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 三⽉17⽇ 

基督復活的那⽇ (五⼗四): 

天上的基督與抹⼤拉的⾺利亞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8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20:11-18節:「11⾺馬利利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 低頭往墳墓裏看, 12就⾒見見兩兩個天
使, 穿著⽩白衣, 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 ⼀一個在頭, ⼀一個在腳。13天使對她說:『婦⼈人, 妳為甚
麼哭?』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了去, 我不知道放在那裏。』14說了了這話, 就轉過⾝身來來, 看⾒見見
耶穌站在那裏, 卻不知道是耶穌。15耶穌問她說:『婦⼈人! 為甚麼哭? 妳找誰呢?』⾺馬利利亞以為是
看園的, 就對他說:『先⽣生, 若若是你把他移了了去, 請告訴我, 你把他放在那裏, 我便便去取他。』16耶

穌說:『⾺馬利利亞。』⾺馬利利亞就轉過來來, ⽤用希伯來來話對他說:『拉波尼! 』17耶穌說:『不要摸我, 因
我還沒有升上去⾒見見我的⽗父。妳往我弟兄那裏去, 告訴他們說, 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
⽗父, ⾒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18抹⼤大拉的⾺馬利利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見了了主。』
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

前⾔言
基督在他空墳前, 開啟了了新約時代教會的序幕, 這教會的初始成員有他⾃自⼰己, 上帝, 聖靈, 天使, 
以及抹⼤大拉的⾺馬利利亞。天使是爾後教會堅固者的典範, ⽽而⾺馬利利亞則是爾後教會⼩小⼦子們的榜樣。
我必須⼀一再強調認識這教會最⼩小單位的重要性, 因為我們只有存於這最⼩小單位裏, 才可以走在
穩健的屬靈道路路上, 拒絕⼀一切錯誤的宣告。

辨別⼒力力
今⽇日靈恩派牧師嘴邊愛說“得罪上帝”或“褻瀆聖靈”, 使聽的⼈人⼼心⽣生宗教性的恐懼, 藉此轄制會眾
聽其⾔言。譬如, 聚會有了了醫病奇事發⽣生, 台上的牧師必⾔言這是聖靈的⼯工作, 好像不承認的⼈人就是
褻瀆聖靈。然, 當我們知教會最⼩小單位的上帝是“叫拿撒勒勒⼈人耶穌復活的上帝”(彼得語, 徒2:24), 
聖靈是“叫耶穌從死裏復活的聖靈”(保羅語, 羅8:11), ⽽而不是我們⼝口呼的上帝和聖靈之後, 再看這
些靈恩派牧師所傳, 發覺他們從來來不傳死裏復活的拿撒勒勒⼈人耶穌; ⼀一個沒有耶穌的上帝就不再
是聖經⾃自啟的上帝, 聖靈亦然。如果我們剝離了了叫拿撒勒勒⼈人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上帝與聖靈, 基
督⼗十架就與上帝與聖靈無關。

有⼈人總認為如此強調準確沒有太⼤大意義, 有的甚⾄至還以破壞教會和氣作為拒絕準確的藉⼝口。強
調準確是普世之理理, 教會卻反此理理⽽而⾏行行, 但⽽而這裏的不準確卻是致命的。耶穌說:「我實在告訴
你們, 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了, 律律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 都要成全。」(太5:18) 上帝的話精準
到⼀一點⼀一畫(因希伯來來⽂文字是由點畫組成）, 少⼀一點, 多⼀一點, 少⼀一畫, 多⼀一畫, 意思則完全不同, 
現在卻有⼈人說, 準確地傳上帝的話不重要, 豈豈不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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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主的基督徒必須要進入這教會最⼩小單位裏, 他所⾏行行的⼀一切才有永恆的價值。若若基督徒不在這
教會最⼩小單位裏, 他或許懂神學, 但卻可能看不懂聖經。譬如, 他無法解釋保羅對哥林林多教會與
加拉太教會不同的教訓, 保羅責備哥林林多教會呈現的屬保羅, 屬亞波羅, 屬磯法, 屬基督的各說
各話(林林前1:12), 但保羅卻要求加拉太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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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他團隊的傳道內容定於⼀一尊。

