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 ⼀⽉27⽇ 

基督復活的那⽇（四⼗八）:  

天使與婦女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5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24:1-7節:「1七⽇日的頭⼀一⽇日, 黎黎明的時候, 那些婦女帶著所豫備的香料來來到墳墓前,2看
⾒見見⽯石頭已經從墳墓輥開了了,3他們就進去, 只是不⾒見見主耶穌的⾝身體。4正在猜疑之間, 忽然有兩兩個
⼈人站在旁邊, 衣服放光。5婦女們驚怕, 將臉伏地。那兩兩個⼈人就對他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
⼈人呢?6他不在這裏, 已經復活了了。當記念念他還在加利利利利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 7說, ⼈人⼦子必須被交
在罪⼈人⼿手裏, 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復活。』」

兩兩權柄, 兩兩奧秘
⼤大家⼀一路路聽下來來必感知到上帝的智慧, 使我們多次多⽅方地認識基督, 經歷了了⼤大衛的禱告:「上帝
啊! 祢的意念念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我若若數點, 比海海沙更更多。」(詩139:17-18a) 上帝向
我們的意念念是多⽅方⾯面的, 在⾏行行走認識基督的屬天道路路上不致單調乏味。 

前⼀一陣⼦子我們提到基督賜下兩兩權柄, 上週我們講到使徒保羅說的兩兩奧秘, ⽽而這兩兩權柄和兩兩奧秘
的信息是⼀一致的。基督所賜我們之釋放的權柄乃是要⼈人知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保
羅則說上帝的奧秘就是基督; 基督所賜我們赦罪的權柄乃是要⼈人知他經歷過死亡, 但三天後復
活, 他是死裏復活的主, 使徒保羅則說基督與教會連合成為⼀一體是極⼤大的奧秘。這兩兩權柄與兩兩
奧秘亦帶出兩兩榮耀, 基督的榮耀是上帝獨⽣生⼦子的榮耀, 基督的榮耀也是死裏復活的榮耀。

我需再次提醒, 天上權柄的施⾏行行, 天上奧秘的理理解, 基督榮耀的認識, 在在皆叫⼈人知。今⽇日教會
⼀一則強調作, 另⼀一則著重感情氛圍的塑造。強調作, ⼀一定產⽣生熱, 然作累了了, 就沒有⼒力力氣知; 著重
感情的後果則是情感得到滿⾜足之後, 知就不那麼重要了了。來來過我們教會的⼈人不留留下的原因是講
台講的太深, 他們則轉向有歡樂氣氛的教會。請聽耶穌對那些認為話甚難, 不能聽的⼈人說的話
(參參約翰福⾳音第六章), 耶穌並沒有因此降低他道的深度。

我有⼀一台⼤大物理理博⼠士班學⽣生這學期修量量⼦子⼒力力學得了了84.1分, 系上規定免博⼠士資格考的成績需達
85分, 沒有通融的餘地, 那為何基督徒⼀一直企圖降低上帝的標準, 不施⾏行行權柄, 不認識奧秘? 基
督徒在社會⼯工作需要⽤用盡⼼心⼒力力才得位得財, 但為何在教會裏卻⽢甘⼼心放棄理理性, 拒絕悟性之思?

繼續「基督復活的那⽇日」主題
今天我們回到2013年年9⽉月15⽇日定的「基督復活的那⽇日」主題。我們知道⾃自⼰己的有限, 不可能鋪
天蓋地什什麼都講, 但在過去逾五年年餘的時間, 我們耐⼼心地查考基督於七⽇日的第⼀一⽇日復活之後每
⼀一細節, 我們這樣有限的作為卻看到無窮的可能, 因為我們同時也衍⽣生出其他不同主題, 甚⾄至還
解釋了了以賽亞書第53章(參參2016年年5⽉月8⽇日⾄至9⽉月4⽇日)。我們因⽽而看到, 聖經是⼀一本書, 作者雖不
同, 成就時間雖跨越1600年年餘, 但新約與舊約的信息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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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死時
耶穌⽣生時, 從東⽅方來來的幾個博⼠士伏拜他, 揭開所帶的寶盒, 拿黃⾦金金、乳香、沒藥等貴重禮物獻給
耶穌(太2:11); 耶穌死時, 有尼哥底⺟母帶來來⼀一百⽄斤沒藥和沉香來來抹他的⾝身體。耶穌⽣生時裹⾝身的是
貧窮⼈人家的粗布, 耶穌死時, ⾝身體裹的是亞利利⾺馬太的議⼠士財主約瑟帶來來的細⿇麻布(約19:38-40)。
這些事發⽣生在君王或皇親國戚⾝身上實不⾜足為奇, 但發⽣生在平⺠民耶穌⾝身上, 就是奇事; 且發⽣生的地
點是⾺馬槽與墳墓前, 更更是奇事。耶穌在世時沒有任何功績可⾔言, 也未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  
甚⾄至在⼈人看來來, 他的傳道事業是失敗的, 然他卻受到如此⾼高的尊崇, 是奇上加奇。由尊貴的約瑟
和尼哥底⺟母負責埋葬耶穌的事, 耶穌復活後, 天使便便接⼿手服事耶穌, 光是這⼀一點, 無⼈人能及; 耶穌
是尊貴者的主, 亦是天使的主。

