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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大和馬利亞──生活的優先次序 

	 身兼數職的愛麗絲·馬休斯（Alice Mathews）透

過她的生命和心路歷程，將我們帶入上帝話語的全新視

野中。她既是宣教士、牧師的太太，也是母親和祖母。

目前愛麗絲博士，在戈登考恩神學院（Gordon-Conwell 
Seminary）擔任教授。

	 唯有生活忙碌的女人才能了解馬大，一位在新約聖

經中忙碌、操勞過度的女人。同樣，只有那些喜愛坐在

主的腳前凝神傾聽的女人，才能了解馬大的妹妹──馬

利亞。

	 我認為愛麗絲就是這樣一位兩者兼備的女人。在本

書中她將與你分享她對馬大和馬利亞的認識和所得到的

亮光。

──馬汀·狄漢二世（Martin R. De Haan II）§

目錄

馬大和馬利亞：

如何在屬世和屬靈的生活中得勝？……………………2

馬利亞和馬大： 

在悲傷時如何能懷有盼望？……………………………15

SC Mary & Martha for print.indd   1 3/19/08   11:00:35 AM



�

馬大和馬利亞：如何在屬世和
屬靈的生活中得勝？ 
	 當我讀小學五年級時，我學習當時稱之為《家事

課》的一門課。我升入中學后，這門課改名為《家庭經

濟學》。據我所知，現在大學裏已將這門課程稱之為

《人類生態學》。但不管名稱如何，其內容是一樣的：

	 ‧一學期的烹飪，

	 ‧一學期的縫紉，

	 ‧再一學期的烹飪，

	 ‧再一學期的縫紉。

	 也許你已發現你也在重復着同樣的軌跡。

	 我不知道我較討厭的是什么？是烹飪還是縫紉？因

為到我十歲的時候，我還不能將生雞蛋的蛋黃和蛋白完

整地分開，也不能縫出一條平整的衣縫。我還很記得我

非常害怕上家事課。

	 我們是使用腳踏縫紉機學縫紉，那時還沒有電動

的。最近，我在一間紡織品商店駐足觀摩，看到正在展

示的現代化縫紉機──那真是完美的、電動化的、全電

腦控制的神奇工人！當我駐足讚歎科技在裁縫業的成就

時，也發現有一點是沒有變的，與我五十年前第一次上

家事課時一樣，就是在縫紉機的前面，針頭的上方有一

個壓腳器，在縫紉時，它是用來調節線的鬆緊度。

	 要縫製一條筆直的衣縫，卷軸上方的明線和下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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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線必須與衣料平滑而又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嫺熟的女

裁縫總是會在壓腳器的設置上做一些小的調整，因為她

知道適當的鬆緊度是多么的重要。

	 當我縫紉的時候，若不小心碰到了壓腳器，我就聽

到卡嗒、卡嗒的聲音，提示我已經弄亂了明線和暗線之

間的和諧。我知道我若不重新調節兩條線的鬆緊度，我

就縫不出一條完美的衣縫。一切都得暫停，直到我能看

到令我滿意的、交錯完美的明線和暗線。

	 當我讀路加福音�0章�8-4�節的時候，我不由地想

起了縫紉機上的調節鬆緊度的壓腳器。路加描寫了一件

發生在伯大尼村一個家庭晚宴的故事：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

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裏。她

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着

聽他的道。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就

進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

伺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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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場景：雨季剛結束的初夏，在耶路撒冷東邊

二英里的一個剛剛被雨水沖洗過的小山村。馬大可能是

一個富有的寡婦，長期以來一直照顧年幼的妹妹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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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弟弟拉撒路。

	 在伯大尼這小山村裏，馬大在家裏熱情地招待耶穌

和祂的門徒。她急切地為耶穌安排一個舒適的座位，又

為每個客人預備冷飲，她示意馬利亞將門邊的盆子盛滿

水，然后拿一條手巾給每個客人洗腳。耶穌的門徒圍坐

在屋子裏，交頭接耳地談論着最近發生的事情。村民開

始蜂擁而入，急切地想聽這位偉大的拉比耶穌的講道。

	 這不是耶穌第一次到伯大尼。村民們對耶穌所行的

神蹟也早有耳聞。可能耶穌還要告訴他們更多的呢！有

的人已擠了進來並在門徒周邊坐下。很可能馬大和馬利

亞已坐在耶穌的腳前（路加福音�0章�9節說：「馬利亞

也坐在耶穌的腳前。」）

	 我不知道馬大在耶穌腳前坐了多久。但是我有一個

感覺，如果她像我一樣的話，即使她坐在那裏也是心神

不寧。畢竟，在她家裏有十三位客人，他們全都饑腸轆

轆，需要飽餐一頓。但是手頭有什么現成的食物呢？需

要準備什么呢？是否需要溜到附近的小店買點穀類或是

水果？

	 我非常理解馬大，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即使馬大坐

在那裏，她所想的是什么。她正在盤算着廚房裏有哪些

食物。然后，她計劃做什么菜，千萬不要遺漏了任何一

樣。然后，將要做的每一項事情，都在她腦子裏列了一

個清單。當她想好了這一切以后，環視了一下屋子，想

在人群中找一條最好的通道，從她坐的地方繞到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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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找好通道以后，就再也坐不住了。她不得不開始