⾃自認是基督僕⼈人的, 他是否被基督看為有⾒見見識, 有忠⼼心的僕⼈人, 就在這最⼩小單位裏⾒見見真章; 作⼩小
⼦子的是否在基督的道理理上受教, 也在這最⼩小單位裏展露他順服的光芒。我們在社會上⼯工作總是
盼望能夠進入核⼼心群, 碩博⼠士研究⽣生總是希望進入有前瞻的實驗室進⾏行行研究, 以激發⾃自⼰己的潛
在能, 提升⾃自⼰己的眼界, 但基督徒總是躊躇不前, 不願意進入這教會最⼩小核⼼心單位, 使⾃自⼰己的屬
靈⽣生命可有正⾯面的成長, 基督徒這樣做是違反他的⼈人性的。 

蒙恩的記號
基督徒蒙恩與否就在他是否在教會最⼩小的單位裏, 因為這是出於上帝的恩典。彼得說:「那靠著
從天上差來來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 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 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彼前1:12b) 尊貴的天使願意詳細察看先知傳揚的救恩, 好使他⾃自⼰己在教會這最⼩小單位裏, 否則
他就會像他的同伴, 被主摔在地上(啟12:9); 天使只能在⼀一處, 或在教會裏,  或在教會外。約伯
記4:18節記:「主不信靠祂的⾂臣僕, 並且指祂的使者為愚昧。」上帝看為愚昧的使者卻若若不是出
於上帝的保守, 則不可能, ⽽而我們得以在這最⼩小單位裏完全也完全是出於上帝恩典的保守。

所以猶⼤大書說:「20親愛的弟兄阿!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裏禱告,21保守⾃自
⼰己常在上帝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直到永⽣生。」這段話⼜又呈現教會最⼩小的單位
的五成員與元素。

「不要摸我」 
以上老⽣生常談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經⽂文, ⼤大家的耳朵也喜歡聽這些美好的道理理, 因此看現有的
⼀一切是理理所當然的, 然當聽到耶穌對⾺馬利利亞說的三句句話時, 卻⽌止住了了⼀一切激情。我們作為旁觀
者看耶穌對⾺馬利利亞連續說, “婦⼈人! 為甚麼哭?” “妳找誰呢?” “不要摸我”等三句句話, 感到句句句句都是
不客氣的話; 若若知道抹⼤大拉的⾺馬利利亞的背景, 她的⾝身份低, 且職業卑卑賤時, 更更是認為耶穌對她說
的這三句句話太嚴厲了了, 尤其是第三句句話「不要摸我」。是的, 若若我們不知基督是誰, 必認為他說
的這三句句話不是要拉近與⾺馬利利亞的關係, 反⽽而是扯離。基督說的這三句句話對於今⽇日要求“好好
講”的時代是不入耳, 不受歡迎的, 但卻是在教會最⼩小單位裏的基督徒必須要聽進與承受的。

請問各位, “不要摸我”, 這句句話重不重? 如果有⼈人對你說這樣的話, 你的感受如何? 豈豈不認為對⽅方
嫌你髒, 所以他不允許你摸他? 耶穌復活後有榮耀不朽之⾝身, 這是他要升上去⾒見見⽗父的榮耀⾝身體, 
這樣的耶穌語出“不要摸我” 聽在卑卑賤的⾺馬利利亞的耳裏難道不覺得難過, 以為耶穌不讓污穢的她
摸他, 他復活後再也看不起她? 

