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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耶穌的門徒訓練 
抹大拉馬利亞的信心之旅

我
很喜歡看聖經人物的故事，尤其是在福音書中，

關于那些與耶穌接觸的人的記載。這些記述生動

地表達了恩典與慈愛、寬恕與和好、憐憫與教誨，兩千

年來，深深地打動了無數人的心弦。然而，在這些故事

之中，可以說沒有一個像抹大拉馬利亞的故事那樣，談

到了一個人的徹底改變、堅定委身和全然忠心。她被耶

穌改變的經歷，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論男女，只要

我們全心全意地回應基督的愛，也可以有相同的經歷。

 這本小冊子摘錄自探索書屋出版社（Discovery 
House Publishers）出版的英文書A Woman God Can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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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由聖經教師馬愛麗（Alice Mathews）所著。作者

儼如在婦女聖經講座中教導一般，以溫和親切的方式講

述了抹大拉馬利亞的故事，強調了我們在省察自己與主

同行時，無論男女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則。

 人們往往比較難認同一些抽象的概念，但卻比較

容易與人的經歷產生共鳴。所以，有機會看看現實世界

中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如何活出聖經價值觀和教導，對

我們有莫大的啟發。正因如此，我們向你推薦這本小冊

子，從而進入抹大拉馬利亞的內心世界，看看一個憂傷

的人，如何藉着耶穌基督的愛，找到了希望、生命與平

安。

柯貝爾（Bill Crowder）
靈命日糧事工聖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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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抹大拉的馬利亞

如何只憑信心不憑眼見

《婦
女的認知方式》（Women’s Ways of Knowing）
一書，是針對女性如何看待自己和人生的一項

重要研究。瑪麗•布琳克（Mary Belenke）和她的研究

團隊，指出了女性認識事物的五種途徑。其中一種被稱

為「灌輸的知識」。我們知道某些事物，是因為有人把

它們告訴了我們。大部分女性都擁有許多被灌輸的知識，

許多未經過自己思考就接受的事實和觀點。她們「知

道」如何使用洗衣機，栽種室內植物，知道哪裡能買到

最新鮮的蔬菜或最便宜的書籍。也許她們已經知道一些

星座的名稱，聖經的各卷書。她們一生都在不斷地獲取

這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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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詫異的是，許多女性只從別人那裡獲取知識。

她們在生活的各方面，都依賴外界的權威來指點她們。

室內設計師告訴她們該買哪一種傢具；髮型設計師決定

她們該留什么髮型；色彩分析師建議她們該穿什么顏色

的衣服，然后由專業導購員為她們選購。這些女性知道

很多東西，也知道自己懂得很多。但她們只相信那些來

自外界的知識才是「真實」的。

 有時，這樣的女性會面臨一種危機，她所相信的權

威之人可能會失勢或讓她失望；或是她所相信的兩個旗

鼓相當的權威者看法相左，她可以相信誰呢？這時候，

她可能會換一種方式，來思考自己和自己所處的世界。

 這些女性思考方式的研究，讓我很感興趣。在大多

數情況下，某種危機、衝突、失望或不幸，能改變一個

女人，使她從毫不懷疑地依靠外界的權威，轉換到一種

全然不同的思考和認知方式。這時，她會改弦易轍，重

新學習，我們都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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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新學習

除
非迫不得已，我們很少主動改變自己已經習以為

常的認知方式。記得我有些老師要我自己思考，

而不是照本宣科、鸚鵡學舌，這樣的老師讓我獲益匪淺。

 當我們需要改變時，如果死守着現有的學習方式不

肯改變，那對自己是毫無益處的。人們往往不喜歡迫使

自己改變的環境，而是喜歡在舒適安逸中悠然自得，但

這並不是我們的成長之路。

 這也不是成為真正門徒的途徑。如果我們要成長為

成熟的基督徒，要更認識上帝，我們就必須準備好面對

艱難又令人失望的環境。因為嚴酷的人生經歷，能使我

們的靈命茁壯成長。

 要成為耶穌的門徒，就是要不斷用新的眼光來看待

生活、看待自己。耶穌是一位偉大的導師。我們可能以

為祂只用一種方式來傳達祂的信息，但實際上，祂總是

用不同的方式來教導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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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會認為，耶穌在祂的班級裡只會挑選最有

