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九⽉11⽇ 

君王耶穌與伊莉莎⽩⼆世女王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 
羅⾺書5章6b和8a節:「基督就按所定的⽇期為罪⼈死,...基督在我們還作罪⼈的時候為我們
死。」希伯來書9:27節:「按著定命, ⼈⼈都有⼀死, 死後且有審判。」

君王耶穌與伊莉莎⽩⼆世女王
上週最⼤的國際新聞當是伊莉莎⽩⼆世女王駕崩, 我們可將之與耶穌做各⽅⾯的比較。伊莉莎
⽩⼆世⽣下來時, 她不知道⾃⼰會成為女王, 然耶穌對彼拉多說:「你說我是王, 我為此⽽⽣, 也
為此來到世間」(約18:37b), 耶穌⽣⽽為王。沒有⼈預先知道伊莉莎⽩⼆世的出⽣, 但創世記早
已預⾔耶穌的降⽣,「我⼜要叫你和女⼈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的
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創3:15)

伊莉莎⽩⼆世的死雖是女王的死, 但她的死乃是罪⼈的死, 然耶穌是聖者, 主的死是為罪⼈⽽死,
「我們還軟弱的時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期為罪⼈死。」(羅5:6) 伊莉莎⽩⼆世的死是壽數滿⾜
⽽死, 然耶穌的死是在⽗旨意和他⾃⼰願意將命捨去的死,「沒有⼈奪我的命去, 是我⾃⼰捨
的,...這是我從我⽗所受的命令。」(約10:18) 

伊莉莎⽩⼆世不知她會在2022年九⽉8⽇死去, 然耶穌是逾越節的羔⽺, 主的死期早早被定在逾
越節, 「我們逾越節的羔⽺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林前5:7b) 伊莉莎⽩⼆世死後下到陰間, 耶
穌死後也下到陰間, 在陰間沒有⼈會理會伊莉莎⽩⼆世說些什麼, 因她說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
⼈會聽, 然耶穌「曾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彼前3:19) 伊莉莎⽩⼆世死後下到陰間, ⼀
直待在那裏, 耶穌是死後第三天復活,「耶穌纔指⽰⾨徒, 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 受長老祭司長⽂
⼠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 第三⽇復活。」(太16:21)

據報導, 這位伊莉莎⽩⼆世女王的財產本有70億英鎊(約2485億台幣), 去年驟減⾄3.65億英鎊
(約129.5億台幣), 她作為王室主⼈所需的⽣活費⽤龐⼤得令⼈瞠⽬結舌, 不敢想像; 相比之下, 
耶穌是「狐狸有洞, 天空的⾶⿃有窩, ⼈⼦卻沒有枕頭的地⽅。」(太8:20) 伊莉莎⽩⼆世⾃當上
女王後, ⼀⽣受⼈服事, 但耶穌說:「⼈⼦來, 不是要受⼈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太20:28a) 

伊莉莎⽩⼆世的帽搭上百成千, 顯在⼈前總是光鮮亮麗, 但耶穌「無佳形美容, 我們看⾒他的時
候, 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賽53:2b) 耶穌唯⼀的華麗衣服是在受審時, 希律家的羅⾺兵丁
為戲弄他給他穿上的,「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視耶穌, 戲弄他, 給他穿上華麗衣服。」 (路23:11) 
英國將在⻄敏寺為伊莉莎⽩⼆世舉辦隆重的喪禮, 屆時將聚集全世界的達官貴⼈, 但耶穌死時, 
僅財主約瑟和尼哥底⺟處理耶穌的⾝體, 後接⾄到他約瑟⾃已的墳墓(約19:38-40, 太27:57-60), 
這事早寫在舊約的以賽亞書,「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賽53:9b; 亦參約19:41)。

伊莉莎⽩⼆世為王時, 頭上戴的王冠光彩炫⽬, 鑲嵌的寶⽯個個價值連城, 然耶穌頭上戴的唯⼀
物件就是荊棘, 根根刺入腦蓋, 這是世上最為羞辱的皇冠,「他們(巡撫的兵)給他脫了衣服, 穿上
⼀件朱紅⾊袍⼦, ⽤荊棘編作冠冕, 戴在他頭上, 拿⼀根葦⼦放在他右⼿裡。」(太27:28,29; 可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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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世雖名為女王, 卻沒有實質的統治權, 然耶穌是「常⽤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來1:3b) 伊莉莎⽩⼆世活了96歲, 在位70年, 死了之後就不再是掌權的女王; 耶穌活33年半, 從
死裡⾸先復活, 乃為世上君王元⾸(啟1:5), 升天⾼坐天上寶座, 有⽗所賜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太
28:18), 耶穌為萬世之王(啟15:3b), 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11:15b)。

再過⼀百年, 沒有⼀個英國⼈會懷念這位伊莉莎⽩⼆世女王, 但那時依然有許多⼈歌頌主耶穌
基督。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可將世上所有君王與君王耶穌作如是的比較, 當因⽽感謝主使我
們成為他的⼦⺠, 在他治理的神國中⽣活。希伯來書開宗明義地說:「上帝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
多次多⽅的曉諭列祖,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曉諭我們」(來1:1,2a), 我們有如此雲彩般的經⽂
⾒證基督, 就當尊基督為主; 這是絕對的事, 不是參考。我們基督徒誇⼝的不是因為我們相信上
帝, 我們誇⼝的,「當指著主誇⼝」(林前1:31; 林後10:17), 不以此誇⼝的, 即便“神”字在⼝亦無
⽤, 約翰說:「不認⽗與⼦的, 這就是敵基督的, 凡不認⼦的, 就沒有⽗, 認⼦的, 連⽗也有了。」
(約⼀2:22b,23)

