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of Sermon: 2021年 ⼆⽉28⽇
耶穌哭了 (六) - 基督與⾺⼤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0 分鐘

經⽂
約翰福⾳第⼗⼀章

前⾔
我們現在論的不是別⼈, ⽽是主耶穌親選的使徒, 以及他所愛的⾺⼤和⾺利亞, 這些⾨徒也愛耶
穌。如果我們⾃認是蒙上帝揀選, 為主所愛, 且愛主的⼈, 那麼, 這約翰福⾳第⼗⼀章寫的就是
我們; 也就是, 我們對主耶穌⾏事的反應不出於⾨徒, 多⾺, ⾺⼤, 以及⾺利亞等在此的態度。我
們是活在主⾯前的⼈, 所以, 對於發⽣在⾃⾝週遭的⼈事物(尤其是處逆境時)⼀定有看法, 或不
平, 或哀怨, 或無奈, 當知我們的傾訴乃是向主發出, 其中必有多⾺或⾺⼤的影⼦。

⾺⼤接待耶穌
路加福⾳記⾺⼤事說她是將耶穌接到家中的⼈(參路10:38), ⾺⼤可接待穿布衣的耶穌, 並伺候
隨⾏的⼗⼆⾨徒, 實屬難得。 耶穌為傳道之故⽽進⾺⼤這富⼾家, ⽽不是為了受這位富⼈的肯
定與招待, 但是, ⾺⼤接待耶穌卻不是為聽道之故, 我們可從⾺⼤要求要耶穌命⾺利亞幫忙伺候
⼀事即知, 因耶穌教訓⾺⼤說:「⾺⼤! ⾺⼤! 妳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件,
⾺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奪去的。」(路10:41,42) 這是我們對⾺⼤最深刻的印象。
⾺⼤既不想聽道, ⼜為什麼要接待耶穌? 因為耶穌⼀出來傳道就是個風雲⼈物, 主的登⼭寶訓得
到猶太⼈的尊重, 眾⼈很希奇他的教訓, 因為他教訓他們, 正像有權柄的⼈, 不像⽂⼠(可1:22)。
故, 接待耶穌是⼀件蓬蓽⽣輝的事, ⾺⼤事後提及耶穌曾到家裡作客, 必令其驕傲不已。⼈的正
常反應就是這樣, 家中有貴客上賓造訪, 並且還坐下吃上⼀頓飯, ⼼中倍感尊榮, 如果還⼀起照
⼀張相, 那張相片必放在客廳最顯⽬的地⽅。

與富有的會眾相處之道
⾺⼤的殷勤服侍與⾺利亞的渴慕真道使教會牧師不知所措, ⼀⽅⾯, 教會需要向⾺⼤這樣的⼈
做教會事⼯, 故牧師不可能去責備如⾺⼤般的弟兄姐妹; 但另⼀⽅⾯, 牧師⼜怕碰到願意坐在他
腳前聽道的⾺利亞, 擔⼼無道可講。問, 今⽇教會牧師是希望多個⾺⼤, 還是多個⾺利亞?
耶穌對⾺⼤的責備給了今⽇做牧師傳道的另⼀個提醒, 當如何適切的與富有的會眾相處。這些
富有會眾當然尊敬牧師, 時不時地會請牧師到家中作客, 有群聚時也會請牧師參加, 若這會眾只
愛接待卻不樂於聽道, 那麽, 牧師不得為了⼀頓美食菜餚, 或為了他那份可觀的奉獻⽽失了位份,
寧可不去。會眾奉獻⾦錢後總認為⾃⼰是教會主⼈, 那些奉獻上比其他⼈較多的基督徒以為教
會不能沒有他, ⽽⼼⾼氣傲, 難受責備之語。
牧師傳道當認識到⼀個事實, 當他有了牧師或傳道的頭銜之後, 他已經不可能與弟兄姐妹平起
平坐; 換句話說, 弟兄姐妹不可能視牧師傳道是另⼀個弟兄(姐妹)。牧師與平信徒在場時, 他不
可能論世上專業事, 平信徒也不期望牧師對其專業事有何⾒解, 故牧師不可能融入平信徒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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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內容當中。當牧師或傳道要說話時, 平信徒期待牧師的是關乎屬靈事, 在飯局或筵席上講說
這事, 難。

