤大的鴻溝。若若沒有上帝救贖的⾏行行動, 詩篇作者
或先知的⾼高貴理理想, 耶穌的教訓和榜樣, 對我們沒有任何⽤用處, 只有絕望。我們基督徒關⼼心的不
僅是上帝命令我們要作什什麼, ⽽而需關⼼心上帝在過去成就了了什什麼。這是⼀一個凱旋得勝的事實陳述, 
我們的救恩必須倚靠歷史, ⽽而聖經就在啟⽰示這個歷史。這個歷史是真實的, 否則聖經就失去了了
權威, ⽽而我們這些相信聖經的⼈人也就失去了了盼望。」(J. Gresham Machen, 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2, p385).

鄉愿的教會界
教會界牧師們彼此的鄉愿情懷, 對於這樣更更改聖經論罪內容的牧師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沒有
⼈人敢對之⾏行行規勸之舉, 尤其對象是資深牧師, 雖然他已忘記了了傳道者當是「我的⼝口要發出真理理」
(箴8:7)。牧師的⾔言語必然影響會眾起⽽而效尤, 不再視罪為罪, 其後果當是整個台灣教會不可承
受之重。⼀一個無頭銜的平信徒說上亞當犯罪⼀一千次, 也敵不過⼀一個資深牧師說亞當犯錯⼀一次。

請注意, 當祭司長該亞法審決完耶穌之後, 他沒有被天火燒滅, 依然在耶路路撒冷聖殿享受祭司長
的榮耀, 還⾃自以為保住了了猶太⺠民族信仰的命脈; 然事實上, 耶穌的復活與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同樣地, 當牧師在復活節時更更改了了福⾳音內容, 復活節過後, 他依然回到⾃自⼰己的教會, ⾼高坐牧師椅, 
倘佯在復活節會眾回應的歡愉中, 以他⾃自以為的真理理繼續牧會的⼯工作, 教導會眾; 然事實上, 他
無法挪去上帝與會眾之間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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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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我們題到, 基督再來來的那⽇日, 有的⼈人說出的是第29節有福的話, 然有的⼈人說出的卻是第30節
驚恐的話, 甚願⾃自⼰己被⼤大⼭山倒⾝身, ⼩小⼭山遮蓋, 也不願聽到主耶穌發出判語攻擊他們。(上述這位牧
師若若不悔悔改, 那他會說第29節, 還是第30節的話?)

耶穌之第29和30兩兩節說的話已將婦女們的⼼心思帶入他再來來⽇日⼦子的時間點, 因此他接下去說的話
必然論及那未來來時間點還會發⽣生的事。第31節常被解釋成關乎主後70年年聖殿被毀⼀一事, 這樣的
解釋乃將基督的話限制在歷史事件當中, 使得聽的⼈人聽過就算了了; 這樣的解釋無法與基督產⽣生
⼀一對⼀一的關係, 也就無法產⽣生基督的⽣生命; 這樣的解釋使基督的道有了了缺⼝口, 他那句句話也就不再
是我們的⽣生命。

耶穌在第31節說的這句句話, 正將聽的⼈人放在有他無他的⽣生死關鍵中, 解釋者卻將之歸於歷史資
料的範圍, 斷絕了了聽者與基督的關係。這是何等嚴重的事! 下週我會解釋耶穌說的另⼀一句句話,
「你們的律律法上豈豈不是寫著, 我曾說, 你們是神麼?」(約10:34) 這⼜又是以字句句解經⽽而使聽者與
這句句重要的話無關的另⼀一個例例⼦子。

「這些事」
耶穌告訴告訴婦女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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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之「這
些事」指的是他剛經歷的受審, 受鞭傷, 戴荊棘冠冕, 羞辱遊街, 以及將要經歷的釘掛⼗十字架, 裏
衣被⼈人奪去, 也就是, 他在受難⽇日發⽣生在耶穌⾝身上所有不義的事, 甚⾄至連⾨門徒棄他⽽而去和婦女們
不當地為他哭也在「這些事」之內。每⼀一個⼈人都被包括在耶穌這句句話的效⼒力力當中。

婦女們親眼看到政治和宗教的統治者將這些事施⾏行行在耶穌⾝身上, ⼜又看到⾃自⼰己同胞的盲從無知, 
這些惡惡⼈人的判決與眾⼈人的聲⾳音⼤大⼤大地得勝; 婦女們也親眼看到她們平常服伺的耶穌⾨門徒也離他
遠去。婦女們⼼心中那已建立起對耶穌的看法全亂了了套, 衝突與⽭矛盾達到了了最⾼高點; 猶太⼈人傲於
⾃自⼰己是敬拜獨⼀一上帝的⺠民族, 傲於⾃自⼰己⺠民族的真理理與道德層次⾼高於統治她們的羅⾺馬帝國, 然她
們卻看⾒見見⾃自⼰己的同胞做出最不合真理理, 最不道德的事。