尊貴者的死必有歷史評價
世上為官為⾸者, 尤其是君王階級, 歷史⼀定會給這君王⼀個總結性評論; 我們可拭⽬以待世⼈
對伊莉莎⽩⼆世女王的總評。上帝給舊約執政的猶太君王是有評論的, 如「希⻄家在猶⼤遍地
這樣辦理, ⾏主他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為忠的事」(代下31:20),「瑪拿⻄登基的時候年⼗⼆歲, 在
耶路撒冷作王五⼗五年, 他⾏主眼中看為惡的事。」(代下33:1,2) 耶穌⼈⽣的定語是「成了」
(約19:30)。新約的使徒保羅離世前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
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要賜
給我的。」(提後4:7,8) 使徒彼得則是「以死榮耀上帝」(約21:19a)。

基督徒是尊貴者
伊莉莎⽩⼆世的死不在基督旨意之下, 屬主的基督徒在基督旨意之下⽽死, 這兩者有著極⼤不
同的將來, 啟⽰錄說:「他們要作王, 直到永永遠遠」(啟22:5b), 這“他們”就是⼀⽣跟從主, 屬主
的基督徒。屬主的基督徒雖是平⺠, 但比這位英國女王更為尊貴, 永遠作王與70年作王完全不
在⼀個檔次。我們基督徒的⾝份是上帝的兒女, 我們這等尊貴地位也會有個⼈⽣總結, 屬乎基
督徒信仰總結。

約翰提彼得的死事, 且這死事記在聖經當中, 為什麼? 因為彼得是主親選的使徒, 他的地位尊貴
且崇⾼。彼得以死榮耀上帝不是他個⼈的特權, 任何基督徒⾏在使徒(彼得和保羅)所⾏的道路
上, 皆有份於這榮耀。希伯來書說:「從前引導你們, 傳上帝之道給你們的⼈, 你們要想念他們, 
效法他們的信⼼, 留⼼看他們為⼈的結局。」(來13:7) 彼得為⼈的結局也應當是屬主的基督徒
為⼈的結局, 這是查考聖經, 為基督作⾒證的基督徒當得的福份。⼀部電影的結局若懸⽽未決, 
觀眾的⼼必不滿⾜。⼈在世⼀定會有⼀個結局, 那, 我們基督徒如何看⾃⼰的結局, 定信仰的總
結? 

得冠冕
使徒⽤“冠冕”⼀詞名之。使徒保羅對提摩太說他要得「公義的冠冕」(提後4:8), 亦對哥林多教
會聖徒說這是「不能壞的冠冕」(林前9:25b), ⽽使徒彼得則說這是「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
前5:4)。雅各書說:「忍受試探的⼈是有福的, 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 必得⽣命的冠冕, 這是主應
許給那些愛他之⼈的。」(雅1:12) 這些冠冕是伊莉莎⽩⼆世曾戴的冠冕無法比擬的, 我們基督
徒雖戴不上任何皇冠, 但卻可得基督所賜的冠冕; 得基督所賜的冠冕當是基督徒⾄上的⼈⽣⽬
標。耶穌沒有訓斥彼得將來要得什麼之問(太19:27), 必也⿎勵我們有得冠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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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若沒有得冠冕的志向和意念, 跟隨這樣牧⼈的基督徒不可能得著基督所賜的冠冕。我再以
上帝藉先知耶利米的筆說的話,「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的泉源, 為⾃⼰鑿
出池⼦, 是破裂不能存⽔的池⼦。」(耶2:13) 可悲的是, 今⽇教會竟然也落在這評語當中。請注
意, 上帝在舊約說「我這活⽔的泉源」, 到了新約之後, 這活⽔的泉源就是主耶穌基督(約
4:10,14), 他藉著聖靈使我們得以喝他這活⽔(約7:38,39)。基督徒進入教會盼望教會是他(她)事
業與家庭的避難所, 教會⼜假以禱告之為來順從會眾的⼼願, 得冠冕變得天⽅夜譚, 遙不可及。

新約聖經啟⽰的這些冠冕雖有不同的形容詞, 但都是講同⼀件事, 就是得如彼得般的榮耀。那, 
我們怎知道有冠冕為我們存留, ⼀如保羅知道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提後4:8)? 這問對那些願
意思想未來的基督徒是個實際的問題, ⽽這問題的答案就是跟從主。跟從主(耶穌)是⼀個直接, 
簡單, 在教會裏眾所週知的⽣活態度, 但今⽇在教會論之卻顯得格外傷感, 因為“跟從主”已變得
陌⽣, 邊緣, 奇怪, 不受歡迎, 不感興趣, 不再提及的事。 

今⽇基督徒要的是(沒有耶穌的)聖靈, 他們或要耶穌, 但要的不是“主”耶穌, ⽽是可與之可平起平
坐的個體。教導者雖熟悉系統神學各章之論, 但聚焦點卻常不在主基督, 受教者從之得了⼤量
神學知識, 卻不知道如何為基督作⾒證。耶穌在受難週時說:「若有⼈服事我, 就當跟從我, 我在
那裏, 服事我的⼈也要在那裏; 若有⼈服事我, 我⽗必尊重他。」(約12:26) 主說這話之後不久
就要經歷被捕, 受審, 被釘, 死在⼗字架上, 耶穌要⾨徒跟從的是被釘⼗架的他, 這等要求不是今
⽇基督徒願意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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