⾺⼤信仰的總結
⾺⼤為耶穌的⾨徒, 她⾃接待耶穌後跟隨主到現在, 對耶穌的認識的總結就是這句「主阿! 你若
早在這裏,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現在, 我也知道, 你無論向上帝求甚麼, 上帝也必賜給你。」⾺⼤
這句話不是請耶穌禱求上帝使拉撒路復活, 因為她的復活觀是末⽇復活觀, ⾺⼤⾃⼰也說拉撒
路經過四天之後「必是臭了」(第39節), ⾺⼤不可能要求超出她認知以外的事。
⾺⼤雖稱耶穌為主, 但不是以主“神”認識之, ⽽是以主“⼈”認識之; 也就是說, ⾺⼤⾃始⾄終看耶
穌是⼀個蒙上帝悅納之出類拔萃的傳道⼈。⾺⼤⼼中充滿著諸般假設, 以為耶穌應該會做這,
應該會做那, 需要做這, 需要做那(參上週講道)。再者, ⾺⼤所謂的“就是現在”指的就是耶穌現在
的狀況, 其中意思是, 耶穌應該早到伯⼤尼使其兄弟拉撒路不死卻沒有這麼做, 即便如此不符⾝
為被上帝所差之⼈記號, 上帝不會不再聽耶穌的禱求。⾺⼤這話顯出她比耶穌更認識上帝, 比
得與約翰也曾顯出這樣的惡。

如⾺⼤的基督徒
⾺⼤這句話充滿著富家⼩姐的氣韻⼼態, 意志堅定且霸氣⼗⾜, ⼼裏所認定的必是不錯的, 且要
他⼈按其意願⽽⾏。這樣的⾺⼤是今⽇教會所有姐妹的鏡⼦: 我們看到, 凡姐妹藉著⾃⼰丈夫
的⾝份地位, 常表現出氣勢凌⼈之態, 若有⼈讀了神學, 那更是⾶上了天; 我們還看到, 因弟兄們
忙於事業, 活躍在教會裏屬姐妹的居多, 這些姐妹在⼈前總顯得比丈夫強勢, 甚⾄決定家中屬靈
的⽅向; 我們亦看到, 姐妹阻⽌⾃⼰的丈夫參加如唐崇榮牧師主領的神學講座或類似聚會, 理由
是不願造成教會困擾。然長年下來, 這些出頭的姐妹⼝中所傳的耶穌是沒有神性的耶穌。看看
⾺⼤吧! 她活在耶穌⾝旁, 親耳聽主的教訓, 但還是不認識主。保羅說:「這些(無知的)婦女擔負
罪惡, 被各樣的私慾引誘, 常常學習, 終久不能明⽩真道。」(提後3:6b,7