希望的學生，但事實卻相反，祂挑選的包括那些可能被

其他老師忽視的學生，不論男女，祂都一一兼顧。抹大

拉的馬利亞就是祂甄選的學生。在福音書中，她跟隨耶

穌的時間可能比別的婦女更多。

 抹大拉的馬利亞發現，作為耶穌

基督的跟隨者，作為門徒，她必須不斷

地學習。在跟隨耶穌四處傳道的過程中，

她已經學到了很多。但在福音書的結尾，

她再一次學習如何作主門徒的新功課。

 儘管在四福音中抹大拉馬利亞的名字被提及十四次

之多，但實際上我們只知道四件關于她的事。在路加福

音8章1-3節，我們讀到頭兩件事：

 過了不多日，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宣講上帝

國的福音。和祂同去的有十二個門徒，還有被惡鬼所

附、被疾病所累、已經治好的幾個婦女，內中有稱為

抹大拉的馬利亞，曾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趕出來；又有

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拿，並蘇撒拿，和好些別

的婦女，都是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

 關于抹大拉的馬利亞，我們知道的第一件事，是耶

穌從她身上趕出過七個鬼，但我們並不知道這件事發生

在何時何地。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記載了這件事，但

沒有告訴我們故事的任何細節。從她的名字，我們知道

 儘管在四福音中抹大拉馬利亞的名字

 被提及十四次之多，但實際上

 我們只知道四件關于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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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來自抹大拉，那是一個離加利利海西

北岸的迦百農大約三英里的小鎮。耶穌

在加利利海附近宣講福音時，常常到那

裡。耶穌在一個地方遇見了她，行神蹟

將她身上的污鬼趕了出去。

 對抹大拉的馬利亞來說，從七個鬼

的捆綁下被釋放出來，有什么意義呢？

我們無從知道她被鬼附了多久，也不知

道這些鬼怎樣折磨她。

 但我們知道，每一個被鬼附的人都

會被社會遺棄。一些被鬼纏着的人，活

得就像是野獸一樣，住在洞穴中，在鄉

村邊緣遊蕩。他們扭曲的面容和狂野的

眼神使人們驚恐不已。他們是上帝所造，

卻被撒但摧殘的人。馬利亞同時被七個

鬼所附的景況，我們無法想像。但對她

來說，獲救肯定是一種改變生命的釋放。

她被捆綁的靈得到了自由，蜷曲的四肢

得以舒展，扭曲的面容也變得安祥。

聖經告訴我們，
耶穌從抹大拉
的馬利亞身上趕
出七個鬼（路加
福音8章2節）。
當這些折磨她的
惡魔離開時，那
可怕的精神痛苦
消失了！正如那
從一群污鬼中被
拯救的流浪漢
一樣，馬利亞的
感激之情，促使
她緊緊地追隨耶
穌（路加福音 8
章1-3節、26-39
節）。

 儘管在四福音中抹大拉馬利亞的名字

 被提及十四次之多，但實際上

 我們只知道四件關于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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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抹大拉的馬利亞，我們所知道的另一件事情，