但, 真是這樣嗎? 絕對不是, 耶穌沒有輕蔑⾺馬利利亞的意思, ⾺馬利利亞聽了了也沒有任何負⾯面情緒。

我們若若只單單注⽬目“不要摸我”這句句話, 不理理會上下⽂文⽽而單獨解釋這句句話, 必然產⽣生林林林林種種的負
⾯面評論, 所以我們必需將耶穌整段話不偏不移地思想清楚, 以得到完全且正⾯面的理理解。我們已
解釋基督之“婦⼈人! 為甚麼哭?” 是定罪的話, 倘若若基督不赦罪, 他必然就此打住, 不再多⾔言, 但耶
穌畢竟繼續說話, 這即表⽰示他正在進⾏行行對⾺馬利利亞的赦罪⼯工作。既然如此, “不要摸我”就不是⼀一句句
輕蔑的話; 事實上, 基督說這句句話, 以及前兩兩句句話乃是預備⾺馬利利亞的⼼心, 讓她牢牢記住他將要說
的重要指⽰示, 這指⽰示就是「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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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利亞愛主⾄至深
⾔言於此, 我們要問, 為什什麼⾺馬利利亞沒有上述所⾔言之負⾯面情緒⼼心理理反應? 答案是, ⾺馬利利亞完全相信
主, 全然的愛主, 她從不懷疑主耶穌的⼀一切的⼀一切; ⾺馬利利亞相信耶穌做的事, 說的話, 沒有⼀一句句不
是為她的好處, 即便便難聽的話亦然。⾺馬利利亞的⼼心正如⼤大衛所說的,「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處不在
你以外。」(詩16:2b) 

雖然, ⼈人與⼈人相處很難達到這樣的境界, 因為彼此都有罪, 你相信的牧師最後卻蹂躪你的相信, 
但基督徒接待基督時必須完全相信他, 全然的愛他, 若若⼀一旦有了了⼀一絲⼀一毫的不信, 基督說的話就
變得非常逆耳, 如芒刺刺在背, ⼼心煩得很; 基督的話不僅無法安定我們的⼼心, 反⽽而越聽越浮躁, “不
要摸我”就是最好的例例⼦子。傳道⼈人的責任就是清楚地傳揚基督, 使聽的⼈人遠離不信的危險。

「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耶穌在第17節對⾺馬利利亞說的整段話是,「不要摸我, 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見我的⽗父。妳往我弟兄那
裏去, 告訴他們說, 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這段
話有兩兩部份, 前⼀一部份是耶穌單獨對⾺馬利利亞說話, 後⼀一部份是指⽰示⾺馬利利亞要做的事, 後⼀一部份豐
富了了前⼀一部份。請注意, 耶穌說這些⾨門徒是他的弟兄, 故每⼀一屬主基督徒都必須深切認識這句句
話的意義, 吃進這些話。

再⼀一次地, 如果我們只單單讀「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見我的⽗父」就沒什什麼好說的, 因為每個⼈人都
知道這句句話的意思, 也都相信基督真的升上天, 回到⽗父的家裏, ⾒見見他的⽗父, 所以不會感到這句句話
有何震撼之處。然, 當我們將之與前⾯面的「不要摸我」⼀一起讀之思之的時候, 便便發覺其中的份
量量⼤大到⼀一個地步, 不容教會忽視。

摸: ⾺馬利利亞維繫與復活的耶穌關係的⽅方法
⾺馬利利亞在教會最⼩小單位裏, 耶穌不可能禁⽌止⾺馬利利亞摸他, 耶穌乃是藉著⾺馬利利亞之摸(他), 啟⽰示教
會如何建立並維繫與他的關係。⾺馬利利亞看到了了⼼心愛的耶穌, 誓死⾃自此即跟在耶穌⾝身旁, 不讓耶
穌再離開她, 要永永遠遠地跟隨耶穌。然, 耶穌說明了了不要⾺馬利利亞摸他的原因在於, 他還沒有升
上去⾒見見他的⽗父, 耶穌即否定了了⾺馬利利亞這個⼼心願。然話⼜又說回來來, 因為耶穌尚未告訴她, 應該如何
與復活的他維繫關係, 所以當時的⾺馬利利亞也只能有這個⼼心願, 這也是她能想到與耶穌維持永遠
關係的唯⼀一⽅方法。