忙碌了！畢竟她是家裏的主人，將客人服侍好是她的責

任。如果飯菜不好，沒有人會責怪馬利亞和拉撒路，肯

定都是落在馬大的頭上。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再坐在耶穌

腳前聽祂講道了──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再說吧。

	 一進廚房，她就充滿喜樂。就像我們要為最關心的

人做事一樣。我們希望做到盡善盡美，至少接近完美。

我們對客人的愛使我們如此，我們對能有機會表達對這

客人的關懷，感到興奮得很。

	 你可以想像馬大在她熟悉的廚房裏忙得不可開交

的身影嗎？首先做一個青豆、扁豆炒洋蔥和大蒜，然后

將醬汁淋在羊肉上準備烘烤，再磨好麵粉調勻準備做麵

包，然后準備好無花果和石榴，再將酒調好，擺好桌

子，攪動青豆和扁豆，翻轉羊肉，開始烘烤麵包。

	 透過窗戶看了看天上太陽的位置，馬大忽然意識

到是該吃飯的時間了，可是她還沒有做好晚餐。她的感

覺就像我正滿懷熱情地忙碌着，突然發現時間不多了，

我根本獨自無法完成我所計劃的一切。就像通常在出現

這種情況時一樣，我開始生氣──氣自已，還會遷怒于

人，心想，如果他們肯幫一下忙的話，情況就不會這么

糟。

	 我猜想這就是當時馬大的心情。以充滿喜樂的心

情開始的計劃和工作忽然變味了。路加在40節告訴我們

說：「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結果她做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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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心裏就越煩亂。這全是馬利亞的錯。如果馬利亞幫

一下忙的話，情況就不會這樣了。

 馬大做得越多，心裏就越煩亂。

	 我們都知道那種感覺，不是嗎？有做不完的事已經

是夠糟糕的了。但更加上，那些我們認為能幫助的人卻

袖手旁觀。于是，心理的不平所激起的憤怒就到了爆發

的邊緣。

	 馬大也是如此，在40節，她終于爆發出來：

「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嗎？請

吩咐她來幫助我。」

	 很有意思的事，馬大是向主耶穌說出自己的不滿，

而不是向她的妹妹馬利亞。可能馬大已用眼睛看着馬利

亞，示意她快過來幫忙，但是卻失敗了。或許馬大曾輕

輕地推過馬利亞，但她根本不理睬，仍舊坐在那裏聽耶

穌講道。

	 我們總有辦法將我們的訊息傳遞出去，我們會清

清嗓子、會用指頭敲打着桌子，會有引起別人注意的表

情。當別人沒有反應時，這就會進一步激怒我們了。

	 無論如何，這一切已經發生了，馬大直接告訴耶

穌，指責耶穌不關心她。她認為如果耶穌真的關心她的

話，祂應該早就吩咐馬利亞來幫忙。

	 我對馬大把主耶穌對她的關心和吩咐馬利亞幫忙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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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在一起極感興趣。馬大想，她完全知道主耶穌該怎樣

表示對她的關愛──減輕她的重擔。

	 那正是我們所看到主耶穌為她做的，雖然不是她所

期待的。從祂的回答中，讓身為姊妹的我們，對門徒的

意義有進一步的認識：

「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

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了那

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路加福音10

章41-42節）。

	 問題不在于馬大做了什么，而是在于她煩躁不安的

態度產生了不好的氛圍。耶穌知道馬大在不重要的事情

上花了太多的精力。馬大的問題是分別主要與次要事情

的重要性的問題；是生活中應保持適當「鬆緊度」的問

題。讓我們仔細來看看主耶穌對這位焦急的婦人說了些

什么，及沒有說些什么。

 馬大的問題是一個重要性平衡的問題；是生

活中應保持適當「鬆緊度」的問題。

	 首先，耶穌沒有責備馬大為耶穌和門徒預備飯菜這

件事。如果家庭主婦沒有為客人預備食物的話，客人一

定會餓肚子的。因此，伯大尼的廚房是十分的重要。

	 你還記得耶穌開始公開傳道之前，在曠野受魔鬼

試探時說的話嗎？在馬太福音4章4節，耶穌說：「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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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是單靠食物」。耶穌並沒有說：「人活着不需要