就是她跟隨主耶穌和祂的十二門徒走遍了加利利和猶大。

如果你多年一直遭受可怕疾病的折磨，后來找到了一位

醫生，能把你從病痛中解救出來，你大概會希望盡可能

地追隨這位醫生。抹大拉的馬利亞成了耶穌長期的追隨

者，與祂和其他門徒一同到各處傳道。

 大部分人可能認為，耶穌和祂的門徒四處宣講福音

時，絕對是一個男性團隊──救主和祂的十二門徒，他

們的名字，我們在主日學的時候就已耳熟能詳。有許多

理由可以支持這樣的假設。

 首先，在第一世紀的以色列，不少拉比教導說，敬

虔的男士不會在公開場合與婦女交談。而法利賽人即使

在街上遇到自己的母親也不會與她交談。在這種男女授

受不親的文化氛圍中，凡是男女同行的人，都會引發強

烈的文化衝突，不可能被接納。

 其次，摩西律法規定，一個女人在

她的月經期間，在禮儀上是不潔的。她

所摸過的任何東西，都會被玷污。這時，

她需要迴避眾人，免得玷污別人。主耶

穌和祂的十二門徒怎能冒着被玷污的危

險，允許這些婦女與他們同行呢？

 跟隨耶穌四處傳道的團隊裡有男女同行，公眾也會

提出一些道德上的指責。所以，當我們提起四福音中耶

穌和祂門徒的時候，我們只想到彼得、雅各、約翰、安

 對馬利亞來說，獲救肯定是

 一種改變生命的釋放。

 她被捆綁的靈得到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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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烈、拿但業、巴多羅買、猶大以及其

他男人的名字。這些婦女和耶穌團隊中

的成員同行，怎么可能不令人側目呢？

 福音書的作者並沒有為我們回答這

個問題。我們只知道，耶穌的仇敵控告

祂不守安息日、喝酒太多，並與稅吏和

聲名狼藉的人交往過密，但從未涉及兩

性方面不道德的問題。我們只能推斷，

在男女同行傳道的時候，他們有適當的

方法可以避免流言蜚語。

 在跟隨主的婦女中，聖經第一個提

及的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我們並不了

解她的背景。一些解經家相信，她來自

富裕的家庭，故能在經濟上支持主耶穌

和祂的門徒。情況可能是這樣，也可能

不是這樣。

 你可能聽過音樂舞台劇「萬世巨

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在此劇

中，抹大拉的馬利亞被描寫為從事「地

一些人曾經試圖
將路加福音7章
37節裡「是個罪
人」的「女人」，
跟路加福音8章
2節裡之抹大拉
的馬利亞連在一
起。雖然一篇經
文接着另一篇，
但都沒有明確地
指出兩個女人同
為一人。我們可

以證實的，是抹
大拉馬利亞曾被
惡鬼所附而得釋
放，且有經濟能
力支持主耶穌的
事工（路加福音8
章1-3節）。

 對馬利亞來說，獲救肯定是

 一種改變生命的釋放。

 她被捆綁的靈得到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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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最古老職業」的女性──妓女。但在聖經中，完全

沒有這種說法的任何根據。

 這種有關抹大拉馬利亞的說法，始于公元六世紀，

當時的教皇格列高利，將她與用香膏抹耶穌腳的那個有

罪婦人連在一起。自此以后，在過去的十四個世紀中，

畫家們始終將抹大拉的馬利亞描繪成一個體態撩人的妓

女。對于那些安置前妓女的庇護所，許多教會也稱之為

抹大拉之家。儘管有這樣的傳說，但事實上抹大拉的馬

利亞並不是妓女。此外，我們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被

鬼附的人必然會行傷風敗俗的事，因為人被鬼所附，並

不一定就會犯罪。

 關于馬利亞，我們知道的頭兩件事就是：耶穌曾從

她身上趕出七個鬼，她是耶穌的傳道隊伍中的常駐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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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淒涼悲傷

聖
經記載關于馬利亞的第三件事，是在那個稱為受

難節的悲愴星期五，當門徒都已經四散逃離后，

她還遠遠地望着十字架，久久不忍離去。我們從馬可福

音知道：「還有些婦女遠遠地觀看，內中有抹大拉的馬

利亞，又有小雅各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並有撒羅米，

就是耶穌在加利利的時候，跟隨祂、服事祂的那些人，

還有同耶穌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婦女在那裡觀看。」（馬

可福音15章40-41節）

 經過三小時的痛苦折磨后，耶穌死了。亞利馬太

的約瑟和尼哥德慕將耶穌的身體從十字架上取下，放在

一個墳墓裡。

 馬太福音告訴我們：「約瑟取了身體，用干淨細

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墳墓裡，就是他鑿在磐石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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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又把大石頭滾到墓門口，就去了。