這⼀一群婦女
有⼀一群婦女, 耶穌背著⼗十字架從耶路路撒冷到各各他⼭山時, 她們在路路旁那裏泣送征輪輪(架); 耶穌掛
在⼗十字架上時, 她們在那裏; 尼哥底⺟母與約瑟⽤用沒藥和沉香來來抹耶穌的⾝身體時, 她們也在那裏; 
耶穌復活的那清晨, 她們也到墳墓那裏。這群婦女那時刻對耶穌的種種作為奠定了了她們在天上
與歷史的地位。

這群婦女看到耶穌帶著滿⾝身鞭傷, 肩扛著沈沈重的⼗十字架, 舉步維艱地走向各各他⼭山, ⼼心裏已經夠
震撼了了, 但當她們⼿手抹著沒藥或沉香敷在遍體鞭傷的耶穌, 每碰觸⼀一次, ⼼心必悸動⼀一次, ⼼心裏的
震撼必達到最⾼高峰; 任誰在旁觀看這樣抹⾝身的場景, 情緒必也激動不已, 不可能平靜, ⼼心不可能
不痛。我不知道⼀一百⽄斤的沒藥和沉香是如何, 但依⾺馬可福⾳音16:1節,「過了了安息⽇日, 抹⼤大拉的⾺馬
利利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利亞並撒羅米, 買了了香膏要去膏耶穌的⾝身體」, 似乎尚不⾜足夠全抹耶穌的
⾝身體。但無論⾜足夠與否, 這群婦女還要再看⼀一次鞭傷的耶穌, 她們愛主的⼼心志, 為鞭傷的耶穌之
為, 實在讓我們敬佩不已。

我問⼀一個問題:  這群婦女在爾後的⽇日⼦子是恨羅⾺馬⼈人(兵丁)更更深, 還是如耶穌在⼗十字架上對⽗父的
禱告,「⽗父阿! 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曉得」(路路23:34)? 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在受
辱之最時有赦免之情。

七⽇日的第⼀一⽇日
基督復活後得在墳墓處⾒見見到他的先是天使, 後是婦女; 那⽇日清晨的主⾓角是天使和婦女, 不是⾨門
徒。福⾳音書記有兩兩批婦女來來到耶穌墓前, 第⼀一批有抹⼤大拉的⾺馬利利亞, ⼩小雅各的⺟母親⾺馬利利亞, 和撒
羅米, (撒羅米是⻄西庇太的妻⼦子, 雅各和約翰的⺟母親, 是耶穌的⺟母親⾺馬利利亞的姐妹), 第⼆二批婦女則
是路路加福⾳音記的約亞拿和其他婦女, (約亞拿是希律律的家宰苦撒的妻⼦子(路路8:3))。第⼀一批婦女到
墳墓的時間是天未亮尚⿊黑之時, 第⼆二批婦女到的時間則是初曉時分。

這些婦女來來到耶穌墳墓的⽬目的無他, 就是⽤用⾃自⼰己備好香料再抹膏耶穌的⾝身體。婦女這舉動的非
凡處在於, 她們不求主的賞賜, 所為就是單純的愛主; 這些婦女對主的愛已無懼於被⾃自⼰己同胞貼
上與叛教者耶穌同夥的標籤。我們看到, 主賜給她們的恩典是, (在⼈人類歷史當中)⾸首先⾒見見證他的
復活, 並且將她們的事蹟寫在聖經中, 以為教會的榜樣。保羅說:「23無論作甚麼, 都要從⼼心裏作, 
像是給主作的, 不是給⼈人作的,24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
基督;25那⾏行行不義的必受不義的報應, 主並不偏待⼈人。」(⻄西3:23-25) 所謂“⾏行行不義”就是, 作是給
⼈人作, 不是給主作。

