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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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希伯來話對祂說：
「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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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
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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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整個敘事的發展，基本上是
圍繞抹大拉的馬利亞而發展 ─
第一個出場、也是最後一個謝幕的。
顯然在復活的清晨、七日的頭一日，
馬利亞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當讀這段經文，這樣一個重要的位子
放給一位女子，會不會擔子重了一點呢？
 古時候女人是沒有地位的，
她們講的話沒有人把它當一回事
 甚至在法庭，女人的見證是不成立的
這樣背景去讀這段經文，就覺得挺奇怪的
這樣背景去讀這段
文 就覺得挺奇怪的 ─
在那麼重要的場合、耶穌復活，
那麼重要的 物 竟然是 個女的
那麼重要的人物、竟然是一個女的，
這是一個文化的角度。

馬利亞本人也不見得非常地有說服力…
第 次馬利亞開 的時候
第一次馬利亞開口的時候
2 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
對
對他們說：「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
「有 把主 墳墓裡
去
我們不知道放在哪裡。」
當然她去墳墓的時候是看到墳墓是挪開的
當然她去墳墓的時候是看到墳墓是挪開的，
空的墳墓不必然對她來講是耶穌復活，
她以為有人把耶穌的身體拿走。
像這樣一個女的你覺得可以委以重任嗎？
第二次開口以前，她看見了兩個天使，
可是不知道是天使，
13 天使對她說：「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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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可能，馬利亞一直在哭，
淚水使她看不清楚眼前的耶穌嗎？
她看 清楚 前
這個敘事有一個很大的轉折 ─
16 耶穌呼喚馬利亞的名字…，
字
這一叫，馬利亞彷彿忽然間地認得出耶穌了，
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祂說：
「拉波尼！」（拉波尼就是老師的意思。）
約十

我要按著我羊的名字把它們呼喚出來，
我的羊會認得我的聲音。
這段經文是不是呼應著在第一個清晨，
 當馬利亞還在淚水、苦痛當中，
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認不出來
 在這個時候，聽到耶穌呼喚她的名字，
成為她生命的一個轉折點呢？

在第三次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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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有趣嗎 ─
她看見了空墳墓、不知道這是復活，
她看見了天使、不知道是天使，
她看見了耶穌、認不出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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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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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她轉過身來看耶穌，竟然認不出來呢？
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
很可能因為黑的緣故，她看不到耶穌。

談到名字，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名字常常代表 母親的期望 先祖輩的遺傳或是期望
名字常常代表父母親的期望、先祖輩的遺傳或是期望。
聖經裡面的人物許多都是在經歷轉折的時候，
他們改名字的…
他們改名字的
 舊約有一個叫亞伯蘭的，本來是高位者，
當上帝跟他立約的時候，
就改名叫亞伯拉罕 ─ 萬國之父，
那是跟神立約以後，生命完全不同的一個境界


以色列人的祖宗雅各，意思就是抓住，
用好的、不好的方法，
使詐、使計，不外是要抓住。
可是當他跟神相遇的時候，神說：
你要改名叫以色列 ─ 你是神所愛的
你是神所愛的，
就不需要使詐、不需要抓住了

馬利亞是很普通的名字，新約聖經就遇到很多的馬利亞，
抹大拉的馬利亞是其中的一個，耶穌叫了她的名字。
馬
是其中
耶穌叫了她的名字
經文就到了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17 耶穌說：「不要摸我。」
很多的解經家有很多的解釋 ─
 因為復活的主身體還在痛嗎？
 可能是男女有別、馬利亞要冷靜一點
可是耶穌接著講這句話，我想才是真正的原因，
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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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這裡所講的就是馬利亞必須放手
耶穌在這裡所講的就是馬利亞必須放手，
 把她一度認識老師的觀念、的經驗，放下來
 眼前的不是拉波尼
眼前的不是拉波尼、不是我的老師，
不是我的老師，
是我的神、我的主，馬利亞必須學會放下來

我也學會了相信跟看見，沒有必然的關係，
馬利亞看見什麼？
馬利亞看見什麼
看見了空墳墓、以為有人拿去耶穌的身體，
看見了天使不知道天使，
看見了耶穌以為是園丁，
看見不一定能夠導致相信。
事實上我們每天都看見很多的事情 ─
看到支離破碎、扭曲的世界，
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你會相信什麼呢？
如果說看見跟相信有關係的話，
 那一定要心裡的看見、信心的看見
那
裡的看見 信 的看見
 一定要用我們的耳朵聽到主呼喚我們
我們才能夠看見真正主所創造的世界
我們才能夠看見真正主所創造的世界，
一個應該討祂喜悅的世界。

無論如何，馬利亞就是第一個見證耶穌復活的人！
這段經文仔細地讀、仔細地聆聽的時候，
我學會了一個人的見證
跟他的社會的地位沒有關係、
跟他的性別沒有關係、
跟他有沒有才幹、有沒有能力沒有關係。
如果有人非常有地位、有聰明智慧
如果有人非常有地位
有聰明智慧
能夠為主作見證的，我們非常感恩
 主也能夠使用很弱小、甚至邊緣的人像馬利亞，
主也能夠使用很弱小 甚至邊緣的人像馬利亞
主能夠使用一些很卑微的子粒，
讓這些子粒結出更多的果子來。
讓這些子粒結出更多的果子來


林後四7a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

說明這極大的恩典、恩惠，不是出於我們。

在這第一個清晨，我學會了必須要放下自己的堅持。
馬利亞緊緊地拉著耶穌 耶穌說「不要摸我
馬利亞緊緊地拉著耶穌，耶穌說「不要摸我」，
 馬利亞堅持的是她以為的那一個的老師，
她必須要學會放棄她那一種「以為」的堅持
「
 我想信心就是要把自己的抓穩那個拳頭放開，
聽主要呼喚我們的聲音、看主要我們看的
也許只有把我們那種糾結、重擔放下來，
我們才能夠聽到主呼喚我們。
無論你是誰，你還是可以見證主的，
無論你看見什麼，你需要讓主告訴你 ─
在信
在信心裡面如何地真正地看見。
何 真
看見
你也需要學習抹大拉的馬利亞，放下糾結、重擔，
我們就可 經歷復 的主向我們呼喚
我們就可以經歷復活的主向我們呼喚，
我們也能夠聽到祂的聲音。

親愛的主耶穌，

禱告

我們就好像在這個墳墓的面前，
求主開我們的眼睛
求主開我們的眼睛、
能夠看見你已經復活，
使得我們真的相信，
並且因為聽見你的聲音，
就像馬利亞一樣勇敢地見證主
就像馬利亞
樣勇敢地見證主 ―
可以勇敢地向別人說「我們已經看見了主」。
求主幫助我們，在我們的處境當中
能夠放下自己的糾結、捨下自己一切的恐懼，
緊緊地跟隨你。
垂聽我們的禱告和立志，
奉你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