有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那個馬利亞在那裡，

對着墳墓坐着。」（馬太福音27章59-61
節）

 四福音書的作者都特意告訴我們，

在主被釘十字架這個最悲慘的時刻，抹大拉的馬利亞和

其他婦女，不但一直都在那裡，而且她們要確切地知

道耶穌被安放在何處，以便安息日過后能來膏抹祂的身

體。當我們注意看馬利亞和其她婦女時，我們發現，儘

管她們處在極度的悲傷中，卻還是對耶穌基督盡心盡

意、全然忠心。

 因此，當我們看到，在安息日第二天的早晨天還

未亮時，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帶着這些婦女，匆匆趕到墳

墓前，我們一點也不覺得意外。在這裡，這些婦女要做

她們在猶太社會中通常需要做的事：膏抹死者使其能夠

安葬。當她們在路上時，心裡還擔心着將要面對的一件

事：誰能挪開墳墓門口的巨石呢？

 她們知道石頭有多大，因為她們親眼看到約瑟和

尼哥德慕匆匆將耶穌的身體放進了墳墓，然后將車輪

般的巨石滾在墳墓門口。她們還知道，石頭被羅馬政

府貼了封條，封條是不能撕開的。然而，她們仍然堅

持要為耶穌做當做的事情。在耶穌往返于加利利和猶

大之間的三年中，她們一直照顧祂的需要，把耶穌的生

 我們發現，

 儘管她們處在極度的悲傷中，

 卻還是對耶穌基督盡心盡意、全然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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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居當作自己的責任。因此，在耶穌

死后，她們也毫不退縮，要給祂一個體

面的安葬。儘管有巨石和羅馬政府封條

的攔阻，她們還是抓住了第一時機來到

了墳墓那裡。

 我們發現，

 儘管她們處在極度的悲傷中，

 卻還是對耶穌基督盡心盡意、全然忠心。

丹•布朗（Dan 
Brown）所寫的
暢銷書《達文西
密碼》(The Da 
Vinci Code)　
是虛構小說，但
很多人卻認為
它是合理的史
實。這本書告訴
我們，耶穌和抹
大拉的馬利亞結
婚生子（《達文
西密碼》英文版
235-252頁）。
那聖經是怎么說
的呢？聖經記載
了耶穌和馬利亞
之間純潔的事工
關係，以及她見
證基督被釘十字
架，死亡和復活
（馬太福音27章
54-56節；約翰
福音20章11-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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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歡欣鼓舞

當
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其他的婦女來到墳墓時，她們

發現了什么呢？馬可告訴我們說：「那石頭原來很

大，她們抬頭一看，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馬可福音

16章4節）。在那一刻，馬利亞開始接受另一堂的門徒

訓練課程。那天早晨，她帶着期望出發，但很快發現一

切都在預料之外，約翰如此記載：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

利亞來到墳墓那裡，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就跑來

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有

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哪裡！」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裡去。兩個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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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那門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墳墓，低頭往裡

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只是沒有進去。

 西門彼得隨后也到了，進墳墓裡去，就看見細麻

布還放在那裡，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

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是另在一處捲

着。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

信了。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

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

	 于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馬利亞卻站在

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裡看，就見兩個

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着，一個

在頭，一個在腳（約翰福音20章1-12節）。
 馬利亞看見石頭滾開了，便作了一個假設，斷定有

人把耶穌的身體移走，放在別的地方。在那一刻，她只

想到耶穌已經死了。因為她親眼看到祂死了，也親眼看

到祂被人放在這座墳墓裡。

 她匆匆地跑回去叫彼得和約翰，又跟着他們回到墳

墓，站在外面哭。對她來說，這是最后的重擊。在之前

的幾個星期裡，她所承受的情緒壓力不斷增加。她站在

那裡，可能想起最后一次從加利利到猶大地耶路撒冷的

行程，這段路需要步行七十英里。那時發生了許多事，

其中一件就是耶穌講到祂自己要受死的預言。但耶穌光

榮地進入聖城耶路撒冷的歡樂，讓馬利亞暫時忘記耶

 馬利亞斷定有人把耶穌的身體移走⋯⋯ 

 她只想到耶穌已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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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將要受死的這件事。她聽到群眾的歡

