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五⽉7⽇ 

基督與耶路撒冷的女⼦ (18) - 總結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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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蒙主恩, 盡⼼心盡意地, 細細地思想耶穌在走向各各他⼭山時, 向為他號咷痛哭的婦女們指⽰示的
這⼀一段話。我們的解釋秉持幾項原則: (1)這解釋是否彰顯基督的主性, 基督是我們的主; (2)這
解釋是否具永恆性與普世性, 凡是基督徒皆須聽⽽而受⽤用; (3)這解釋是否啟發我們的悟性思想, 使
我們更更明⽩白聖經的精意; (4)這解釋是否⾃自⼰己責備⾃自⼰己, 產⽣生為何不順服基督的⾃自省; (5)我們是
否因這解釋產⽣生甜蜜感, ⽽而願繼續讀之, 思之。

基督是主, 基督是光
這是鞭傷的基督向⼀一群情緒激動的婦女們的指⽰示與教導。這時的耶路路撒冷, 空氣中充滿對耶穌
的肅殺, 恨意, 背叛, 穢語, 鄙視, 不潔, 謾罵, 喧嚷, 不屑, 且各有各的盤算; ⼈人的每⼀一⾔言, 每⼀一語, 
每⼀一動作皆離開了了正義⾄至極, ⼈人的邪惡惡達到歷史上的最⾼高峰。當⽇日, 天⽗父不發聲, 天使們被鎖居
在天, 就在此時, 耶穌以永世君王的⾝身份對婦女們說出了了最暖⼈人, 最⼤大智, 最⼤大愛, 但也是最可怕
的⼀一段話。耶穌啟⽰示了了屬他的⼈人當如何維繫與發展那愛的關係, 也啟⽰示了了他是⼈人類歷史結束點
的審判者。耶穌在最卑卑賤的狀狀態中顯明他是光, 是⽣生命, 是上帝, 因為他指明末後必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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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全地皆⿊黑暗時, 指⽰示唯有他的話可帶離⼈人脫離⿊黑暗。

關鍵性信息啟⽰示給婦女們
當我們尊基督為我們的君王, 我們的主之後, 我們必注意主基督每⼀一舉動, 誠如詩篇123:2節所
⾔言:「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 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 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主我們的
上帝, 直到祂憐憫我們。」主⼈人和主⺟母的⼿手微微⼀一動, 怎樣的動, ⼿手勢如何, 僕⼈人和使女便便了了然
於胸, 意會出這些動作何意, 進⽽而完成主⼈人和主⺟母的意旨。在這裏, 我們察覺到主基督的動作是, 
他將那關乎教會結局之關鍵性信息啟⽰示給婦女們, ⽽而不是⾨門徒; 我們亦察覺到, 基督說的話沒有
新的, ⽽而是取⾃自舊約聖經, 且取⾃自看似冷⾨門, 難懂的經⽂文。並且, 我們也看到, 基督並未受婦女們
的號咷痛哭與他即將離世的的影響, 依他的⽅方式來來安慰引導婦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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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屬基督的分別出來來
基督向婦女們指⽰示的這動作並非偶然, ⽽而是藉此來來分別誰是屬他的, 誰是不屬他的。屬基督的
⼈人只單單注意聽主說的話, ⽽而不會因基督說話對象是女⼦子, ⼼心中對女⼦子有偏⾒見見⽽而不聽主⾔言。⼤大
家不要以為這事不值得⼀一提, 但請各位想想, 由女⼦子向男⼦子傳達未來來指向, 男⼈人按其⾎血氣天性, 
會服氣嗎? 男⼈人是當家的, 是具領袖地位的, 有主宰慾的, 故按這樣的⾎血氣⽽而⾏行行事的男⼈人就不服
氣, 且會取證於保羅之「男⼈人是女⼈人的頭」的話(林林前11:3)。然, 唯獨順服主之男⼈人就服氣, 敬
聽主⾔言, 這就是個分別。不過需注意, 今⽇日靈恩派教會⼤大⼒力力啟⽤用女性傳道⼈人則不歸屬於此, 因她
們從不注重鞭傷的基督, 連⼀一個也沒有。

先擺正位份
耶穌先擺正婦女們的位份, 讓她們知道⾃自⼰己是屬聖城新耶路路撒冷的⼦子⺠民。耶穌這第⼀一步的擺正
動作⾄至關重要, 因為婦女們唯處在這正位上, 耶穌才將真理理賜給她們知道。婦女們之正位乃是
上帝所賜的, 出於上帝的喜悅, ⽽而不是出於⼈人意。凡有此位份者必可敬聽從基督⼝口中親⾔言之天
上的⾔言語。