食物」。我們確實需要食物，我們有肉體，需要餵養。

耶穌知道，並且親自餵養──有一次使五千人吃飽。

	 但是耶穌也深深地知道，人不僅僅只有肉體，不

是單單需要食物。至少，使我們的心靈得滿足與肉體得

飽足是一樣重要的。馬大的問題不是為客人預備食物，

那是必要的，也是女主人的本份，但是她看得太重了。

她不是在做一頓平常的晚飯，而是想做特別的飯食來款

待客人。耶穌說這句話的實在意思是，簡單的飯菜就行

了。

	 日常生活中，每天我們都需要盡本分。我們到辦

公室，回家做飯，將文件分類，打掃房屋，洗衣服等

等。我們做這些事情，也想做得完美。陶樂斯·薩怡

（Dorothy Sayers）告訴我們說，在拿撒勒的木匠鋪

裏，沒有一張桌子是歪的。差勁的工作和忽視生活中該

盡的義務，都不能榮耀我們的主。

 我們必須掌握一定要做的事在全部生活中所占

的比例，不能讓它損害到我們整個的生活。

	 我們必須掌握應盡的職責在全部生活中所占的比

例，不能讓它損害到我們整個的生活。我們很容易本末

倒置，我們本應為上帝而活，可是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

窮于應付日常瑣事的境況。當我們把一些次要的事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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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首位時，一些小事也會成為生命中的絆腳石。

	 兩千年之前的一個下午，耶穌看到的一個情形是，

馬大看不起馬利亞所選擇的。馬大將她的價值觀──華

麗的房子，豐盛的晚宴強加給馬利亞。如果對馬大來

說，為此「忙碌」是必需的，那么她認為對馬利亞也應

如此。

	 請注意，耶穌並沒有告訴馬大去做馬利亞所做的

事。同時，祂指出馬利亞已經選擇了上好的福分。耶穌

這么說，其實玩了一個小小的文字遊戲，這在英譯文中

沒有表達出來的。祂的本意是說：「馬大，你為我們預

備了這么豐盛的飯菜，但是馬利亞也做了一盤，是你在

廚房中無法做出來的。」一方面，食物是必需的，但簡

單會更好。這樣馬大就有時間和馬利亞坐在一起聽基督

的道了。

	 你是否認為主耶穌對馬大過于苛刻？畢竟她是在做

討主喜悅的事情啊！還是你認為主耶穌應該很高興地答

應她的請求，趕快叫馬利亞來幫助她呢？用那種方式使

馬利亞受辱，你認為她會高興嗎？如果因此耶穌不得不

中斷講道，門徒和村民們會高興嗎？馬大自己呢？你認

為她對自己滿意嗎？那樣一來，我們會破壞自己和他人

的情緒，包括馬大所做的一切。

	 當你想像這畫面時，馬大在你腦海裏的印象是

如何的呢？伊麗莎伯·莫爾特曼·文德爾（Elisabeth 
Moltmann-Wendel）說過，不管何時想起馬大，她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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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兒童聖經上的一幅畫。在那幅畫中，馬利亞坐在主前

聽道，而馬大則在畫面的背景裏，靠着廚房的門，臉上

掛着邪惡和不信任的表情。

	 當我們想到這兩姐妹的時候，我們總趨向于把馬利

亞和聖潔聯想在一起，而把馬大和橄欖油及魚聯想在一

起。

	 當一個人評論別人說：「她是馬大型的」，我們便

知道這意味着什么。那被評論的人一定是務實型的：埋

頭苦幹、腳踏實地。當然馬大是有用必要的。如果我們

都是馬利亞，教會一定會有大麻煩。但如果要塑造一個

模範或理想人物，我們總是屬意馬利亞，這在我們思想

上已是根深蒂固。如果我們一定要挑一個的話，不管在

教會還是在家庭中，馬大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但頂着

讚美光環的卻是馬利亞。

	 馬大，雖被稱為是家務和炊事工作的守護聖徒，

卻得到一記悶棍！馬丁·路德寫道：「馬大，你的工作

是受咒詛的，簡直是徒勞無益……我只要做馬利亞的事

奉。」

 不管在教會還是在家庭中，馬大的工作是不

可或缺的，但頂着讚美光環的卻是馬利亞。

	 多么傲慢的語言！我為馬大感到委屈。但是馬丁

·路德錯了。馬大的工作一定不會受咒詛，也不可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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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徒勞無益的。只是馬大的態度需要糾正，馬大的角

度需要調整。但是馬大的工作是很好的和必需的。事實

上，作為耶穌基督的門徒，我們都需要培養既要做馬大

又要做馬利亞的特質。

	 路加福音�0章裡，是一個律法師試探耶穌的故事，

那律法師問耶穌說，他該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穌反

問他說：「律法上寫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樣呢？」那

律法師選了申命記�章�節和利未記�9章�8節那最偉大的

命令來回答：「我們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我

們的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作為耶穌基督的門徒，我們都需要培養既要

做馬大又要做馬利亞的特質。

	 律法師回答的完全正確。耶穌完全贊同，並且說：

「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律法師沒有就此罷休，他又用另一個問題來刁難耶

穌：「那么，誰是我的鄰舍呢？」為了回答他的問題，

耶穌講了一個出乎我們意料的精彩故事。

	 那故事講到：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在

滿是灰塵的山路上，他落到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

裳，把他打個半死。開始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他

也許剛剛完成了他在耶路撒冷的事奉班次，正走在回家

的路上。他看到這個可憐的傢伙，為了避免與他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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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旁邊繞了過去。過了一會兒，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

