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音

第廿五課…

從復活開始

當然我們不相信有不勞而獲的事情，
 我們也常常用好的預備來開始
 也常常有這樣的經驗 ─
我們的期望跟我們的收穫，
不一定與我們的付出成為一個的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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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可是實際的情況 ─
好的開始不一定是成功的結果，
這句話沒有把生命的真相完全地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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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彼得為例，他就有很好的開始…
約一 彼得是耶穌呼召第一批門徒，
彼得是耶穌呼召第 批門徒
也是非常突出的學生，
所有福音書的記載，彼得可以說是眾徒之首，
 在加利利的海旁，
當群眾和部分的跟從者紛紛離耶穌而去時，
耶穌問：「你們也要離去嗎？」
彼得說：「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
何等的回應 (約六68)
 在該撒利亞腓立比附近，有人說耶穌
是以利亞、是施洗約翰、是先知的一位，
耶穌要求門徒表達意見時，他們愣住了，誰講話？
彼得說：「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兒子。」(太十六16)
何等的開始、漂亮的開始！

生活裡有許多的因素是超過準備、計畫、研究的，
好的開始不 定就是成功的 半
好的開始不一定就是成功的一半。
比方說有人大半生都在健康的環境裡面工作，
有健康的生活 飲食作息既定時也有序，
有健康的生活、飲食作息既定時也有序，
不吸菸、不喝酒，不料卻得到肺癌！

在最後的晚餐，耶穌向門徒說祂要離去了，
矢志跟從的彼得甚至說 「我 意為
矢志跟從的彼得甚至說：「我願意為你捨命。」
命
可是幾個小時後，彼得卻先後三次說：「我不認識祂。」
 很好的開始，可是卻在一個晚上栽倒了
 他比誰都知道 ─ 好的開始不見得就是成功的一半
可以想像，如果抹大拉的馬利亞
來到墓前看到耶穌的身體，
回去告訴門徒說：「主安詳睡了。」
他們必定沉默、必定沮喪、很無奈，
打魚的打魚、做買賣的做買賣、收稅的收稅，
一定在嘀咕
定在嘀咕 ─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半
一定對自己、自己的生命都感到很無奈，
不是嗎？無論有多好的開始
不是嗎？無論有多好的開始，
我們都可以是很脆弱的。

約翰福音二十 1 - 1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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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
就跑來
彼得和
愛的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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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裡去。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 往墳墓那裡去
04 兩個人同跑，那門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墳墓，
05 低頭往裡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只是沒有進去。
06 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裡去，
就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
07 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
是另在 處捲著
是另在一處捲著。
08 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
09 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
10 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

七日的頭一日，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面前，
墳墓是空的 她的反應是很正常 很合理的 ─
墳墓是空的，她的反應是很正常、很合理的
一定有人把主的身體拿走了。
於是她跑去找來主所愛的門徒、彼得，
進到墳墓裡沒有看見耶穌的身體，
卻發現耶穌的裹屍布、頭巾都在原處，
哪一個偷墓的人會先解去這些布、再放回原位呢？
只是門徒還不明白經上所說「祂必須從死裡復活」，
於是兩個人就回家了。
讀到這一節我就非常納悶 ─ 跟從耶穌已經三年之久，
耶穌講過不知道多少次 這兩位還是不明白
耶穌講過不知道多少次，這兩位還是不明白經上所說的…
所說的
 跟從耶穌三年之久的人，有很好的開始，成功嗎？
 他們回家了，他們做什麼，約翰福音沒有講，
他們回家了 他們做什麼 約翰福音沒有講
回去時是怎麼樣一個心情？約翰也沒有講

11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裡看，
12 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

一個在頭，一個在腳。
13 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
天使對她說
婦
你為甚麼哭？」

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裡。」
14 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裡，卻不知道是耶穌。
15 耶穌問她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呢？」

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祂移了去，
請告訴我 你把祂放在哪裡 我便去取祂。
請告訴我，你把祂放在哪裡，我便去取祂。」
16 耶穌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祂+*
.0693說4
「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17 耶穌說：「不要摸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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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也是你們的 神。」
18 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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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墳墓外的馬利亞她還在哭…
在 二十章 抹大拉的馬利亞，她挺窩囊的
抹大拉的馬利亞 她挺窩囊的 ─
發言幾次，2、13、15，身體的行動 11、17，
每一次都顯示出她沒有好的開始，
哭、看不到耶穌、不知道是耶穌、
不知道是天使、以為耶穌的身體被人拿走了，
如果根據「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我們就斷定抹大拉的馬利亞一定是失敗的。
沒有好的開始的馬利亞，
卻是見證耶穌的第一人，
 有什麼比這個福音更讓人
有什麼 這
音 讓
覺得感動、興奮、得到激勵的呢？
 雖然沒有好的開始，
雖然沒有好的開始
我們還是可以靠著主、彰顯祂的榮美的

