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第第卅五課卅五課……

從從山出發山出發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太廿八 16~20從從山出發山出發

16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17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

然而還有人疑惑。還有 惑

18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來到馬太福音最後的一章、最後的一個場景 – 山，

門徒崇拜那復活後、擁有天上地下所有權柄的耶穌，

耶穌指著遠方、對十一個門徒說：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
沒有比這個場景、沒有比耶穌的這個差遣

是更適合、更完滿了！是更適合、更完滿了！

在高山上看得那麼遠、那麼寬，

還帶著耶穌所賜給的應許、權柄，從山出發！還帶著耶穌所賜給的應許、權柄，從山出發！

從山出發，

好像是 個很完滿 很好的 個終結好像是一個很完滿、很好的一個終結，

你可以想像把它拍成電影的話…

耶穌 還有圍繞著祂的門徒耶穌、還有圍繞著祂的門徒，

站在山頂上、遠遠地指著那方，

那個鏡頭就慢慢拉開 然後就「劇終那個鏡頭就慢慢拉開，然後就「劇終」。

那是很好的結束，很壯麗、很好的一個完結。

在馬太福音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是山這個主題，

四福音書裡，惟獨馬太福音很刻意地把山這個主題鋪陳，

有好幾個很重要的轉折，都是發生在山上，

這是馬太福音重複 又獨特的主題這是馬太福音重複、又獨特的主題。

第一次出現山 四8~10，耶穌面對

第三個試探時 魔鬼把他帶上最高的山第三個試探時，魔鬼把他帶上最高的山，

將世上的萬國、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 切都賜給你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賜給你。

場景有點像今天的經文 廿八章

指給門徒看的是需要福音的萬國 萬民指給門徒看的是需要福音的萬國、萬民，

差遣他們去做的是服事他們、

把福音傳給他們聽。把福音傳給他們聽。

在這個山上，看起來非常的壯麗，

其實險象環生，因為看到萬國、萬國的榮華，其實險象環生，因為看到萬國、萬國的榮華，

很多人就因為這樣子下墜、跌倒。



第二個山的出現，馬太福音五、六、七章，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

門徒到他跟前來，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這是登山寶訓或是山上寶訓。

耶穌的山上的講論逆轉鞏固的文化 宗教傳統的習慣耶穌的山上的講論逆轉鞏固的文化、宗教傳統的習慣，

祂的教導不僅讓許多的人感到不一樣，

甚至覺得不可能，甚至覺得不可能，

有人打你的右臉、轉過來讓他打你的左臉

如果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跟他走第二里如果有人強迫你走 里 跟他走第二里

有人問你借他的、不可以拒絕

讓人覺得很詫異，而且沒有辦法能夠實現。讓人覺得很詫異 而 沒有辦法能夠實現

你會發現在山上的講論是很特別的，

是逆轉一切人以為的那種的邏輯、理解。是逆轉 切人 為的那種的邏輯 理解

第三次的山 十五29

耶穌 加利利的海邊 上了山耶穌來到加利利的海邊，祂上了山…
看見的不是優美的風景，是一大群人，

有瘸腿的 有瞎眼的 有殘疾的 有啞巴有瘸腿的、有瞎眼的、有殘疾的、有啞巴，

還有許許多多的病人。

第四次的山第四次的山 十七章，

耶穌在某一個山上變像，

十七5 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 說：十七5 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在這個山上，逆轉了門徒以為的一套想法在這個山上，逆轉了門徒以為的一套想法

第五次的山 廿四到廿五

耶穌在橄欖山的終末講論，耶穌在橄欖山的終末講論，

那裡面哀哭切齒一再出現

在讀的時候會發現要預備、要謹慎，在讀的時候會發現要預備 要謹慎，

不是那麼遙遠的事情，是每天都要發生的事情

第六次的山，就是今天的經文，耶穌和門徒約定的山。

剛剛我們講每 個山你都會發現剛剛我們講每一個山你都會發現，

隱隱地將人的想法、邏輯、期望，逆轉、顛覆了，

在山上彰顯的耶穌的價值、耶穌的生命，在山上彰顯的耶穌的價值、耶穌的生命，

都跟人以為的價值、想法、邏輯違反的…

來到最後一幕在山上，來到最後一幕在山上，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耶穌了，

然後耶穌又差遣門徒、就復活了然後耶穌又差遣門徒、就復活了...
大概就是說很壯麗，所以門徒也一定很興奮。

可是再讀得細一點，就發覺有點奇怪，可是再讀得細 點 就發覺有點奇怪

廿八17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耶穌已經復活、婦女們也把信息告訴他們，耶穌已經復活 婦女們也把信息告訴他們