地方。在第一世紀的以色列，利未人是低層的祭司，他

們通常在獻祭時唱詩、做聖殿的守門人，或作祭司的僕

人。然而，這個利未人，也像那祭司一樣，瞥了一下受

傷的人，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

	 第三個來到這裏的是一個被猶太人所歧視的撒瑪利

亞人。你該知道猶太人是多么討厭撒瑪利亞人，因此當

主耶穌講說一個撒瑪利亞人來到這裏的時候，引起了大

震動。這個被看不起的異族人，沒有像祭司和利未人一

樣，而是動了慈心，停下來，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

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裏去照應

他。甚至拿出銀子來，交給店主，然后才繼續趕路。

	 故事的高潮是什么？當耶穌講完了這個故事的時

候，耶穌問那律法師說：你認為這三個人哪一個對受傷

的人像對待鄰舍一樣呢？當然，律法師回答說：「是憐

憫他的。」耶穌回答說：「你去照樣行吧」（��節）。

	 難道那不正是馬大所做的嗎？難道她不正是不怕麻

煩，盡心地服侍耶穌和祂的門徒嗎？難道她不正是滿足

了某些人的需要嗎？當然是！難道她不正是一個「好撒

瑪利亞人」，而馬利亞對客人的需要卻漠然置之，豈不

正像那祭司和利未人對那受傷的人麻木不仁嗎？

	 再回過頭來看看第一世紀耶穌對那律法師肯定的回

答吧：「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

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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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一個將「行動的生活」和「思考的生

活」作比較的問題，而是一個先后次序的問題。

	 注意兩種愛的先后次序：先是愛上帝，其后是鄰

舍，而不是反過來。這不是一個將「行動的生活」和

「思考的生活」作比較的問題。而是一個先后次序的問

題。我們應當將「聽上帝的話」和「學習上帝的話」放

在我們的事奉之先。那樣才能裝備和激勵我們更好地事

奉上帝和服侍人。

	 耶穌那一天所渴望的並不是馬大的扁豆和羊肉，而

是馬大自己。有一道菜是她在廚房裏無法燒出來的，那

就是她與上帝的關係。只有繼續坐在耶穌腳前，聆聽耶

穌的話語，讓主餵養她的靈命，她才可能在她的廚房裏

燒出她與上帝之間親密關係的那道菜。

	 在那一天，馬大想讓耶穌減輕她的重擔。耶穌確

實那樣做了，但卻不是馬大所想要的那種方式。耶穌知

道在忙碌中，我們無法與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聆聽上

帝的話語是非常必要的。馬利亞選擇了將時間花在首要

的、與上帝的關係上，而不是被瑣事所打擾。

	 「馬大一定是一個馬利亞，」一個解經家說道：

「真正的馬利亞也一定是一個馬大，她們是姐妹。」這

又讓我記起了縫紉機上，調節明暗線的壓腳器。如果壓

腳器上的明線太鬆了，紡織物底下的暗線將會纏結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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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衣縫就不直。無論怎么壓，它們也沒法吻合。裁縫

唯有拆下所有的線，調節壓腳器，然后重新開始。

 當我們保持正確的次序時，上帝會幫助我們

懷着歡喜和感恩的心，做我們該去做的。

	 如果沒有明線和暗線，我們就無法縫出一條衣縫。

在只有明線而沒有暗線的情況下，哪怕我們縫了一整

天，結果也只是徒勞無功。如果我們真想做好一條衣縫

的話，「馬大」線和「馬利亞」線必須齊頭並進，並且

完美地扣繞在一起。兩者必須調節得協調一致，才能做

出一條又牢固又有用的衣縫。

	 我們活在這個世俗的世界上，即意味着我們必須關

心食物、衣服、房子、家庭、工作和學習。但是我們也

活在另一個屬靈的世界。我們要掛慮自身和上帝之間的

關係，那就是馬大的真正問題：她在縫紉但卻沒有線。

	 若想要有好的服事，我們必須擺正我們的次序。在

我們出去為主牧養之前，先讓主來牧養我們。那就是上

帝的次序：首先我們必須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

我們的上帝，然后我們才能夠做好準備，出去愛我們的

鄰舍如同自己。當我們將次序顛倒的時候，我們就會感

到力不從心和沮喪。若我們將自己的順序排在上帝的順

序之后，我們就會發現上帝會使我們懷着歡喜和感恩的

心，做需要我們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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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亞和馬大：在悲傷時如何
能懷有盼望？
	 當�9��年，我丈夫完成他在丹佛神學院的課程后，