抹大拉馬利亞的改變不在於她的開始，
是在於耶穌的呼喚馬利亞，
是在於耶穌的呼喚馬利亞
就好像羊聽到牧羊人的聲音一樣，
她因復活主的呼喚而得到改變，
變
離開墳墓再到門徒那裡時，已經有新的開始 ─
 不久前她還哭著說：「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走了。」
 現在她說：「我已經看見了主了、復活的主。」
我們再想一想 約廿一 的彼得，
三次不認主的彼得、三次回答復活主的話：
「主阿，你知道我愛你！」復活的主向他說：
」
「西門的兒子彼得，你要牧養我的羊！」
從那一天開始，彼得就開始了新的生命。
不論開始是好還是壞，生命的真正開始
在於復活的主，一切從復活開始！

雖然從表面來看，我們的生活、世界，沒有太大的改變，
在我們的生活裡還是有許多的因素 條件
在我們的生活裡還是有許多的因素、條件
是我們不能控制、不能改變的。
 就好像早期的教會要面對困苦、
飢餓、刀劍、逼迫、赤身露體一樣
 今天的我們還是得面對生活中種種的不明朗、意外，
沒有因為我們準備好、計畫好，
而不會面對任何的困難、任何的限制，
不因為我們有很好的開始，往後的路一定順暢無阻
羅八33-34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
誰能定他們的罪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
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一切從復活的主開始。

徒一 – 八 想想四散的門徒，是怎樣從恐懼、

變成勇敢的宣講者、甚至殉道者？
變成勇敢的宣講者
甚至殉道者
為什麼？因為復活的主，一切從復活的主開始。
保羅的改變，生命從大馬色的路上
那一天遇見了復活的主，
如果不是那一天碰到復活的主，
他往後的生命不見得就是我們今天
所認識、所傳頌、所感恩的保羅。
好牧人的聲音和祂的呼喚，
讓所有人都可以有新的開始，
只要我們能夠聽到祂的聲音、有所回應，
我
夠 到
聲音 有所 應
我們的生命都會不再一樣。
整部新約聖經都是從復活的角度來寫的，
所以我們的生命也應該從復活的角度來開展。

有什麼可以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我們可以像馬利亞 彼得 保羅
我們可以像馬利亞、彼得、保羅、
許多基督徒一樣，展開活潑的新生命，
之所以如此行，
 不因為我們的背景、身分、學識、聰明才智、金錢
 能夠展示一個新的生命、活潑有力的生命，
全然是因為復活的主，一切從復活開始！
你認為自己的起跑線不如別人、
生命註定失敗，如果這樣想的話，
今天這段經文要向你來說話了，
 我們為好的開始而感恩
我 為
開
感
 只是生命的成長、生命的結果不在於我們的開始，
在於那位生命的主宰 復活的主
在於那位生命的主宰、復活的主，
一切從復活開始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從小到大 我總覺得自己不如人
從小到大、我總覺得自己不如人，
我的名字「孫寶玲」，一個女生的名字
我長得比較小、也很笨拙
在班上的功課、在各方面的表現都很爛
我常常埋怨說：為什麼不長得高一點、不聰明一點，
考試總是考不好、總是沒有辦法達到應該達到的？
我說：我沒有好的家庭背景、沒有好的環境、
沒有好的預備、我沒有站在好的起跑線上。
這一種糾結纏繞了我好久好久，直到我認識了主，
直到我聽到祂告訴我說：「一切從復活的主開始」，
祂告訴我
」
無論起跑線是前、是後，開始是好、不好、不堪，
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
你把生命交託給這位生命的主！

親愛的主耶穌，

禱告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不一樣，
可是我們都是一樣的是你的兒女、
都是你所愛的、
都是你要賜給我們新生命的，
為此我們感恩、為此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把我們的過去呈現在你的面前，
我們把我們的開始呈現在你的面前，
求你親自地塑造我們、讓我們明白 ―
是你掌管我們的生命。
是你掌管我們的生命
就讓我們緊緊地跟隨你、定睛跟隨你，
讓我們的生命成為多 的祝福
讓我們的生命成為多人的祝福。
聽我們的禱告、悅納我們的立志，
奉你的名求，阿門。

我不知道你覺得自己的生命是怎麼樣？
當
當你回看自己的時候，
看自
時
覺得自己是很好的開始、還是怎麼樣？
如果你有很好的開始，我為你感恩，
也希望你能夠感恩，
 不能夠把這些好的開始看成理所當然的
 往後的路還是要很努力的、很謹慎地去走
好的開始不見得就是成功的一半，
你必須認識這位復活的主、必須跟從祂的腳步、
必須讓祂牽著你的手、讓聖靈保惠師
不斷地提醒你
不斷
你 ─「這是真道，走在其中！」
這是真道 走在其中 」
希望每一位觀眾朋友在生命的路上走的時候，
 都能夠讓我們的主喜悅
 讓我們的生命也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