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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第卅四課…

太廿八 1~10

01 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天快亮的時候，

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那個馬利亞來看墳墓。
02 忽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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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
03 他的相貌如同閃電，衣服潔白如雪。
04 看守的人就因他嚇得渾身亂戰，甚至和死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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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
06 他不在這裡，照他所說的，已經復活了。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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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快去告訴他的門徒，說他從死裡復活了，並且在你們以先

音量、全螢幕

往加利利去，在那裡你們要見他。看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
往加利利去，在那裡你們要見他。看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
08 婦女們就急忙離開墳墓，又害怕，又大大地歡喜，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暫停

請按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對每一個基督教的節日，
都那麼地喜歡 那麼地享受 復活節是其中的 個
都那麼地喜歡、那麼地享受，復活節是其中的一個，
大家都很熟悉復活節的故事、經文也讀過很多，
那麼重要的事情，應該怎麼說、應該說什麼？
 我想這不僅僅是我們的問題，也是許多人的問題
 我甚至相信是早期基督徒的問題
意思是復活節過後，幾天、幾個星期、幾年、
十幾年 幾十年 幾百年 千多年
十幾年、幾十年、幾百年、千多年，
我們可以說什麼呢？我們可以怎麼說呢？
特別在復活節的清晨，生活還是那麼多的糾結、憂傷。
特別在復活節的清晨
生活還是那麼多的糾結 憂傷
我說的不僅僅是我們的問題、也是早期教會的問題，
當你仔細讀聖經的時候
當你仔細讀聖經的時候，
你會發現每一卷福音書的作者，
都是很努力地讓他的讀者，
回想第一個復活節的清晨…

跑去要報給他的門徒。
09 忽然，耶穌遇見她們，說：「願你們平安！」

她們就上前抱住他的腳拜他。
10 耶穌對她們說：「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
耶穌對她們說 「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
叫他們往加利利去，在那裡必見我。」

約翰福音，作者提醒讀者復活的主，
進入那因害怕 躲藏在門背後的門徒當中
進入那因害怕、躲藏在門背後的門徒當中，
復活主進到裡面的時候跟門徒說：
「願你們平安！」然後賜予聖靈。
路加福音，復活的主耶穌向迷失和沮喪的門徒顯現，
是兩個門徒離開耶路撒冷 往以馬忤斯的路上
是兩個門徒離開耶路撒冷、往以馬忤斯的路上
並且在擘餅的時候，使得他們看見。
馬可福音，那些離去的婦女，成為讀者的挑戰
馬可福音
那些離去的婦女 成為讀者的挑戰 –
 究竟我們會不會傳揚這個復活的信息呢？
 還是我們很害怕呢？
每一卷福音書的作者都是很努力地使讀者回想復活節，
使得 們 為 想這 復 節 重新得到 量
使得他們因為回想這個復活節、重新得到力量。
就好像我們在週年紀念請不同的人，
講教會歷史的片斷、重溫教會的方向、使命，
教會怎麼開始、怎麼經歷上帝的帶領、怎麼繼續...

馬太福音是惟一提到埋葬耶穌的墳墓被石頭所封，
並且有士兵把守 (廿七65~66)
(廿七65 66)，
這是保證沒有任何人可以闖進裡面，
也清楚說明：死亡就是耶穌故事的結束，
審判已經完了、刑罰也執行過了，
耶穌被關在墓裡 墓被大石所封 外面有士兵把守，
耶穌被關在墓裡、墓被大石所封、外面有士兵把守，
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完了。
從那天開始，耶穌的跟從者所能做、應該做的，
就是難過、懊悔、傷痛。
如果耶穌被關在為石頭所封
如果耶穌被關在為石頭所封、
又有士兵所把守的墳墓裡，
 門徒的盼望和生活，就同樣地被壓在角落、
門徒的 望和生
同樣
壓在角落
甚至他們的墳墓裡
 他們的生活，也就是無盡地難過、
無盡地懊悔和傷痛