我們便搬到懷俄明州中部的一個小鎮，這裏是他開始牧

養的地方。當我們結識當地教會的領袖后，我們特別欣

賞一對老夫婦。吉恩先生是一位退休的木匠，他每天早

上都到教會，幫助蓋教堂旁邊的教育廳。太太美娥也幾

乎天天都來。他們對耶穌基督和上帝的教會不倦的奉獻

態度讓我們佩服不已，成了我們每日的榜樣。	

	 大約六個月后，我們收到一個電話，告訴我們說他

們唯一的兒子多恩在當地一個露天開採的礦井事故中不

幸身亡。我們急忙穿過小鎮探訪吉恩和美娥，我們知道

這橫禍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震驚和悲傷，並要從這段悲

傷的旅程中走出來又有多么艱難。但是我們相信他們將

會走過來。在這次危機當中，基督徒環繞在他們周圍，

他們的一些朋友也來探訪。我們相信整個社群都用愛和

關心來幫助他們、他們的兒媳婦和兩個孫子。

	 喪禮過后幾天，吉恩照舊到教會，義務幫助教會建

設。主日的時候，是他獨自來到教會。當我們順便去探

訪他家的時候，我們意識到吉恩已經找到了力量來應付

他內心的痛苦，但是美娥卻做不到這點。

	 當我們問及此事的時候，我們得知從事故發生后，

美娥背棄了上帝。她怎能相信這樣一位上帝──竟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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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唯一的兒子，讓她的孫子失去了父親？一個慈愛和

良善的上帝怎么可能給他們如此沉重的打擊。不管我們

何時去探訪她，我們都聽到她反對上帝的談論。顯然，

她的信仰和她的生活水火不容。我們認為能支撐她的信

仰反而成了她的網羅。

	 美娥使我想起另外兩位婦女，當她們的弟弟得了

重病時，便打發人去請耶穌，但是耶穌沒有及時到達幫

助他們。最后，當主耶穌來的時候，兩位婦女對祂說：

「主啊，如果你早來這裏，我們的兄弟必不至于死！」

這兩位婦女堅信：如果主耶穌早來這裏，祂會醫治她們

的兄弟。但是，看起來耶穌並不在乎她們。

	 這個故事記載在約翰福音��章，前六節經文這樣告

訴我們：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

尼，就是馬利亞和她姐姐馬大的村莊。這馬

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頭髮擦他腳

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姊妹兩個

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人

病了。』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于死，

乃是為上帝的榮耀，叫上帝的兒子因此得榮

耀。』耶穌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子並拉撒路，

聽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

天。」

	 那情況就是拉撒路病了。他的兩個姐姐，馬大和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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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立即轉向他們的朋友耶穌，希望祂立即過來醫治

她們的兄弟，否則就來不及了。

	 知道耶穌如此愛這姐弟三人，我們多么盼望祂立即

動身，來到伯大尼，彰顯祂的大能，解除她們的痛苦和

焦慮。但是我們看到耶穌並沒有立即動身──像這兩位

姐妹所期待的。而是在祂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

	 生活中有一重要原則，就是愛能容許痛苦相隨，雖

然我們不希望如此。我們總認為如果上帝真的愛我們，

祂應該不容許任何痛苦的事情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但

事實並不是這樣，上帝的愛並不保證我們就與痛苦無

緣，因為這些對我們的靈命成長是非常必要的。愛和遲

延是相容的。

 上帝的愛並不保證我們就與痛苦無緣，因為

這些對我們的靈命成長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耶穌一聽到拉撒路病了就趕到伯大尼，馬大和

馬利亞就不會在盼望和害怕中翹首等待──盼望那位能

幫助她們兄弟的耶穌早一點來，害怕祂也許來得太晚。

如果主耶穌早一點來，就能解除她們眼睜睜地看到拉撒

路去世的痛苦；就避免經歷那最后生離死別的刺痛后，

再為他閤上眼睛，也用不着為他預備后事。她們就不會

有喪失親人后的孤寂。但是耶穌沒有來。

	 耶穌知道如果祂過早干預此事的話，馬大、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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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耶穌的門徒就學不到他們該學習的功課。約翰福音

11章告訴我們，耶穌如何完全地控制整個局面，祂知道

祂在做什么。祂知道馬大、馬利亞還有與祂同行的門徒

的靈性增長需要最合適的時刻。我們怎么知道呢？看看

約翰福音��章�-��節：

「然后對門徒說：『我們再往猶太去吧！』

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

你，你還往那裏去嗎？』耶穌回答說：『白

日不是有十二小時嗎？人在白日走路，就不

至跌倒，因為看見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

路，就必跌倒，因為他沒有光。』耶穌說了

這話，隨后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

睡了，我去叫醒他！』門徒說：『主啊，他

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穌這話是指着他死

說的，他們卻以為是說照常睡了。耶穌就明

明地告訴他們說：『拉撒路死了，我沒有在

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

相信。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裏去吧！』多

馬，又稱低土馬，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

『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上帝有祂的時候。耶穌知道，如果拉撒路還沒有死

的話，馬大和馬利亞就永不可能知道耶穌是復活和生命

的主；如果大衛不在隱基底的曠野遭遇掃羅追殺的話，

他就永遠不知道上帝是他的磐石和山寨；如果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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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埃及為奴的話，他們就不可能知道上帝是他們的拯