第⼀一批婦女的看⾒見見天使 
第⼀一批婦女來來到墳墓的當際, 從天上下來來的主的使者使地⼤大震動, 並輥開堵住墳墓前的⼤大⽯石頭,  
坐在其上, 主的使者的像貌如同閃電, 衣服潔⽩白如雪(太28:1-4)。任誰站在這樣的使者⾯面前皆無
法⾃自⼰己, 坐立難安, 福⾳音書記兵丁「嚇得渾⾝身亂戰, 甚⾄至和死⼈人⼀一樣」(太28:4b), 婦女則「甚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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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 臉伏在地」(可16:5b; 路路24:5)。我們看到天使只安慰引導屬基督的婦女, 任憑不屬基督的兵
丁處在驚嚇中。婦女⾒見見到天使⽽而驚恐害怕, 將臉伏地的原因是⾃自知有罪, 不得看, 也不配看天上
的榮耀, 這是尋求主耶穌的⼈人遇⾒見見屬天的榮耀時的第⼀一個反應, 無法承受之。

驚恐害怕已不⾒見見於今⽇日基督徒遇⾒見見天上榮耀的情緒中, 今⽇日教會(包括福⾳音派與靈恩派)不愛談
罪, 也不再談罪, 所謂的敬拜讚美帶給⼈人的是歡愉喜樂之感。

第⼆二批婦女的看⾒見見天使 
這第⼆二批婦女⼦子並未如抹⼤大拉的⾺馬利利亞在墳墓前⽌止步, 她們反⽽而進入墳墓內; 因著這⼀一群⼈人在
同⼀一時間皆可進入墳墓裏, 可⾒見見這富⼈人墳墓內部空間是極為寬敞。這群女⼦子進入墳墓看⾒見見了了什什
麼? 看⾒見見「⼀一個少年年⼈人坐在右邊, 穿著⽩白袍。」天使原坐在輥開⼤大⽯石頭上, 這時進入墳墓內進⾏行行
處境教學, 讓婦女成為親眼⾒見見證空墳墓的⽬目擊者。 

天使對婦女說的話

天使說話的權柄
天使對婦女說的每⼀一句句話都極為重要。須知, 天使說話權威的來來源並不是因為他被造是天使, 
⽽而是因為天使詳細查看上帝的救恩(彼前1:12); 天使傳道權威的來來源除了了本⾝身位份尊貴之外, 還
必須深刻認識基督⼗十架福⾳音, 也就是說, 天使的位威必須加上道威, 他才有資格向婦女們說話。
屬主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兒女, 地位⾃自然是尊貴的, 且這尊貴程度比天使還⾼高, 希伯來來書1:14節
說:「天使豈豈不都是服役的靈, 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力麼?」然, 基督徒必須深刻認識
上帝的救恩, 基督⼗十架福⾳音才可向眾⼈人傳道。若若被按立為牧師或傳道的, 卻不講, 或講不清楚基
督⼗十架福⾳音, 那按立是⼈人為, 是組織為, ⽽而非聖靈為。天使的服役乃是將基督與他的死裏復活傳
給屬主的基督徒聽, 不論聽者⾝身份。

天使說的話
約翰福⾳音20:1節記「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還⿊黑的時候, 抹⼤大拉的⾺馬利利亞來來到墳墓那裏, 看⾒見見⽯石
頭從墳墓挪開了了。」⽽而符類福⾳音書記天使對婦女說的話寫在下⾯面: 
• ⾺馬太福⾳音28:5-6節: 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 他不在
這裏, 照他所說的, 已經復活了了。」

• ⾺馬可福⾳音16:6-7節: 那少年年⼈人對他們說,「不要驚恐! 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勒⼈人耶穌, 他
已經復活了了, 不在這裏, 請看安放他的地⽅方。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 說:『他在你們
以先往加利利利利去, 在那裏,你們要⾒見見他, 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

• 路路加福⾳音24:5-7節: 那兩兩個⼈人就對她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這裏, 已經復活
了了。當記念念他還在加利利利利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 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 釘在⼗十字架
上, 第三⽇日復活。』」

天使說話的順序
⾸首先, 天使先提基督⼗十架, 後提基督復活, 即先提基督受的羞辱, 後提基督復活的榮耀。這是基
督復活後, 從天上來來的使者說的第⼀一句句話, 因此成為屬主的基督徒⽣生命必經的歷程, 亦即基督徒
要得天上的喜樂就必須先走過深淵的痛苦, 這痛苦沒有別的, 就是堅守⼗十架道理理的痛苦。魔⿁鬼
試探的⼿手段則是簡化這個過程, 叫基督徒不需經過痛苦⽽而可得喜樂, 因牠就是這樣試探耶穌, 只
要耶穌在牠⾯面前下拜, 牠便便將萬國⼀一切權柄, 榮華, 都給耶穌。彼得曾盼望耶穌越過⼗十字架的痛
苦, 他的無知⾺馬上被耶穌稱他為撒但。