震動之所以是震動，說明了我們的計畫徒勞無功，
我們的生命很脆弱 震動把我們從虛幻的安全感中喚醒
我們的生命很脆弱，震動把我們從虛幻的安全感中喚醒。
 當震動的時候，人無言以對、戰競、恐懼、怕得要死，
這正是看守墳墓兵丁的反應 (廿八4)
 這些守衛，是由小心計算、確保不出岔
的宗教領袖所安排的 (廿七62
(廿七62~66)，
66)，
不僅僅封住墳墓、
而且還把士兵安放在墳墓的前面
那震動過後，回去報告宗教領袖的那些守衛，
他們收了銀錢 按著祭司長和長老的吩咐說
他們收了銀錢、按著祭司長和長老的吩咐說：
「是耶穌的門徒，將耶穌的身體偷去的。」 (廿八12~15)
他們要扮演得若無其事 好像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他們要扮演得若無其事，好像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不要忘記，這些士兵是經歷過地大震動的，
被嚇得渾身亂顫的 他們是嚇得需要報告這些長官的
被嚇得渾身亂顫的，他們是嚇得需要報告這些長官的，
可是收了銀錢之後，他們說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馬太福音也是惟一的福音書，
記述另外的 個非比尋常的事件 – 地大震動 (廿八2)，
記述另外的一個非比尋常的事件
地大震動劃破了沉靜、喚醒了昏睡、
滾開了封墓的大石 嚇跑了守墓的士兵
滾開了封墓的大石、嚇跑了守墓的士兵，
一直以為是權勢和終結的力量，
在震動的 刻都顯得脆弱。
在震動的一刻都顯得脆弱。
地大震動和天使的出現，
說明神才是真正的掌權者，
神從來沒有停止過祂的工作。
但在神工作的面前，人有如此不同的反應…
但在神工作的面前，人有如此不同的反應
 廿八4 看守的人就因他嚇得渾身亂戰，
甚至和死人 樣
甚至和死人一樣
 婦女卻因為這個復活的消息，
知道生活並不再被困在死角跟墳墓裡，應該很高興，
可是馬太說她們又害怕、又歡喜

他們經歷過震動，所帶來的那種的震撼，
他們要繼續生活下去 必須要靠著說謊
他們要繼續生活下去，必須要靠著說謊，
所以 廿八11~15 他們就說謊了。
當然不是門徒去偷耶穌的身體，
可是他們說這個謊言說：
是耶穌的門徒偷去身體。」
「是耶穌的門徒偷去身體。」
雖然很清楚知道：那身體已經不在了，
墳墓的石頭已經被滾開了 所有人都害怕！
墳墓的石頭已經被滾開了，所有人都害怕！
不僅僅是士兵、宗教領袖，也包括了在墓前的婦女。
神使祂的兒子從死裡復活，震動了宇宙和人類的歷史，
神使祂的兒子從死裡復活
震動了宇宙和人類的歷史
所有的能力、權勢、罪惡、死亡，都啞口無言。
震動之後的真相是
震動之後的真相是：
 沒有神不能赦免的罪
 沒有太弱小、卑微、不能作見證的人
 沒有權勢不被神所審判

從那一天復活節的清晨開始，我們都被震醒了，
醒過來看到 原來神才是生命的主宰
醒過來看到，原來神才是生命的主宰，
不是人的計算、能力，
從那天開始 生命應該是不再 樣了。
從那天開始，生命應該是不再一樣了。

我們沒有被關在墳墓裡面，
可能被關在自己的困局裡面，
可能被關在自己的困局裡面
我們未必有像士兵這樣的權勢壓著我們，
可是我們有自己生活的擔子壓著我們。

復活節清晨這個震動，使我們知道怎麼樣面對
生活中的墳墓和無奈，
生活中的墳墓和無奈
墳墓可能使我們喘不過氣來、我們肩上的擔子沉重無比，
可是如果第一個清晨地大震動，可以
將墳墓面前的大石滾開，
將士兵的力量瓦解、使耶穌復活，
今天就沒有任何事物，包括工作、課業帶來的壓力，
我們所體會的那種冰冷的關係 身體的疾病
我們所體會的那種冰冷的關係、身體的疾病、
心靈的傷痛、失意、失敗、失業、失戀…，
沒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將我們逼到生活的死角裡去，
沒有什麼人和事，可以把我們關在墳墓裡面。