枯乾的樹的刑罰
但, 耶穌告訴婦女們, 這些⼈人雖然此時此刻毫無阻礙地, ⾃自由地, 隨⼰己⼼心地, 惡惡意地抵擋他這位良
善者, 但將來來⽇日⼦子到了了, 上帝公義必彰顯, 對他⾏行行做這些事的⼈人必因他們的惡惡⾏行行, 承受當受的刑
罰。耶穌說, 若若他這位有汁⽔水的樹尚受這樣的鞭傷慘待, 那些本質是枯乾的樹的⼈人將遭受刑罰
的程度⼜又怎可能比他還輕鬆呢? 樹有多重⽤用處, 可為建屋傢俱的材料, 然耶穌在這裏指的是樹遭
焚燒的狀狀況。火燒向有汁⽔水的樹, 必也燒向枯乾的樹。

各時代皆發⽣生公義不得伸張的冤案, 然發⽣生在基督⾝身上的冤情絕不可能封存萬年年, ⽯石沈沈⼤大海海。
先知以賽亞說:「惟有萬軍之主因公平⽽而崇⾼高, 聖者上帝因公義顯為聖。」(賽5:16) 我們看到, 
上帝的公平與公義於三天之後的七⽇日的第⼀一⽇日凌晨即顯於屬基督的婦女與⾨門徒看。⾄至於受難⽇日
將之致死的眾⼈人, 必在基督再來來的那⽇日看到上帝的公平與公義。基督明確地告訴婦女們, 她們
必親眼看到彼拉多, 該亞法祭司長, ⽂文⼠士, 和其他在那⽇日敵擋他之⼈人等, 將受如枯乾的樹被火燒
⽽而得的刑罰。婦女們本以為公義死了了, 所羅⾨門王說了了兩兩次「惟有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箴
10:2;11:4) 基督再來來的那時公義必彰顯, 婦女們因此脫離了了死亡。

對教會和基督徒的訓誡
耶穌這疑問句句包含了了對婦女們的責備, 引導, 以及安慰。基督運⽤用疑問句句來來強化前⾯面的教導, 這
疑問句句將聽的⼈人放在⼀一個不得不回應的狀狀態中, 即聽基督⾔言⽽而聯聯合於他, 成為有汁⽔水的樹, 還是
輕忽基督⾔言離開他, 成為枯乾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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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自由與不⾃自由
耶穌這句句話題及了了過去式的「既」與未來來式的「將來來」。這「既⾏行行在...」表⽰示教會和基督徒對
待主基督的⾼高⾃自由度, 直到⽇日⼦子到了了的那時。然, 因「將來來」的存在, 教會的這些⾃自由度必受檢
驗。保羅告訴羅⾺馬教會說,「我們都要站在上帝的臺前」(羅14:10); 也告訴哥林林多教會說,「我
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來, 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行的, 或善或惡惡受報。」(林林後5:10) 因此, 
我們今⽇日的⾃自由就不是絕對的⾃自由; 我們今⽇日如何接待基督, 決定著將來來我們怎麼樣。

⾝身在⾃自由台灣的教會與基督徒有著絕對的⾃自由: 基督徒可以⾃自由地選擇進入那間教會, ⾃自由地
選擇或拒絕何種神學體系, ⾃自由地接受或不接受講台信息和規勸, ⾃自由地發展與教會或親或遠
的關係, ⾃自由地評論⾃自⼰己或他⼈人是否得救, ⾃自由地認定假冒偽善的標準。我們運⽤用⾃自由的⽬目的
無他, 就是應當越來來越認識基督。然事實顯明, 教會越來來越不傳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以及他的
死裏復活, 基督徒因此無法就基督的死裏復活有所論述。當⼈人無法從教會(或基督徒)聽得基督
的死裏復活信息, 對那⼈人⽽而⾔言, 那教會(或基督徒)是死的。請問若若「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行的」, 
這樣的教會在基督臺前是善是惡惡呢? 他們將受怎樣的報呢?

盜賊的特質
今⽇日的牧師傳道忘記了了耶穌說的這「既」字。上週劉劉崇右傳道說到耶穌⼝口中的盜賊來來, 就是偷
竊, 殺害, 毀壞, ⽽而盜賊的特性就是他竊取豪奪了了主的⽺羊該得的。主的⽺羊當得主的⽣生命, 從傳道
者⼝口中得知主的道, 但他們卻未得, 因為教會的盜賊未給, 這是偷竊。主的⽺羊當得主應許的永⽣生
(約⼀一2:25), 這永⽣生是在上帝的兒⼦子裏⾯面(約⼀一5:11b), 但教會的盜賊卻引⽺羊⾄至滅亡, 這是殺害,
「凡殺⼈人的, 沒有永⽣生存在他裏⾯面」(約⼀一3:15b)。主的⽺羊應得主賜的靈糧⽽而肥美, 但⽺羊卻吃得
傷⾝身的糧食, 這是毀壞。牧師傳道當以道載(基督的)道, 以⽂文載(基督的)道, 不應誇⼝口硬體建成。