彼得受主基督了了教, 更更正了了他的錯誤, 便便在他的書信說,「親愛的弟兄阿! 有火煉的試驗臨臨到你
們, 不要以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歡喜, 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們在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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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顯現的時候, 也可以歡喜快樂。…那賜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裏召你們, 得享他永遠的榮
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堅固你們, 賜⼒力力量量給你們。」(彼前4:12-13; 5:10) 
(注意紅字) 我們必須先受苦難, 與基督⼀一同受苦, 經歷火煉的試驗之後, 才可歡喜快樂地得享基
督永遠的榮耀。有流淚淚才能歡呼, 上帝應許要擦去我們⼀一切的眼淚淚, 不再有死亡, 悲哀, 哭號, 疼
痛, 以前的事都會過去(啓21:4)。

天使如何稱呼耶穌
再來來, 我們當注意天使如何稱呼耶穌, 他說「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勒⼈人耶穌」, ⽽而天使長撒拉弗侍
立坐在⾼高⾼高的寶座上的主, 呼喊著的是「聖哉! 聖哉! 聖哉! 萬軍之主, 祂的榮光充滿全地。」(賽
6:3) 天使⼼心中有兩兩樣基督的榮耀, ⼀一個是基督坐寶座的榮耀, 另⼀一個是基督死裏復活的榮耀。
我們看到, 天使居然不提前者, ⽽而以後者傳揚與稱呼耶穌, ⼈人⼦子耶穌的成長地是拿撒勒勒, ⼈人⼦子耶
穌的死亡地是⼗十字架。這絕不可能是天使機械化的動作, 這主的使者曾看過他們的同伴天使犯
罪被上帝丟在地上的事, 但現在卻看到上帝居然讓祂的兒⼦子為救贖比天使地位還低的罪⼈人⽽而死, 
⼼心中必然驚奇不已, 他的內⼼心必深受耶穌⼗十架的震撼; 同時, 天使也深知傳基督死裏復活的榮耀
必蒙上帝的喜悅。

要知道, 天使並不是特別有智慧⽽而可明⽩白⼗十架福⾳音, 因上帝稱天使是愚昧的(伯4:18), 然蒙上帝
之恩詳細察看這事時, 他們便便從基督⼗十架的軟弱中看⾒見見上帝的⼤大能, 在基督⼗十架的愚昧中看⾒見見
上帝的智慧, 在基督⼗十架的審判中看⾒見見上帝的憐憫, 天使因此稱耶穌是“釘⼗十字架的拿撒勒勒⼈人耶
穌”並不感到羞恥。路路加福⾳音與約翰福⾳音同記在婦女⾯面前的天使有兩兩位, 若若說這兩兩位是跟隨基督
顯現在亞伯拉罕的那兩兩位天使也不無道理理(創18:2), 因為他們更更能明⽩白基督所為的顯著性。 

天使的責備與教導 
天使對第⼀一批婦女說的話偏重安慰, 「不要害怕(不要驚恐)」, 但對第⼆二批婦女說的話則偏重責
備,「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約亞拿的⾼高社會地位在資源和⾒見見識上也相對豐富, 因此受責
備也較深。

當天使責備約亞拿之後, 繼續說著「他不在這裏, 已經復活了了」, 進⽽而教導婦女,「當記念念他還在
加利利利利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 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 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復活。』」
主的責備必有教導, 責備若若無教導, 那責備只會帶來來失望與失志, 對受責者是毫無意義的; 主的
責備卻伴隨著教導, 在教導中顯出他的憐憫與寬⼤大。 

是的, 當我們還在世的時候, 過犯難免, 因此受主的責備是必然的。我們在孩童時實在需要主的
憐憫與恩待, 只有等到長⼤大成⼈人時, 才不受責備, ⽽而享永不⽌止盡地喜樂。然請記住, 主責備屬祂
的⼈人使之從錯誤中醒悟過來來, 並歸向他。 

結語 
從基督復活那⽇日清晨的主⾓角是天使和婦女來來看, ⽗父上帝擇選天使為基督復活第⼀一位⾒見見證, 因為
在⼈人的⾁肉眼可⾒見見的權威者唯天使; ⽗父上帝差遣天使, 使婦女為⼈人類中第⼀一位⾒見見證基督的復活。
在⾒見見證地⽅方⾯面, ⽗父上帝命定⾒見見證基督復活的地⽅方是埋葬耶穌的墳墓處。

因此, ⽗父上帝在意誰是傳道者, 也在意這傳道者向誰傳, 亦在意在什什麼地⽅方傳, 且傳基督復活的
道不容許有⼀一絲出錯的空間; 祂當⽇日如此, 今⽇日也如此。⽗父當時愛這些婦女, 差遣天使使她們知
道基督復活的福⾳音, 同⼀一位⽗父也愛歷世歷代屬祂的兒女, 差遣祂的僕⼈人知道這福⾳音。因此, 傳的
⼈人當放膽傳, 毫不保留留地傳, 聽的⼈人也當放⼼心聽, 無礙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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