救。我們痛苦的經歷是上帝向我們顯明的另一種方法。

耶穌明確地知道祂所作的一切。

 我們痛苦的經歷是上帝向我們顯明的另一種

方法。

	 耶穌到了，發現拉撒路在墳墓裏已經四天了。當時

有好些猶太人從耶路撒冷來到伯大尼，探望馬大和馬利

亞，要為她們的兄弟安慰她們。對失去親人的馬大和馬

利亞來說，同情是這些猶太人首先應該做的，沒有比表

示哀悼更重要的了。

	 在以色列炎熱的氣候下，死去的人必須立即下葬。

婦女們用極好的香料膏抹屍體，然后用細麻布將手腳包

裹起來，臉上包上手巾。每一個能來的人，都將加入從

家裏到墳場的送葬隊伍。奇怪的是婦女們走在隊伍的前

面，因為按照當時拉比們的教導，女人應對死亡來到這

個世界上負責，因她在伊甸園裏犯了罪。

	 在墳墓前，朋友們作追思發言。然后當死者家屬

行走的時候，送葬的人們列成兩隊。只要屍體還停在家

裏，死者家屬便禁止預備食物、吃肉、飲酒和學習。當

屍體抬出去的時候，所有的家具都要倒過來，送葬的人

坐在地上或者低矮的小凳上。從墳場歸來的時候，他們

要吃一種用饅頭、煮熟的雞蛋和小扁豆做的飯，象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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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總是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哀哭需進行七天，在這七天當中，不許有人抹油、

穿鞋、學習、經商甚至沐浴。哀哭滿了七天以后，還要

緊接着一個月的哀悼期。

	 就在這哀哭的日子裏，馬大和馬利亞聽到耶穌進入

了他們的村子。當馬利亞還留在家裏的時候，馬大違背

了中東的風俗，就出去迎接耶穌。馬大和主耶穌之間非

同尋常的談話就記載在約翰福音��章��-��節：

「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

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

論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賜給你。』耶

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馬大說：『我

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耶穌

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

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馬大說：『主

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如此

的宣稱，表達了馬大對耶穌無限的能力產生了懷疑。如

果主在這裏的話，拉撒路就不會死，祂如在現場就能醫

治她的兄弟。但是她對主的信心也透射出來：「就是現

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賜給

你。」

SC Mary & Martha for print.indd   20 3/19/08   11:00:38 AM



��

	 耶穌的回答將馬大的思想轉向了復活的應許：「你

兄弟必然復活。」聽了耶穌的回答后，馬大似乎有點不

耐煩，她回道：「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

活。」

 復活的教義在馬大痛苦的時刻，不能給她任何

安慰。

	 她知道真理，她完全正確地懂得教義。在這一點

上，比撒都該人強得多，他們完全否定復活的真理。但

面對將來的復活，她沒有得到安慰。此時此刻，她更需

要一種直接的東西而不是「末日的復活」。復活的教義

在她痛苦的時刻，不能給她任何安慰。

	 耶穌見這種光景，便將她的思緒從末日復活引向

眼前的現實：「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那種痛苦

的時刻，馬大是怎么想的呢！「復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耶穌將馬大遙遠模糊的希望一下子帶到現實之

中。耶穌給她信心的實體──主耶穌自己。相信耶穌基

督，這道成肉身的上帝，祂是復活，祂是生命，能將她

將來不明確的希望變成現實。

	 我們怎樣得到那樣的信心？耶穌在25節給了我們答

案：「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

人必永遠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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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我們便得到了

勝過死亡的生命價值。

	 當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我們便得到了勝過死

亡的生命價值。死，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通往新生命

之門。人們常說這個世界是「活人之地」，而我們可以

稱之為「死人之地」。我們死的那一刻，我們便進入了

新生命。從我們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人類就開始了死

亡之旅，我們的生命正無情地走向死亡。但那些相信耶

穌基督的人，曉得當死亡來臨的時候，我們不是離開活

人之地而是進入了活人之地。我們不是走向死亡，而是

邁向永生。那就是重生的意義，意味着永生。那就是我

們信主的真諦。

	 耶穌怎樣結束她對馬大的宣告：「你信這話嗎？」

祂向她提出的這個問題是一個有關個人信仰的問題。通

往永生的信仰絕不是從我們祖先那裏繼承的，也不是從

牧師那裏學來的。乃是我們每一個人必須做出的抉擇。

	 針對耶穌的問題，馬大給了一個非凡的回答：「主

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就是那要臨

到世界的」（��節）。拿這一點和彼得的偉大信仰聲明

（馬太福音��章��節）比較一下，主耶穌問他說：「你

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

的兒子。」耶穌對彼得的這一信仰聲明的反應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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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會將建在其上。