呼喝彩：「和撒那歸于大衛的子孫！奉

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撒

那！」

 當耶穌進入聖殿，推倒兌換銀錢之

人的桌子時，抹大拉馬利亞就站在婦女

院中。那時，許多窮人來到聖城慶祝逾

越節，當主耶穌趕走那些欺詐這些朝聖

者的惡人時，她以耶穌為榮。當主耶穌

在聖殿裡最后一次教導百姓的時候，祭

司長和法利賽人惱羞成怒，她屏住呼吸，

為主捏了一把冷汗。

 在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裡，當伯大尼

的馬利亞用香膏抹耶穌時，她可能也在

現場；如果真是這樣，她就再次聽到

了祂預言自己將要受死。當耶穌受審時，

她可能在那裡；在主被押往各各他釘十

字架的路上，我們知道她在那裡；當釘

 馬利亞斷定有人把耶穌的身體移走⋯⋯ 

 她只想到耶穌已經死了。

耶穌揀選了12名
男性作祂的門徒，
但根據記載，他
們之中，只有約
翰留在十字架旁
邊陪伴耶穌。相
反地		，至少有三
名婦女在場，包
括抹大拉的馬
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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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釘入耶穌的手和腳時，她在那裡；當兵丁拿槍扎耶

穌肋旁的時候，她在那裡；那天正午，天忽然變為黑

暗，大地震動使磐石崩裂，墳墓開啟的時候，她也在那

裡。她和眾婦女在十字架下，看着那位曾從自己身上趕

出七個鬼的人，現在卻似乎不能救祂自

己。她望着耶穌，直到祂斷了氣。

 當她站在墳墓門口時，在過去一個

星期內的情緒起伏，再次排山倒海而來。

她想到那些高呼「和撒那」的民眾，幾

天后又高喊「除掉祂，釘祂十字架！」時，她不禁為着

這巨大的反差而椎心泣血。這個在情感上經歷了大喜大

悲的馬利亞，此時站在墳墓門口，心力交瘁，想到耶穌

死了，連遺體也被偷了，她痛苦的啜泣聲說明她已萬念

俱灰，徹底絕望。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

墓裡看，就見兩個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

的地方坐着，一個在頭，一個在腳。

	 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什么哭？」

	 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

在哪裡。」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

裡，卻不知道是耶穌（約翰福音20章11-14節）。

 那天早晨，當馬利亞和一些婦女早早來到墳墓，看

 她在過去一個星期內的情緒起伏，

 再次排山倒海而來。她痛苦的啜泣聲

 說明她已萬念俱灰，徹底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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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眼前的景況時，馬利亞便趕去找彼

得和約翰。與此同時，其他婦女進了墳

墓，正遇到天使，天使對她們說：「為

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祂不在這裡，

已經復活了。當記念祂還在加利利的時

候怎樣告訴你們，說：『人子必須被交

在罪人手裡，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

活。』」（路加福音24章5-7節）

 但是，因為馬利亞當時不在場，所

以沒有聽到這些話。后來她看到天使時，

她因為悲傷哭泣，根本沒想到會聽到什

么讓人鼓舞的話。憂傷模糊了馬利亞的

雙眼，她轉身預備離開。在她轉身之際，

發現一個人站在旁邊。這人向她說了天

使在約翰福音20章15-18節對她說的話：

「婦人，為什么哭？你找誰呢？」

 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祂說：

「先生，若是你把祂移了去，請告訴我你

 她在過去一個星期內的情緒起伏，

 再次排山倒海而來。她痛苦的啜泣聲

 說明她已萬念俱灰，徹底絕望。

和撒那在古時是
表示讚美和崇拜
的歡呼。核心意
義是希望獲得拯
救的呼求。這個
詞的意思是「拯

救」或「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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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祂放在哪裡，我便去取祂。」

 耶穌對她說：「馬利亞！」

 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祂說：「拉波尼

（「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耶穌說：「不要拉住我，因我還沒

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裡去，

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

是你們的父；見我的上帝，也是你們的

上帝。」

 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

主！」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

 究竟是什么使馬利亞的心情一下子從淒涼悲傷變

得歡欣鼓舞，並激發她為主作見證呢？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耶穌以她熟悉的聲音叫出了她的名字，這就夠