基督的⼀相對於罪⼈浮動的不信
耶穌聽了⾺⼤的話之後, 隨即對她說:「你兄弟必然復活。」主這句話因是接著⾺⼤之⾔說的,
因⽽許多⼈以為⾺⼤話中求的是拉撒路的復活, 這樣的解釋意謂著耶穌正在滿⾜⾺⼤私慾之
請, 這是極度危險的結論, ⽽上帝絕對不可能這麼做。
耶穌對⾺⼤說“你兄弟必然復活”乃是承繼他在拉撒路事上⼀貫的指⽰, 耶穌從對報信的⼈說的
第⼀句話, 到對⾨徒, 再到現在的⾺⼤, 以及爾後將要說的話, 皆呈現不變的⼀, 就是拉撒路不⾄
於死, 且拉撒路的不死乃是為上帝的榮耀, 叫上帝的兒⼦因此得榮耀。我們當抓穩基督的⼀, 以
為理解圍繞在主⾝邊發⽣的所有事情。⾨徒有⾨徒的意⾒, 他們不讓耶穌去猶⼤; 多⾺有他的
意⾒, 他不滿耶穌在拉撒路死了才去伯⼤尼; ⾺⼤有她的意⾒, 她認為耶穌應該滿⾜她⼼所望,
現基督以他不變的⼀來引導⾨徒, 使⾨徒浮動的不信與不解有個歸回的⽅向。
教會會眾的背景光譜寬, 職業愛好各不同, 進入教會的動機迥異, 對事各有各的看法, 作牧師的
實在難為, 然基督在此已有明確指⽰, 牧師當依循之以穩定掌舵航⾏。牧師傳道的中⼼意念就
是將⼈遷到上的愛⼦的國裏, 使會眾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在⼀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 滿
⼼知道上帝的旨意。教會其他事⼯無論多麼炫⽬, 但與這中⼼原則相比則光環盡失。許多植堂
多多的教會看起來風風光光, 但是講台卻沒有基督。許多⼈認爲教會⼈數多是蒙恩的記號, 但
請問各位, ⼀個千⼈教會, 若少⼀個⼈, 這教會牧師會在意嗎? 主在路加福⾳第⼗五章是怎樣的
教訓呢? 可⾒, 我們都被現象給蒙蔽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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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在基督的⼀裏可使那些意圖分裂教會的⼈惡⼼盡顯, ⼤家都經歷過那些離開我們教會的⼈
在教會時是多麼的合⼀, 但離開教會後卻四散不群。他們留在教會裏還有機會因道⽽改變, 但
⼀離開教會之後, 不僅改變的機會沒了, 還留下敵擋真道的記錄。

⾺⼤的復活觀
耶穌說的是“妳兄弟必然復活”, ⽽不是說“我可以使妳兄弟復活”, 主不這樣說乃是要激發⾺⼤說
出她的復活觀, 並使其在復活事上對他的認識。⾺⼤聽耶穌這話後, 隨即說:「我知道在末⽇復
活的時候, 他必復活。」⾺⼤相信復活, 但她的復活觀是末⽇才會發⽣的事, ⽽不是現在。
⼈⼀讀聖經, 他(她)就很⾃然的形成並相信末⽇復活觀, ⼀如⾺⼤⼀樣, 相對地, 沒有聖經的⼈的
復活觀則易聽進如輪迴等說法。(住在台灣的基督徒對⾃⼰信主前後對復活觀念的轉變當有深
切的感受。) 現在, ⾺⼤告訴耶穌⼀件有聖經的⼈都知道的事, 她完全沒有聽明⽩耶穌說的「你
兄弟必然復活」之意。為什麼? 因為⾺⼤完全沒有意識到耶穌這個⼈的獨特性, 她不認為耶穌
說的復活與她⾃⼰認知或過往聽⽂⼠與法利賽⼈對此的教訓有何不同之處。⾺⼤以為耶穌的復
活觀與她相同, 遂將兩者的共識再說⼀次, 從某個⾓度思之, 說別⼈已經知道的事是種侮辱。

⾺⼤不認為耶穌可使⼈復活
⾺⼤相信上帝可使拉撒路復活, ⾺⼤也相信耶穌可以醫病, 若早到她那裏, 她的弟兄必不死, 然
⽽, ⾺⼤就是不相信站在她⾯前的耶穌可以使拉撒路復活, 且現在這時可使拉撒路復活; 這是耶
穌所愛, 並愛耶穌的⼈對耶穌的認識, 她看上帝的兒⼦是⼈, 不是上帝。