復活的清晨告訴我們：神才是真正的主宰！
 我們生活面對的困境不是生命的主宰
 我們生命所經歷的那種重擔不是生命的主宰
我想這是我們為什麼每 個主日都要聚集的原因。
我想這是我們為什麼每一個主日都要聚集的原因。
如果我們覺得馬太所講的是太遠太遠的話，
那麼每個禮拜聚集的時候，
我們唱詩、讀經、聽別人分享、見證，
 會突然發覺神的震動和觸摸，
竟然從來不是太遠太遠的
 我們會驚訝，原來神今天仍然樂意地
我們會驚訝 原來神今天仍然樂意地
賜給我們力量，衝破生活裡面的墳墓

有些時候我們會期待很特別的經歷，
我要說的震動有時是很大 很強
我要說的震動有時是很大、很強，
有時是很輕微地觸動…
講一個見證、唱一首詩歌、讀一節經文，
足夠讓你體會復活的能力。

如果我們還堅持生命跟震動以前一樣的話，
就必得要活在謊言中了 那是更痛苦的
就必得要活在謊言中了，那是更痛苦的。
我說的震動，還不僅僅是個人、家庭的震動，
我們所面對的社會、國家，
常常也會經歷一些的震動，大小情況不一樣。

我希望你不要停在那個地方，
希望你在震動裡面看到更深的圖畫、更真的面貌，
就是擋著墳墓的那個大石被滾開了、耶穌復活了！
 封住的墳墓似乎說明了生活、生命沒有出路，
可是復活的主把這個石頭滾開
 象徵著權勢的士兵被嚇跑了

這些震動會不會喚醒我們，
 所籌劃的、所以為的、所控制的，其實是很脆弱，
必得要讓生命的主來帶領我們
 有沒有經歷了震動之後，我們好像明白、醒過來，
可是不久之後又故態復萌
可是不久之後又故態復萌，
活在一個好像從來沒有經歷過震動的處境當中

我不知道你在經歷震動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在經歷震動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耶穌復活的能力，
也就是說你所做的 切不過是徒然無功
也就是說你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徒然無功，
真正的主宰是那位神。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整個社會、國家，都是活在謊言裡面，
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的事情
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的事情，
直到再來震動時，我們才同心地體會。

耶穌的復活，復活節的清晨那一天，
是兩千年前發生的千真萬確的事情。
是兩千年前發生的千真萬確的事情
只是這個事情不僅僅在兩千年前發生，
它的意義、它的力量，
每天都在我們生命當中提醒我們。
這個震動也是我們可以常常體會、經歷的，
這個震動也是我們可以常常體會
經歷的，
有一些震動是很強的、有一些震動是輕微地觸動，
無論是哪 種，我希望觀眾朋友，
無論是哪一種，我希望觀眾朋友，
能夠看得見空的墳墓、
經歷到復活主的慈聲呼喚
經歷到復活主的慈聲呼喚、
能夠觸摸祂的手、跟隨祂的腳蹤
更希望的是經過震動、觸動之後，
更希望的是經過震動
觸動之後
觀眾朋友能活一個不一樣的生命、不再活在謊言當中，
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這是可憐 可悲的
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這是可憐、可悲的。
願意復活的大能、復活的主，與每一位的觀眾朋友同在。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次謝謝你，
你使你的兒子從死裡復活，震動了整個宇宙、人類，
也觸動我們、震動我們的生命，
是幫助我們知道是幫
我
這是一個何等大的福音，
是
等
音
告訴我們 - 你才是真正的主宰，
讓我們看見沒有任何一個事情，可以主宰、控訴我們。
也許這個信息不是我們以為的那麼容易，
因為要過一個不一樣的生活、活一個不一樣的生命，
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要改變 要放 的 實在太多
並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改變、要放下的，實在太多了！
可是幫助我們，活一個經歷震動之後不一樣的生命，
使得我們在主的恩惠裡面 可以敏感天父的帶領
使得我們在主的恩惠裡面，可以敏感天父的帶領。
幫助每一位的觀眾朋友，每天活在你自己的呼喚的裡面，
每天都敏感你的聲音 你的帶領
每天都敏感你的聲音、你的帶領，
不論是很強大的震動、或是很輕微的觸動，
我們都體會你的同在。
這樣的禱告靠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