到了耶穌約定的山、與復活的主相遇，

怎麼還會有人疑惑呢？

這豈不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和經驗嗎？

每一個主日我們在聚集、在崇拜、敬拜耶穌的時候，

我在想 定有人心裡面還在疑惑的我在想一定有人心裡面還在疑惑的。

當然經文也沒有說什麼人懷疑、懷疑什麼，

不過我想這是很如實地不過我想這是很如實地

把一個信仰群體的面容描寫出來。

的確是這樣子，的確是這樣子，

而疑惑的動機、經驗，都可能不一樣。

觀眾朋友不需要很驚訝，觀眾朋友不需要很驚訝，

如果仔細讀福音書的話，

所有的福音書記載耶穌復活之後的門徒所有的福音書記載耶穌復活之後的門徒

都有這一種的展現。

路加福音記述主復活的那一天，路加福音記述主復活的那 天

路廿四有兩個門徒，離開耶路撒冷往以馬忤斯去，

他們下去的時候臉帶愁容、眼睛被遮蓋，

以致他們認不出主來…



路廿四21-23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這事成就 現在已經 天了不但如此，而且這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

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

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裡，不見他的身體，

他們講的內容都是非常對的

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裡，不見他的身體，

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

他們講的內容都是非常對的，

可是這兩個門徒臉帶愁容。

我在想，這是不是我們主日崇拜的時候

一些很真實的圖畫 –
我們唱詩 讀經 甚至宣告信經我們唱詩、讀經、甚至宣告信經，

都很對，

可是我們自己知道：可是我們自己知道：

儘管不是真的是臉帶愁容，

我們的心是有愁煩的。我們的心是有愁煩的。

約翰福音 廿1~18 主在清早就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吩咐馬利亞去告訴祂的門徒說：祂已經復活了。吩咐馬利亞去告訴祂的門徒說：祂已經復活了。

廿19 開始，門徒聚集在一起。

按著敘述的次序，大概 18~19 之間，按著敘述的次序，大概 18~19 之間，

馬利亞告訴他們耶穌復活了，

按理他們知道耶穌復活應該很興奮…按理他們知道耶穌復活應該很興奮…

廿19 晚上，門徒鎖在屋子裡，把門關上，因怕猶太人。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啊？耶穌復活了，為什麼怕呢？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啊？耶穌復活了 為什麼怕呢？

馬利亞已經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我們了，為什麼會怕呢？

這不也是我們在禮拜天聚會時，很真實的描寫嗎？這不也是我們在禮拜天聚會時，很真實的描寫嗎？

我們聚集、唱詩、崇拜，可是中間還有人懼怕，

不一定是怕猶太人，不 定是怕猶太人

可能是怕經濟不景氣、怕身體的疾病…
反正就是把門關上、在一起分享懼怕，反 就是把門關 在 起分享懼怕

這可能是每個禮拜天教會聚會的時候一個模樣。

馬可福音 天使向婦女說：

耶穌已經復活了 囑咐她們告訴門徒耶穌已經復活了，囑咐她們告訴門徒。

十六8 婦女們害怕、逃跑，不敢告訴別人。

福音是什麼？儘管是在這樣 種的困難福音是什麼？儘管是在這樣一種的困難 –
門徒從耶路撒冷往以馬忤斯走、臉帶愁容

門徒躲在門背後害怕門徒躲在門背後害怕

婦女們不敢告訴別人，因為害怕

福音是儘管是這樣子，耶穌還是來到他們當中，福音是儘管是這樣子，耶穌還是來到他們當中，

耶穌在以馬忤斯上向兩位門徒顯現，

當擘餅的時候，他們認出來了當擘餅的時候 他們認出來了

耶穌進入鎖在門背後的群體中，

說：願你們平安願你們平安

就像我們每一個主日聚會的時候，

當我們糾纏、害怕、困惑，種種的困難的時候，當我們糾纏 害怕 困惑 種種的困難的時候

耶穌到我們中間說：「願你們平安。」向我們顯現祂自己。

我們每個禮拜在聚集的時候，充滿了激情、盼望，很興奮，

可是 定有弟兄姐妹困惑 害怕 艱困的可是一定有弟兄姐妹困惑、害怕、艱困的，

從山出發，會帶著怎樣的能力、應許、

會有怎樣的成果呢？會有怎樣的成果呢？

從山出發，不是基於什麼驚天動地的經歷、

也不因為成了世外高人也不因為成了世外高人

從山出發，目的不是要成為成功的人、

改變歷史的人物，如果有的話，那都是副產品改變歷史的人物 如果有的話 那都是副產品

從山出發，目的就是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從山出發，耶穌所應許的，也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能力、從山出發 耶穌所應許的 也不是什麼驚天動 的能力