了。

 好牧人在呼喚這隻哭泣的小羊──馬利亞，她也認

出了祂的聲音。一瞬間，所有的悲傷都變成了歡欣。

 那位已死的耶穌現在復活了！從她身上趕出七個鬼

的那位耶穌，又一次與她同在了！在狂喜中，她伸出手

來抱祂。

 耶穌溫柔地抽身而出，給了她一個任務：去告訴我

的弟兄們。在這一剎那，這個門徒從極度的痛苦變成了

欣喜異常：夫子復活了！現在她有事要做了。

究竟是什么使馬利亞的心情一下子從淒涼悲傷

 變得歡欣鼓舞？只有一件事，就是

 耶穌以她熟悉的聲音叫出了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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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抹大拉馬利亞，我們所知道的第四件事，就是

她被耶穌差遣，作主復活的第一個見證人。主耶穌差派

她，將自己復活的好消息告訴祂的弟兄們。正如奧古斯

丁所說，她成了「眾使徒的使徒」。

 馬利亞的心思一度完全局限于過去，完全專注于一

個死去的身體。只有復活的基督自己，才能把她的視線

從過去轉向未來。未來，她要去宣講主復活的消息。



究竟是什么使馬利亞的心情一下子從淒涼悲傷

 變得歡欣鼓舞？只有一件事，就是

 耶穌以她熟悉的聲音叫出了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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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因材施教

在
耶穌的跟隨者中，抹大拉的馬利亞並不是唯一需

要轉移焦點的人，在約翰福音的同一章中，約翰

詳細描述了耶穌與另一個門徒相遇的故事：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

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那些門徒就對他說：

「我們已經看見主了。」

	 多馬卻說：「我非看見祂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

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祂的肋旁，我總不信。」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裡，多馬也和他們同在。

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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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

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上帝！」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

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20章24-29節）

 對于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多馬，耶穌都個別向他們顯

現。耶穌在墓園中向馬利亞顯現，向多

馬顯現則是在大門緊鎖的閣樓裡。馬利

亞和多馬都認為耶穌已經死了。他們心

中所想的都是過去的耶穌。只有耶穌親

自向他們顯現，才能使他們確信耶穌已

經復活了。

 這些將自己的信心建立在眼見與手摸基礎上的人，

需要學習憑信心去敬拜主、去愛主。他們不能要求耶穌

親身同在，而應當學習透過不同的方式與救主相交。

 當耶穌叫馬利亞的名字時，她就聽出了是祂的聲

音。接着耶穌給了她一個使命：去告訴眾門徒。對于堅

決不相信其他門徒見證的多馬，耶穌給他一個柔聲的責

備：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當我小時候，幾乎每次教會有活動，父母都會帶我

去。我們教會有很強的傳福音觀念，每一次敬拜結束時，

都會呼召未信主的人歸向基督。

 每年夏季，教會都會舉辦為期六週的帳篷聚會，每

 這些將自己的信心建立

 在眼見與手摸基礎上的人，

 需要學習憑信心去敬拜主、去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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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上有不同的傳道人宣講福音信息。

多年來，我們全家從未錯過任何一次的

聚會。因此，毫無意外地，我在八歲時

就在一次帳篷聚會中邀請耶穌進入我的

生命。

 本來這應該是極大平安的源頭，但

對我來說，卻成了巨大折磨的開始。在

以后的十年中，我備受煎熬。我那時甚

至覺得上帝沒有垂聽我的禱告，也沒有

接納我成為祂家中的一分子。

 聽了許多受邀傳道人的講道，使我

認為：如果上帝真的赦免了我一切的罪，

那我應該感到自己被洗淨了。但事實上，

我根本沒有這些傳道人所描述的經歷。

比如人在決志信主時，會有震撼或是渾

身顫抖的感受。對我來說，沒有這些經

歷就意味着我還未成為一個基督徒。

 從兒童到少年，我在痛苦中不斷地

多馬以他的懷疑
見稱，但在約翰
福音11章16節裡，
在耶穌被釘的數
天前，多馬勇敢
地宣稱，願意為

他的主而死。

 這些將自己的信心建立

 在眼見與手摸基礎上的人，

 需要學習憑信心去敬拜主、去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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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我盼望得到一種經歷，能夠證實上帝確實已經赦