屬主的⼈人必是思想家
婦女們⾝身處正位之後, 必然會成為思想家。基督說的第⼀一句句話到最後⼀一句句, 句句句句皆超乎她們原
有理理性的認知與⽣生活經驗, 故婦女們必須起⽽而思想, 盡⼒力力地理理解這些話的意義。屬主的基督徒
必思想主的話, 直⾄至明⽩白為⽌止, 這也是⼀一個分別。

關係
婦女們起⽽而思的果效必然與主和屬主的產⽣生⽣生命上的連結。耶穌要婦女們明⽩白他是她們的主, 
進⽽而要她們重整與他的關係, 重整她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以及建立她們與屬靈兒女之間的關係。
這⽣生命關係的永⽣生應許必聯聯於基督的鞭傷, 這⽣生命關係有為⾃自⼰己哭之進與為⾃自⼰己的兒女哭之出, 
且是真進且真出。

⼀一個基督徒的真與不真, 他與其他弟兄姐妹關係的真與不真, 端賴他是否亦經歷婦女們的經歷。
關係只有三種, 真對真, 真對不真, 不真對不真, ⽽而基督徒彼此真真關係的建立與維持, 唯基督的
道⽅方成。也就是,  基督徒除了了唯名外, 還須唯真唯實; 有基督徒的名號, 還需是真基督徒。因著
基督(對婦女們)在今⾔言未來來, 在地⾔言天, 故基督徒彼此真真的關係必可團契不斷, 願將這關係延
續⾄至未來來, 存於天。真基督徒必顯露他的真, 不真基督徒必企圖隱藏他的不真。然, 好樹結好果, 
壞樹結壞果, 憑果⼦子就可認出基督徒的真與不真。基督徒的不真比世⼈人的假更更讓⼈人難以忍受, 
⽽而不真的基督徒總是不明⽩白耶穌的這句句話是對他說的,「你們若若瞎了了眼, 就沒有罪了了, 但如今你
們說我們能看⾒見見, 所以你們的罪還在。」(約9:41)

舊約聖經是活的
婦女們起⽽而思的基礎是舊約聖經。耶穌這段話要讓婦女們明⽩白他是解釋舊約聖經的終極權威, 
是舊約聖經⾒見見證的那⼀一位; 耶穌這段話賦予舊約聖經鮮活的意義, 好讓我們不輕看舊約聖經。
我們也曾經題到, 基督⾃自⼰己的鞭傷乃是以賽亞書第53章的具體呈像。

基督向婦女們說的這段話, 以及向⾰革流巴和他同⾏行行⾄至以⾺馬忤斯的同伴, 從摩⻄西和眾先知起, 凡經
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講解明⽩白了了(路路24:27), 這歷史向前的動作鞏固了了舊約聖經和舊約歷史的地
位; 不僅如此, 基督⼜又指明教會當謹慎他再來來的那⽇日。因此, 整個⼈人類歷史的主脈軸線就是主耶
穌基督, 有基督, 才有⼈人類歷史, ⼈人類歷史若若無基督則失了了⽅方向, 沒有發展下去的可能。

耶穌基督是歷史的主軸
處在這歷史主軸線上的基督教會, 就責無旁貸地將歷史的主宰-主耶穌基督顯明於⼈人, 這是教會
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保羅時代的教會存在著更更改福⾳音, 傳別樣福⾳音的傳道⼈人(加1:6-7), 今⽇日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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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今⽇日乃是否定上帝絕對權威的時代, 取⽽而代之的是各樣對等於上帝權威的權威。這樣的權
威充斥在世界每個⾓角落落, ⼈人因罪之故甚易易順服這些權威。所以, 基督教會穩走在耶穌基督之歷
史主軸線上就不是⼀一件容易易的事。主基督為穩住教會, 遂求⽗父賜聖靈於教會, 敦促教會時刻想
起基督說的話。