基督徒必須堅定信仰
耶穌第31節所⾔言不僅對婦女們, 也對其他時代屬他的⼈人。婦女們看到的是那些與她們同⼀一時代
之彼拉多等⼈人的結局, ⽽而其他時代屬主的基督徒, 也將親眼看到與之同時代那些敵擋基督, 不傳
基督⼗十架的基督徒經歷這第31節的結局。這給予堅守基督信仰的基督徒極⼤大的安慰, 因為知道
堅守持定信仰並不是無謂的, 反⽽而更更加堅定地捍衛信仰, ⾄至死不渝, 也不羨慕那些教會的興旺與
富⾜足。這樣我們就明⽩白為什什麼上帝允許教會歷史有異異端的存在。

耶穌看待教會從來來不是⼀一個完完全全皆屬於他的⼈人的集結, 其中有麥⼦子和稗⼦子, 有結實的和不
結實的, 有備油的和不備油的童女, 這裏的教訓亦然, 樹分有汁⽔水的樹和沒有汁⽔水的枯乾的樹。
所以, 耶穌這句句話就是對婦女們⼀一個絕對的命令, 要成為⼀一個連於他之有汁⽔水的樹, 符合她們⾝身
為聖城新耶路路撒冷⼦子⺠民的⾝身份, 否則她們就是枯乾的樹, 在他再來來的那時, 永遠與他無關。

各時代基督徒必要的信仰掙扎
基督說:「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僕⼈人不能⾼高過主⼈人。」(太10:24) 所以, 連於基督之有汁⽔水的樹絕
不可能安然度過⼀一⽣生, 屬基督的教會必然經歷(與基督般)火燒的試煉, 也就是說, 各時代基督徒
必須親⾃自經歷信仰當有的掙扎。教會歷史不停的往前⾏行行, 前輩的奮⾾鬥與持守是我們的楷模與榜
樣, 但不因此保證我們亦能如他們⼀一樣持守信仰。各時代的挑戰不⼀一, 我們必須經過掙扎, 基督
信仰才是我們的, 才能穩定不疑。信仰經過掙扎的⼈人可以明⽩白歷史正統教義所述, 並承認基督
主權的唯⼀一, 且是他先愛我們, 我們才有屬天的知, 愛, ⾏行行。

基督這句句話已然超越了了宿命論帶給⼈人的無奈, 賜給⼈人積極的⽣生活態度, 努⼒力力不懈, 不計較今世獎
賞得著否。整本聖經在第四世紀才完全底定, 也就是說, 使徒活著的時候並未因書寫新約諸書
卷⽽而得名。今⽇日基督徒為教會做了了點事, ⼀一定要得著肯定, 且以為⾃自⼰己有功於教會, 就可免於⼀一
切規勸。這兩兩者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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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自由的基督徒必須清楚地說明⽩白他反對或同意某個傳道⼈人講章內容的理理由, 他也必須說
明⽩白他為何有道可聽卻離開不聽, 無道可聽卻滯留留。

基督的輔導學
我們看到, 基督安定婦女們那號咷痛哭的悲傷情緒所⽤用的⽅方法是曉知她們未來來會發⽣生的事, 並
且以疑問句句述之, 這等引導作為只有基督可以做, 我們是做不來來的。為什什麼我們做不來來? 因為婦
女們知道基督百分百必在那未來來中, 知那未來來必發⽣生的事, ⽽而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力與本事; 我們
可提供之輔導協助無法以永態的⾔言語助之, 永遠只能以暫時態的⾔言語進⾏行行安慰的動作。⼜又, 我
們的⾔言語常相對於對象之語⽽而⾔言, 且疑問句句隱藏著質問, 反使聽的⼈人的情緒激動。

先知以賽亞說了了⼀一句句教導者和輔導者必須常常提醒⾃自⼰己的話, 他說:「主賜我受教者的舌頭, 使
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 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聽, 像受教者⼀一樣。」
(賽50:4) 教導者和輔導者⽤用舌頭以⾔言語扶助疲乏的⼈人, 他在教導或輔導⼈人之前, 他⾃自⼰己必須先受
教, 且每⽇日必須處在耳朵能聽的受教狀狀態。教導者和輔導者受誰的教? 先知⼝口中的這位主就是
基督, 因為「2b上帝的奧秘就是基督, 3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 都在他裡⾯面藏著。...9上帝本性⼀一
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西2:2b-3;9) 所以, 我們的豐盛必須在基督裡⾯面得
豐盛。

因此, 教導者和輔導者的記號就是在豐盛的基督裡, ⼼心意更更新⽽而變化, 使教導和輔導的對象與基
督產⽣生⼀一對⼀一的關係, 也能夠在豐盛的基督裡, ⼼心意更更新⽽而變化, 越來來越知基督, 愛基督。誠如J. 
I. Packer所⾔言, 這需要教義, 經歷, 以及習練。若若⾝身為教導者或輔導者長年年下來來, 對基督的論述
依然停留留以往的程度, 那即顯出他的耳朵未蒙主的提醒, 他不是⼀一為受教者。我們的天性歡喜
為⼈人師, 這是我們的私慾, 然若若教導者和輔導者在教會中不按先知這話⽽而為, 當他⾏行行教導和輔導
之時, 他⾃自⼰己已被排除在基督恩典之外。教導者和輔導者需知, 當⼈人在你⾝身上看不到基督的⾔言
語, 最好⽌止住嘴⾔言, 免得⾃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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