⼈必復活
耶穌聽了⾺⼤說的話之後, 即說:「復活在我, ⽣命也在我, 信我的⼈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凡活
著信我的⼈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這是耶穌對⾺⼤進⼀步的教導。
基本上, ⼈是不相信有復活的事, 所以, 現在的⼈已將復活歸為屬於基督宗教的信仰和教義, ⽽
不是關乎每個⼈的事。然, 每個⼈都必復活, 無⼀例, 我引舊約記兩件關乎死⼈復活的事, 以之
確認復活不是⼀種想法、盼望、意念, ⽽是實實在在會發⽣在每個⼈⾝上的事。⼀是, 摩押⼈
把他們的死⼈拋在以利沙的墳墓裏, 這些死⼈⼀碰著以利沙的骸骨就復活, 站了起來(王下
13:20)。這事告訴我們, 即便不是屬上帝的⼈, 他們還是會復活。
另⼀是, 上帝要以⻄結向平原上鋪滿的屍骨發預⾔,「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 我必使氣息
進入你們裏⾯, 你們就要活了,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 使你們長⾁, ⼜將⽪遮蔽你們, 使氣息進入你
們裡⾯, 你們就要活了, 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參結37:1-6) 這事告訴我們, 上帝使⼈復活
乃是猶太⼈的基本信仰, 這就是⾺⼤的復活觀。現在, 耶穌引導⾺⼤重新建立她的復活觀, 讓她
知道, 當他從⽗那裏來到世界之後, 主領復活事的⼈就是他。

復活與⽣命
耶穌之「復活在我, ⽣命也在我」的另⼀個譯解是「我是復活, 我是⽣命,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耶穌使拉撒路復活, 這已然直接啟⽰他是上帝; 耶穌使⾃⼰死後
三天復活, 即啟⽰他是神⼈⼆性的基督。基督說「復活在我, ⽣命也在我」, 主同時論復活與⽣
命, 這兩者必是並存的。死之後⽽能復活的基礎在於⽣命, 復活之後可永續得保障的關鍵也在
於⽣命。因此, 基督啟⽰的復活觀不單單只是復活的本⾝, 或某⼀時刻會發⽣的事, ⽽是關乎永
遠的⽣命, 復活之後的⽣命的延續。
基督說:「⽗怎樣叫死⼈起來, 使他們活著, ⼦也照樣隨⾃⼰的意思使⼈活著。」(約5:21) 基督
指⽰他是⽣命的起源與永續者, 那些有他永恆⽣命的⼈乃是出於他恩典所賜。為什麼基督說他
是復活? 因為唯有他可以藉著聖靈重⽣在亞當裏的⼈, 這些⼈因罪的緣故與上帝的⽣命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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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 ⼈⼀切耳⿐⼿腦的感官雖是活⽣⽣的, 但卻都是離上帝⽽居, 故⼈在滅亡的道路上奔⾏,
轉不動, 改不了。但在基督裏有信仰的⼈, 靈魂已從死裏復活, 出死入⽣, 因此, 凡在世時有基督
⽣命的基督徒, 復活後才可有基督的⽣命得以永活下去。基督說:「信我的⼈雖然死了, 也必復
活, 凡活著信我的⼈必永遠不死。」

妳信這話麼
耶穌最後對⾺⼤說:「妳信這話麼?」這⼀挑戰性的話語威⼒無比, 使⼈無法迴避, 對⾺⼤如此,
對我們亦然。基督徒必須⾃⼰先相信⼈在亞當裏乃是處在死的狀態中, 並且相信基督是復活,
因⽽在基督裏的復活才可處在不死態, 有著基督所賜永遠的⽣命。基督徒唯⾃⼰站穩了, 才能
立穩地告訴世⼈(包括佛教徒)死與復活的事實, 並且堅定地告訴世⼈, 主耶穌基督乃是審判死⼈
與活⼈的主, 無⼀⼈是例外的。
所以, 我們當問⾃⼰, 認定復活嗎? 盼望復活嗎? 歡喜復活嗎? 還問⾃⼰, 喜愛⾃⼰的復活樣嗎?
喜愛其他屬主之⼈的復活樣嗎? 我們⽣活經驗是聽到⼈死的事甚多於復活的事, 以致於甚在乎
⾃⼰怎麼死; 然, 我們若在乎⾃⼰的死甚於在乎⾃⼰的復活, 那麼, 這意謂著我們在乎魔⿁甚於
在乎死裏復活的基督。如果我們對復活事認識不清, 對死也認識不清; 我們若不積極盼望復活,
對死必產⽣懼怕。孔⼦說:「不知⽣, 焉知死」, 我們基督徒則要說:「不知復活, 焉知死」。