而是祂的教導

耶穌所應許的，是祂的教導耶穌所應許的 是祂的教導

耶穌的叮囑，也是門徒要把耶穌所教導的，教導別人遵守

耶穌所應許的同在，是基於實踐耶穌所教導的，同在 實踐耶穌所教導的

不是某一種能力、甚至奇怪的能力



第七章有些人說：

「主啊 不是奉你的名傳道趕鬼 做很多的神蹟奇事嗎？「主啊，不是奉你的名傳道趕鬼、做很多的神蹟奇事嗎？ 」

耶穌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耶穌所應許的同在 不是能力 是祂的教導耶穌所應許的同在，不是能力、是祂的教導，

是每一個信徒都可以明白、實踐、傳遞的教導，

如果耶穌應許的同在，必須要用能力來說明如果耶穌應許的同在，必須要用能力來說明、

必須要用神蹟奇事來說明的話，

你會發現 – 沒有太多的人你會發現 – 沒有太多的人

有這樣的一種經歷、恩賜、實踐的；

可是如果耶穌應許的同在，是建立在耶穌的教導、可是如果耶穌應許的同在 是建立在耶穌的教導

實踐耶穌的教導的話，那就是福音、就是很寶貝了。

每一天我們都可以實踐耶穌的教導，每 天我們都可以實踐耶穌的教導，

每一天我們都可以傳遞、教導別人耶穌的教訓，

無論是死蔭的幽谷、是青草地、是溪水旁，無論是死蔭的幽谷 是青草地 是溪水旁

我們都可以經歷耶穌的同在！

你、或是你所在的群體、或是教會，有沒有山上的經歷 –
就是看到遠方那種的盼望 經歷主的那種安慰就是看到遠方那種的盼望、經歷主的那種安慰。

那種應許，是一個很好、很難忘的經歷吧，

可是我也問問，在這樣的經歷裡面、還有人懷疑嗎？可是我也問問，在這樣的經歷裡面、還有人懷疑嗎？

如果有的話你還記得他們嗎？還在你們的群體當中嗎？

如果懷疑的人不在這個群體當中，我說為什麼？如果懷疑的人不在這個群體當中，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他因為懷疑不在這個群體當中？

我們讀一讀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的話，我們讀 讀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的話，

這些記載耶穌復活的那一天、清晨或是晚上，

門徒裡面都有懷疑的人，門徒裡面都有懷疑的人

可是他們繼續地留在教會裡面，然後成為多人的祝福。

所以我希望親愛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們的群體當中所以我希望親愛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們的群體當中

有懷疑的人，你容許他們懷疑，因為主容許他們懷疑，

讓他們在懷疑當中一步一步、一路一路地能夠明白，讓他們在懷疑當中 步 步 路 路地能夠明白

能夠經歷、能夠看見…

馬太福音廿八章在這個山上最後的一個場景，是很有意思的，

不是表面所看的 在山上 切都那麼地美不是表面所看的 – 在山上，一切都那麼地美，

景觀、視覺那麼地寬大，然後耶穌帶著能力、差遣門徒，

這當然是這個場景的一部分這當然是這個場景的一部分

也是同樣重要的，就好像耶穌在馬太福音裡面

每一個山的場景，都要使得我們重新地來看一下 –每 個山的場景，都要使得我們重新地來看 下

誰是真正的主宰、調節我們的生命、生命的方向

能夠實踐耶穌所囑咐我們的，包括我們的懷疑、不信能夠實踐耶穌所囑咐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懷疑 不信

我想這是福音之所以福音的地方，

不是我們做得多好，才能夠傳福音，不是我們做得多好 才能夠傳福音

不是我們做得多好，才能配得主的差遣，

在每一個福音書最後，都有懷疑的人在。在每 個福音書最後 都有懷疑的人在

所以親愛的觀眾朋友，

讓我們從山出發，忠心地跟隨主，讓我們從山出發 忠心地跟隨主

等候、擁抱懷疑的弟兄姐妹。孫寶玲 博士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謝謝你，

你一直過去的時間帶領我們思考馬太福音，

我 步 意我們得以進一步地明白你自己的心意。

所以來到最後的一天、最後的學習，

我們祈求主把你的話語藏在我們的心裡面，

使得我們生命有改變，

使得我們能夠從懷 轉為相信使得我們能夠從懷疑轉為相信，

從疑惑變成跟從。

讓我們每天都能夠經歷你的同在。讓我們每天都能夠經歷你的同在。

這樣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