免了我，使我成了祂的孩子。那時我還不明白「因材施

教」的道理。

 有些人可能有馬利亞在墓園中的經歷，或者是多

馬在閣樓上的經歷。但對我們其他的人來說，臨到我們

的乃是耶穌對多馬所說的那句話：那些沒有看見任何

特殊異象，仍然相信的人有福了。直到我讀大學一年

級的時候，才開始對這一點有些領悟。后來，我成了

師母和宣教士，經歷的很多事情幫助我更清楚地認識

到：上帝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帶領都因人而異。祂知道自

己每一隻羊的名字。當我們與祂同行時，祂也確實知道

我們的需要。

 這就是作門徒的真諦。不管是否有具體的證據，我

們都要學習相信上帝。換言之，不管我們的經歷極富戲

劇性或平淡無奇，我們都要學習相信這

位掌管萬有的、愛我們的上帝，祂所做

的一切對我們都是最好的。

 上帝曾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動工呢？

你對上帝有怎樣的認識而使生命得到改

變呢？對于上帝以及祂在你身上的作為，你如何有更

深的瞭解呢？你的答案，將反映出你是什么樣的門徒。

 在兩千年前的以色列，救主的門徒中有婦女也有男

人。他們跟隨祂、聽從祂、向祂學習，並事奉祂。

 耶穌是偉大的導師，祂以不同的方式

 引導每個人去學習當知道的事物，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人  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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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可以親眼看

到、親手摸到主耶穌，也不能得到祂親

身的幫助。我們必須「只憑信心，不憑

眼見」。但是，我們作門徒的歷程與他

們同樣真實。我們有聖經的指引，有其

他主內弟兄姊妹的扶持和勸誡。

 在學校裡，我們從學習加法到減法，

進而乘法表，然后到分數、百分比、方

程式和定理。正因為我們以前學了這些，

現在可以用這些知識來平衡收支，在銀

行裡工作，或成為一個天體物理學家。

所有的學習都是對我們有益的。

 耶穌是偉大的導師，祂以不同的方

式引導每個人去學習當知道的事物，因

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經驗。但無論

你的人生經驗如何，你對祂的認識有多

少，祂都能帶領你、指引你，只為了同

一個目的。那就是祂要引導我們從對上

我們常常嚴厲
批評「懷疑者」
多馬，但在我們
當中，有誰不會
懷疑一個死人
復活的奇蹟呢？
值得思考的是，
耶穌並沒有生
他的氣。多馬留
下的見證不是
懷疑，而是極大
的信心。相傳他
后來到了東方傳
福音，成為東
方的使徒。

 耶穌是偉大的導師，祂以不同的方式

 引導每個人去學習當知道的事物，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人  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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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一無所知到認識上帝，並成為祂的女兒，與祂建立親

密的關係；祂帶領我們從不相信，走向對永生上帝的堅

信不疑。祂教導我們要看到人生的艱難時刻，是上帝要

我們透過新的眼光來認識自己和人生的意義。

 我們若存着受教的心每日與主同行，必能分辨善

惡，日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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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供個人思考或小組討論：

1. 抹大拉的馬利亞在看見耶穌，並聽到祂叫她的名字

時，才認出是祂。今天，你如何能認出永活的基督？

2.「只憑信心，不憑眼見」是什么意思？



[ 32 ] 耶穌的門徒訓練



3. 耶穌基督是偉大的導師，身為祂的門徒，你覺得祂怎

樣激勵你、教導你，使你繼續跟隨祂？

4. 我們這些活在21世紀的基督徒，應該定下什么目標，

以成為真正的門徒？





我們的使命是讓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
變得易懂、易得。

探索叢書以溫和、生活化和容易理解的方式帶出耶穌

基督的真理，讓我們知道聖經的教導適用于生活的各

個層面。所有的探索叢書都是以不收費的方式提供

給讀者，可作為個人研經、小組查經材料或是佈道 

工具。

若你想要與我們一同將上帝寶貴的話語分享給更多的

人，可以點擊以下的連結，以奉獻支持探索叢書和靈

命日糧事工。

我們衷心感謝許多人支持靈命日糧事工，即使是小額

奉獻也能聚沙成塔，幫助我們將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

帶給他人。

點擊奉獻

點擊奉獻

https://simplified-odb.org/donate/
https://simplified-odb.org/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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