	 馬大也曉得同樣的真理，她從哪裏知道的呢？是她

坐在耶穌的腳前嗎？還是在人群中聽到耶穌的宣講？這

個女人，雖然她的信仰仍不完備，但很顯然，她已經抓

住了信仰的中心，並不斷增長：耶穌就是上帝差來的那

一位。

	 對我們也是如此。我們來到那位復活和生命的主面

前，是基于�000年之前馬大在伯大尼宣稱的真理之上，

直到我們曉得耶穌是誰，並且按我們的本性到祂面前，

我們的靈命才能開始成長。

	 故事仍在繼續。馬大回到家裏將馬利亞帶到一邊，

告訴她夫子到了並在叫她。馬利亞急忙起來，到耶穌那

裏迎見祂。她和馬大一樣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

這裏，我兄弟必不死。」馬利亞跟馬大說的是同樣的

話，但漏掉了馬大的那句：「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

無論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賜給你。」馬大雖有一些

缺點，但卻道出了她的信仰。與馬大相比，馬利亞則完

全沉浸在痛苦中。她曾經坐在主的腳前，聽祂講道，但

現在，在主面前，她完全被悲傷壓跨。

	 當我們在路加福音� 0章讀到馬大和馬利亞的故

事時，顯然馬利亞是「屬靈的」，而馬大是「不屬靈

的」。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這兩個女人，我們發現講求

務實的馬大卻對主耶穌認識更深，給出了一個偉大的

認信。相反，馬利亞卻沉浸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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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拔，只是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

死。」

 上帝會按我們每人的程度來教導我們。但祂不

會讓我們原地踏步，而是把我們帶到一個更高的

信仰層次。

	 看看主耶穌如何滿足每一個人的需要。對待馬大，

即使她在深深的痛苦之中，主耶穌仍在講說很深的神學

真理。而對馬利亞，主耶穌只表示同情，並到馬利亞所

在的地方見她，以便將她帶到一個不同的信仰層次。主

對我們也是這樣，祂會按我們每人的程度來教導我們。

但祂不會讓我們原地踏步，而是把我們帶到一個更高的

信仰層次。

	 請看看這一幕。拉撒路已經死了四天了。中東的墳

墓大多數是在一塊岩石上三面開鑿出的一個洞龕。在墳

墓門口的地上有一個槽溝，一塊巨大的車輪形狀的石頭

安放在槽溝裏，以便沿着槽溝滾動堵住洞口。對猶太人

來說，將洞口封好是非常重要的，他們相信死去之人的

靈魂會繞着墳墓盤旋四天，尋找入口回到那人身上。但

是四天之后，他們就離開了，因為那時屍體已經腐爛，

他們已不能辨認出來了。

	 此時，送葬的人群跟着馬利亞來到墳墓洞口前。當

地的習俗是你哭得越凶，就越敬重死者。那些來安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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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馬利亞的人不只是低着頭靜靜的哭泣，而是對拉撒

路號啕大哭，呼天搶地的大聲哀叫。

	 耶穌站在哀哭的人群中，在��節和�8節，約翰用了

一個希臘字來描寫耶穌，在很多種版本的聖經中都不能

準確地翻譯出來。意思是耶穌不僅僅「深深地感動」，

而是因為憤慨而顫抖着。

	 祂為什么而憤慨？那一天，耶穌以生命之主的身分

站在那裏，才告訴馬大和馬利亞，祂就是復活和生命的

那一位。在那裏，主耶穌與墮落的后果面對面：死亡、

悲哀和破碎的心。祂來到這個世界就是要把我們從死亡

和定罪中拯救出來。祂深深地知道面對死亡和戰勝死亡

的那一刻，最后的得勝只有一種方法。祂必須要經過死

亡，必須嘗過死味。祂必須死。

	 祂顫抖──為可怕的死亡而顫抖，為罪的結局而

顫抖，為生離死別的痛苦而顫抖。祂為這些必定會發生

的事而憤慨地顫抖。然后，祂開始了行動，祂說了四次

話。

	 對那些送葬的人，祂簡單地說：「你們把石頭挪

開！」（約翰福音��章�9節）耶穌完全可以不用人的幫

助而叫石頭滾開，但是祂沒有那么做。祂把任務交給站

在那裏的人。上帝用祂的大能的經濟方式來做工。祂要

求我們做我們能做的事。祂透過讓我們參與祂的神蹟來

試煉我們。「你們把石頭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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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將馬大的信仰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使

她能超越世俗、現實和常理而看見屬靈的真理。

	 站在那裏的猶太人聽清楚了沒有呢？「你們把石頭

挪開？」當然，耶穌不可能是認真的！馬大的回話道出

了他們的心聲：「主啊，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

已經四天了。」馬大已經忘卻了耶穌與她在路上談話的

重點。耶穌不得不再一次提醒她：「我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信，就必看見上帝的榮耀嗎？」（40節）耶穌將馬