⾺⼤的嘴硬
⾺⼤聽了耶穌之「妳信這話麼?」, 即說:「主阿!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上帝的兒⼦, 就是那要
臨到世界的。」⾺⼤進步了, 開始相信耶穌是基督, 是上帝的兒⼦, 有可使⼈復活的能⼒, 但她
還是堅持⾃⼰的末⽇復活觀, 耶穌若要使⼈復活, 那是他將來要臨到世界才會這麼做。⾺⼤的
固執與魯鈍, 真是令⼈搥⼼肝。

論主耶穌如何施恩於⾺⼤
我們需注意耶穌在此對⾺⼤的厚待恩典。⾺⼤接待上的不敬, 任何⼈都難以接受, 多⼈的反應
更多的是失去對話的耐性, 甚或不予理會以表明不悅。若⾺⼤繼續處於對基督無知與不敬的屬
靈現狀, 沒有外來的教導來改正之, 她將無法⾃省, 並以悔恨了結⼀⽣。然, 耶穌卻還是對⾺⼤
說話, 按照他啟⽰的步伐與脈絡告訴⾺⼤將要發⽣的事。
基督所定的道路, 罪⼈永遠不會⾏在其上, 然主耶穌並沒有因為⾺⼤對他私慾的對待⽽動怒, 或
因此放棄⾺⼤, 反⽽耐⼼地⽤道來引導她, 更新她, 改變她, 這是基督的⼀所表現出來的救贖⼒,
收聚⼒, 挽回⼒。如果基督所⾔僅顯出他道的突出與超然, ⾼⾼在上, ⽽他沒有意願使聽者領受
這道⽽成為聽者的⽣命, 那麼, 聽者對耶穌所⾔只能遙觀, 讚嘆, 拍拍⼿, 其屬天⾔語對聽者全是
無⽤的。
然, 基督的忍耐必使屬他的⼈, 不論⼈如何頑固如多⾺, 或如何不敬如⾺⼤, 還是全然無悔的⼯
作在他們⾝上, 及⾄時候滿⾜, 這些凡屬他的⼈必歸於他。耶穌說:「凡說話⼲犯⼈⼦的, 還可得
赦免。」亦說:「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 祂所賜給我的, 叫我⼀個也不失落, 在末⽇卻叫他復
活。」(太12:32a; 約6:39) 主正將他說的這些話施⾏在⾺⼤⾝上, 既如此, 主也必施⾏在凡屬他
的⼈⾝上。
多⾺和⾺⼤是我們的借鏡, 我們必須承認如他們⼀樣, 對主耶穌既頑固, ⼜不敬。但若我們蒙福
受到他⼈的規勸卻不理會之, 或輕看之, 我們必然維持原來對主頑固與不敬的⽣命狀態, 拒絕恩
典的基督徒乃⾃取滅亡, 怪不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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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如此, 與基督合⼀的⼈亦當如此, 講道者與牧會者更需如此, 皆必須堅守在基督裏的⼀, 有
基督的愛⼼與耐⼼對待在主裏的弟兄姐妹。今⽇講道者或讀神學者對此意識甚為薄弱, 甚⾄有
曾為神學院老師被教會聘牧時, 提出只願講道⽽不願牧會的條件。教會當應以基督的道⽽彼此
聯合, 當講道者講他的, 聽道者聽他的, 兩者雖共讀⼀本聖經, 彼此卻沒有關係; 講道者的⼼態若
沒有同得的⼼, 他則與基督無關; 聽道者若不願在道中彼此相交, 也與基督無關。基督說:「不與
我相合的, 就是敵我的, 不同我收聚的, 就是分散的。」(太12:30) 使徒約翰說:「我們將所看⾒,
所聽⾒的傳給你們, 使你們與我們相交; 我們乃是與⽗並他兒⼦耶穌基督相交的。」(約⼀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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