教會不可能迴避⾃自⼰己的責任
從表⾯面上看來來, 於耶穌來來時, 猶太⼈人那在各⾼高岡上, 各青翠樹下屈⾝身⾏行行淫, 各⼭山頂, 各⾼高岡的橡
樹, 楊樹, 栗樹之下獻祭燒香的事(耶2:20;何4:13), 已完全斷絕, 但⼩小先知書所記那猶太百姓的
⾃自誇與上帝怒⾔言的相對, 以及⼼心懷⼆二意的敬拜並未因新約時代⽽而停⽌止。舊約的百姓在上帝之外
覓福, ⽽而新約的百姓在基督之外求旨, 兩兩者敗壞的本質是⼀一樣的。猶太⼈人⾄至今否定耶穌是舊約
聖經應許的彌賽亞, 認為耶穌被釘⼗十字架是「愚蠢」的事, 教會不認真傳揚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這兩兩者悖逆的⼼心是不分軒輊的。讀舊約聖經的猶太⼈人必知道何⻄西阿書10:8節之⼤大⼭山倒⾝身與⼩小⼭山
遮蓋的經⽂文, 當耶穌再來來時, 這節聖經必成為他們的寫照, 也是今⽇日不傳基督耶穌的教會的必
然。耶穌這「既⾏行行在..., 那將來來...」之語, 使得教會今⽇日如何為成了了不可能迴避的責任。

教會包括牧師傳道與平信徒
我說的教會包括牧師傳道與平信徒。先知以斯拉於瑪拉基書2:12節寫下這麼⼀一節話,「凡⾏行行這
事的, 無論何⼈人, 就是獻供物給萬軍之主, 主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其中「何⼈人」有個
加註, 其原⽂文為叫醒的, 答應的。所謂叫醒的(the mover, or prompter)指的是可使⼈人有所⾏行行動的
⼈人, 故在教會中就是指的牧師傳道; 所謂答應的(the respondent)則是指平信徒回應牧師傳道所
講的道。因此, 當教會下上不尊基督為主, 不傳講以認識基督的話, 主說他必剪除之, 包括牧師
傳道與平信徒。

我⼀一直提醒各位, 我們當時常記住耶穌啟⽰示他將來來審判的事, 他說:「⽗父不審判甚麼⼈人, 乃將審判
的事全交與⼦子。...並且因為他是⼈人⼦子, 就賜給他⾏行行審判的權柄。...我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 我怎
麼聽⾒見見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來來者的意思。」
(約5:22,27,30)

今⽇日教會與舊約的以⾊色列列不同之處在於, 當時的以⾊色列列忤逆上帝, 回嘴上帝, 還可得上帝救贖性
的恩語, 聽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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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13:14) 但在基督再來來的那⽇日那時, 我們
則沒有這樣的機會, 連編理理由的機會也沒有。那時, 被剪除的教會與基督徒寧可⼭山倒⾝身, ⼩小⼭山遮
蓋, 強於活著經歷羔⽺羊的審判。

尾語
最後, 我題兩兩件事:

傳道者當有基督的差遣, 基督的靈, 基督的話, 以及愛基督等記號
使徒保羅說, 上帝的家乃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弗
2:20)。上帝先知的記號有上帝的差遣, 上帝的靈, 以及上帝的話。因基督與⽗父原為⼀一, 故基督的
使徒當有基督的差遣, 基督的靈, 基督的話等如舊約先知之三⼤大記號外, 他們還需有愛主的記號, 
因基督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

每個基督徒都當認識清楚這重要的真理理, 尤其是蒙召作傳道的, 當特別注意到基督是初, 是終; 
是阿拉法, 是俄梅梅戛; 是⾸首先的, 是末後的(啟22:13), 亦當知道若若不傳聖經之基督, 是受咒詛的, 
保羅說:「無論是我們, 是天上來來的使者, 若若傳福⾳音給你們, 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 他就應當
被咒詛。」(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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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nox臨臨死前
我引蘇格蘭蘭改⾰革宗神學家John Knox (1514-1572)臨臨死前的⾒見見證。J. C. Ryle (1816-1900)寫的
Walking with God ⼀一書中題到, 有位僕⼈人在Knox臨臨終前, 請他舉起⼿手來來證明他⼀一⽣生所傳揚的福
⾳音此時確實地安慰著他。這位不能開⼝口說話的Knox竟然三次舉起他的⼿手, 舉完之後便便過世了了。
J. C. Ryle說,「信主耶穌基督的⼈人是幸福的, 如果你與我今⽇日不得安慰, 且對將來來沒有盼望, 那
麼錯誤全在我們⾃自⼰己⾝身上, 因為基督說我們不肯到他那裏得⽣生命。約翰福⾳音5:49-50節:「49你們
查考聖經(或應當查考聖經), 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 給我作⾒見見證的就是這經, 50然⽽而, 你們不肯
到我這裏來來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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