大的信仰提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使她能超越世俗、現實

和常理而看見屬靈的真理。「你們把石頭挪開！」

	 耶穌第二次說話時，是對上帝說的：

「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我也知道你常聽

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着的人，叫他們信是你差

了我來。」

	 馬大曾說過她相信，但是其余的人呢？馬利亞呢？

門徒呢？耶穌為引導他們的信仰而做出了神性的宣告。

	 第三次耶穌說話，是對拉撒路說的：「拉撒路出

來」（4�節）！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着布，臉上包

着手巾。眾人被眼前的一幕嚇壞了，紛紛退后。是不是

他們的感覺和意念在開玩笑呢？四天以前，他們看到一

個死屍被抬進墳墓。現在，拉撒路怎么可能再活過來

呢！

SC Mary & Martha for print.indd   26 3/19/08   11:00:39 AM



��

	 耶穌沒有禱告：「上帝啊，讓他從死裏活過來

吧！」祂也沒有說「奉我父的名，出來。」祂已經告訴

馬大，祂就是復活和生命的主。祂在行使自己的權利，

祂是生命的主，因此拉撒路出來了。

	 第四次耶穌說話，仍是對那目瞪口呆的群眾說：

「解開，叫他走」（44節）！這些目瞪口呆的群眾需要

親自摸一摸拉撒路，讓他們知道那不是一個鬼。

	 兩件事情發生了：首先，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

就相信了耶穌（4�節），那是直接的結果。第二，這個

難以置信的神蹟很快就傳到耶路撒冷的宗教領袖們的耳

中。他們認為耶穌對他們的權威是一個威脅，他們就商

議將耶穌殺死。

	 判處死刑？是的，將耶穌判處死刑。但是，對那些

相信祂的人卻給了生命的應許。祂是復活和生命的主。

那些相信祂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祂的

人，必永遠不死。你相信嗎？

	 在許多地方，愛講故事的老人都講過一隻鳥的寓

言：說的是鳳凰獻給太陽的故事。這個渾身長滿彩虹狀

羽毛的大鳥，在世界上簡直無與倫比。別的鳥不但沒有

像牠那么美麗，而且沒有像牠那樣婉轉動聽的歌喉，也

沒有誰比它更長壽。牠到底能活多少年，講故事的人

眾說紛紜，有的說牠能活�00年，有的則說牠能活��00
年，或者更長。

	 當那些日子結束的時候，鳳凰便用香料樹的枝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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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作一個巢穴，然后將巢穴放在火上焚燒，一會兒便

化為灰燼。然后，講故事的人接着說，一陣微風吹拂着

那些煙灰，另一隻鳳凰應運而生，甚至比那死去的更漂

亮，牠伸展着雙翅，向太陽飛去。

	 講故事的人編造了這個神話，盼望某些憧憬能夠

實現。對我們來說，真的有很深的意義，在生活不幸中

煎熬的人對美好生活充滿嚮往，盼望好日子就在眼前。

講故事的人只能想像的真理在耶穌那裏成了現實。正像

美麗的鳳凰只能從牠的灰燼和燒毀的巢穴中得到永生一

樣，偉大的信心也只有在希望磨滅和夢斷時分得以提

升。

	 唐納德‧格瑞‧巴恩豪斯（ D o n a l d  G r e y 
Barnhouse）說：「如果上帝要你相信祂，祂會把你放

在困難的地方，如果祂要你堅定地相信祂，祂會把你放

在簡直不可能的地方，因為只有當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時候，總是自恃其力的我們才有可能說：『主啊，只有

看禰的了，我是完全不行了。』」

 正像美麗的鳳凰只能從牠的灰燼和燒毀的巢穴

中得到永生一樣，偉大的信心也只有在希望磨滅

和夢斷時分得以提升。

	 后來拉撒路又死了，他的姐姐們又把心愛弟弟的屍

體送進墳墓。這一次沒有復活發生。但是耶穌給馬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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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思想產生了力量：「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

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如果你相信一位復

活的上帝，你將坦然地面對墳墓，並且知道沒有死就沒

有生。正像聖法蘭西斯所說的，在死亡中，我們得到生

命。

	 但並不是所有的死都導致生。當美娥失去她的愛子

時，她沒有看到上帝的愛和大能；她沒有看到鳳凰從灰

燼中復活；她未領會生命戰勝死亡的真理。她忘記了─

─或是從來就不知道──耶穌基督經過死亡，取而代之

的是全然的得勝和永生。

	 當我們經歷失去親人的痛苦時，我們可能會想到鳳

凰。然而，耶穌在�000年之前去伯大尼的路上對馬大說

的話，同樣適用于我們：「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死亡之后便是復活。我們可以信靠上帝有完美的時刻，

相信祂的愛。雖然我們會經歷痛苦，但那只會使我們的

信心和盼望更加剛強，因為我們知道，在痛苦悲傷的時

候上帝與我們同在。讓基督掌管你的一切，情況就將全

然改觀。

這本小冊子是選摘自愛麗絲·馬休斯（Alice Matthews）的著作A 
Woman God Can Lead，由RBC Ministries的附屬機構DHP出版。愛麗

絲·馬休斯是RBC每日的廣播節目Discover The Word	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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