現在, 耶穌說了了“我還沒有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這乃是告訴⾺馬利利亞, 他要的關係是天上的關係, ⽽而不
是地上的關係, 這天上的關係是⾺馬利利亞與在天上的耶穌必須要建立的關係。這理理由很簡單, ⾺馬
利利亞唯有看⾒見見基督回到⽗父那裏, 看到⽗父接納基督的⼀一切, 明⽩白了了基督與⽗父之堅實的關係, 她與基
督的關係才是永固的。耶穌說完這話後隨即差遣⾺馬利利亞到⾨門徒那裏向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見
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基督這句句話不僅重申了了與他建立在天
的關係的必要性, 更更是強化與豐富了了這在天關係的內容。質⾔言之, 耶穌要⾺馬利利亞摸的他不是在
地上的他, ⽽而是在天上的他; 耶穌在那裏, 有⽗父與他同在。

當我們已看到基督升上去⾒見見他的⽗父, 卻不與天上的基督建立關係, 那是說不過去的。須知, 地上
的關係均是浮誇不穩, 如同蓋在沙⼟土上的房⼦子, 雨淋淋, ⽔水沖, 風吹, 撞著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了, 並
且倒塌得很⼤大。可悲的是, 今⽇日基督徒彼此的關係就是這樣, 說變就變, 只因那改變者未看⾒見見明
⽩白耶穌在這裏說的話。基督徒在教會不展現他在社會美好的⼀一⾯面, 卻在在顯露社會醜惡惡的⼀一⾯面, 
在社會不會做的事, 在教會卻敢做, 彼此關係能好到那裏? 有基督徒埋怨上帝只因他參參加主⽇日聚
會找不到停⾞車車位⽽而違停, 被開了了紅單卻怪上帝為什什麼不保守他。

⼤大家好好靜思反省⾃自⼰己是否與主基督的關係是在天的關係? 想想⾃自⼰己, 然後再看看今⽇日教會講
台信息與基督徒的禱求, 是否與基督這指⽰示有關? 若若沒有, 那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為什什麼信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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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聽耶穌之「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 這段話
有那ㄧ字, 那⼀一句句, 講到地上的事? 耶穌說:「7你們祈求, 就給你們; 尋找, 就尋⾒見見; 叩⾨門, 就給你
們開⾨門,8因為凡祈求的, 就得著; 尋找的, 就尋⾒見見; 叩⾨門的, 就給他開⾨門。」(太7:7,8) 當我們知道
基督說的建立天上關係的這段話之後, 我們的祈求與叩⾨門就不可以任意⽽而為。講道者更更須注意
不得偏離基督在這裏的命令, 譬如, 每個牧師傳道必須解釋耶穌的「我與⽗父原為⼀一」的意思。

「妳往我弟兄那裏去」
⾺馬利利亞原本的意念念與嚮往乃是緊跟在耶穌⾝身旁, 不容⾃自⼰己再讓耶穌離開她的視線, 但耶穌卻差
派她“往我弟兄那裏去”。耶穌這差派實在違背⾺馬利利亞的意願, 但約翰說:「抹⼤大拉的⾺馬利利亞就去
告訴⾨門徒...」, 現在, ⾺馬利利亞不再隨她⾃自⼰己的意思, ⽽而是耶穌說什什麼, 她就照耶穌說的去做。⾺馬
利利亞是教會最⼩小單位⾸首位被耶穌差派的⼈人, 且帶著耶穌的話⽽而去, 在舊約時, 這是只有先知才有
的榮耀。現在, 這榮耀賜給在教會最⼩小單位裏的基督徒, 不分男⼦子與女⼦子。

低迷的女⼦子地位
耶穌把他復活後最重要的指⽰示告訴⾝身份卑卑微的抹⼤大拉的⾺馬利利亞, 並差她去告訴教會最重要⼈人⼠士, 
這在教會歷史中是頭⼀一回, 但似乎也是唯⼀一的⼀一回。教會⼀一直錯估女⼦子在教會的⾓角⾊色, 過去如
此, 現在也如此, 不是低估, 就是⾼高估。教會牧師對女⼦子也會出現⼤大⼩小眼的對待, 如果有位貴婦
請牧師教導她如何保泰持盈, 如何保有現有的地位, 永不衰落落, 另⼀一位社會地位平庸的女⼦子請牧
師講解耶穌說的這段話, 請問各位, 牧師會聽誰的?

當女性主義於20世紀抬頭之後, 教會依然沒有深入檢討女性在教會裏的地位, 所思所為還是照
著改教運動對女⼦子的思維⽽而⾏行行; 相對地, 靈恩派教會卻任由女性傳道⼈人胡作非為。現今各⾏行行各
業皆有出類拔萃的女性, 若若我們只狹隘地擇取保羅蒙頭之說, 或天主教修女之礙, 不顧耶穌對⾺馬
利利亞之為, 必損屬靈⽣生命的成長。

今⽇日教會的宣教已不看基督怎麼做, ⽽而基督根本不去看⾺馬利利亞的背景或看她的能⼒力力, ⽽而是看⾺馬
利利亞是他教會裏的⼈人, 是與他建立天上關係的⼈人, 是將來來要與他永遠同在的⼈人。⾺馬利利亞雖弱勢, 
但卻不是弱智, 耶穌對⾺馬利利亞說的話是⾺馬利利亞必須要聽的話, 不折不扣。

⾨門徒聽差來來主信息者的話
請注意, 抹⼤大拉的⾺馬利利亞要去走告的是⾨門徒, 其中的彼得雖是漁夫, 但因他所捕的⿂魚是加利利利利海海
⾼高品質的⿂魚種, 專送往羅⾺馬供達觀貴⼈人食⽤用, 故彼得經濟條件頗優渥, 若若不是這樣, 他對耶穌說
的“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 將來來我們要得甚麼呢？”(太19:27) 也就沒有什什麼意義。⼤大家想
想看, 要這樣的彼得去聽卑卑賤的抹⼤大拉的⾺馬利利亞的話, 容易易嗎? 請問各位, 當時的場景換成今⽇日
的我們, 可能發⽣生嗎? ⼀一旦有類似⾺馬利利亞⾝身份與作為的女⼦子進入教會, 個個皆退避三舍, 所以說
實在話, 主基督, ⾺馬利利亞, 以及彼得之間的關係, 今⽇日已成絕響。 

再問, 尊貴的彼得或許願意聽⾺馬利利亞說的話, 但不願意與卑卑賤的⾺馬利利亞建立關係, 這樣的態度是
對的嗎? 在教會聽道, 我們可以把道與講的⼈人分開, 只取其道, 不接納講的⼈人嗎? 彼得不僅聽⾺馬
利利亞說的話, 他還必須接納卑卑賤的⾺馬利利亞是他的姊妹, 否則彼得的聽只得知識, 卻沒有得著⽣生命; 
彼得必須聽全並接納⾺馬利利亞, 他屬靈⽣生命才能往上提升, 往前跨⼀一⼤大步。在教會聽道, 若若把道與
講的⼈人分開, 最後必離開道; 否定講道的⼈人, 必也否定所講的道。請注意, 在社會或許可以不因
⼈人廢⾔言, 但在教會裏卻是廢了了⼈人也必廢其⾔言。所以, 當主基督不要某⼈人聽到關乎他的道, 他先讓
那⼈人討厭講他的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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