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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节前六日，耶稣身旁的门徒没能察觉
才 天前当耶稣使拉撒路
才几天前当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生时，
里复生时
犹太人已经下了决心要把他们的老师除掉。
在这 天里面他们可以瞥见恩典
在这一天里面他们可以瞥见恩典，
醒觉、听到生命的主的呼唤，
从自己的怠惰、满足中回转，
存感激的心、回应施恩的主和他的爱。
门徒们不知道，可是马利亚似乎知道
耶稣离开的日子并不太远。
 这个知道跟不知道就说明了
为什么马利亚所做的，不能为门徒所理解
 这个知道跟不知道的差异就解释了为什么
那
马
十
子、
犹大那么不满马利亚把三十两银子、
也就是三百个银币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

1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2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
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3 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4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5 说：「这香膏为甚么不卖三十两银子赒济穷人呢？」
6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常取其中所存的
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7 耶稣说：「由她吧！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8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

如果这是平常的一天，犹大的投诉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
一个银币就是当时一天的工资，
个银币就是当时 天的 资
三百个银币，大概就是一年的工资，
「将你的钱 济穷人」是非常高贵的行动
「将你的钱赒济穷人」是非常高贵的行动。
可是约翰福音的叙述者提醒我们
 犹大的真正关注不是穷人，
告诉我们说 ─ 因为他是个贼
 不过我在想，这不仅仅是犹大的埋怨吧？
其他的门徒，也许都有这样的埋怨吧，
他们以常人的眼光来批评，
 把生命的投资放在自己的计算和习惯上面
命
资
 一点都不察觉生命中最重要的恩典和根源
当他们不 察觉的时候，
当他们不能察觉的时候，
只能斤斤计较地生活

对马利亚来说，当她瞥见生命的恩典和宝贵的时候，
 她的心中存有的就是感激、珍惜之情，
她的 中存有的就是感激 珍惜之情
唯一能做、该做的，就是义无反顾地摆上
 恩典的瞥见，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的，
恩典的瞥见 是 有办法讲得很清楚的
没有人完全知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马利亚用香膏来表达感恩，为什么呢？
有几个可能性 ─
1. 不久前耶稣使她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生，
用三百个银币的钱所买来的香膏
表达这一份感激之情，是很合理的
2. 耶稣和这个家庭是非常关系密切的，
用一瓶那么贵的香膏来表达，也是可以理解的
许马
地感
3. 也许马利亚隐约地感觉
耶稣要踏上生命最后的一程了

我相信在耶稣复活以后、门徒聚集的时候，
如果马利亚也在场，
如果马利亚也在场
门徒一定带着欣羡的口吻说：
「
「马利亚，妳是对的，早该学妳一样
是
学
样
把我们一切的珍宝献给耶稣。」
所以，每当早期的信徒聚集的时候，
徒
都会记念这位真正的属灵人 ─就是马利亚。
我慢慢地开始明白
为什么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
耶稣嘱咐门徒说：
「福音无论传到世界甚么地方，
，
都要传讲这个女人所做的。」
因为她是
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属灵人，
真 的属灵人，
她把生命的投资放在恩典之上。

无论是哪一个理由，是耶稣把马利亚的行动
清楚地与自己的死连在 起 ─
清楚地与自己的死连在一起
「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马利亚全然摆上，意义和果效超过她所想、所理解的
马利亚全
意
超
解
 纠结、计算的门徒，当然不能够明白，他们就会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百个银币赒济穷人呢？」
可是生命岂能计算呢？投资生命怎样才算得合理呢？
除非瞥见恩典，总会困于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筹划…
耶稣被埋的那天，门徒聚集、假如马利亚也在当中，
他们一定会带着歉意向马利亚说：
「马利亚，你是对的，
无论我们用多少的香膏和礼物，也不能
表 我
感 、我
怀念，
向主表达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怀念，
妳做到了，我们竟然错过了这个机会。」

真正的属灵人、真正的生命投资，
是瞥见生命中恩典和根源，
是瞥见生命中恩典和根源
心中有的就是感激和感动之情，
唯 的反应就是义 反顾的全然摆上
唯一的反应就是义无反顾的全然摆上，
 借着摆上，重现那恩典的根源、让人渴慕的生命
 这一种摆上，也是表达珍惜生命的一种表现
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到底，就好像先前马利亚
用匪夷所思的行动表达那超过人计算的爱 ─
坐席时，耶稣拿一条毛巾束腰、为门徒洗脚，
 马利亚用头发擦耶稣的脚，
耶稣用束腰的巾擦门徒的脚
 马利亚用贵重的香膏表达对耶稣的爱，
马
贵
香膏表 对耶稣 爱，
耶稣用自己的生命表达对门徒的爱

犹大不以马利亚的行动为然、
彼得拒绝耶稣为他洗脚，
彼得拒绝耶稣为他洗脚
只有在耶稣被钉在十架上的时候，
门徒才后悔 才体会 才惊觉 ─
门徒才后悔、才体会、才惊觉
恩典从他们身旁走过的
那一个时刻，他们还斤斤计较地计算生活！
每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每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也许要把自己想象放在伯大尼的餐桌旁边，
当看见马利亚把那么贵重的香膏
全然地倾倒在耶稣的脚上，
 我们会不会像犹大那么唠叨呢？
 还是我们会像马利亚一样
瞥见恩典的本相 可以全然地付出呢？
瞥见恩典的本相，可以全然地付出呢？

我们都信主、都上教会、都服事，这些年来
 信仰为我们带来稳定、均衡的生活，
信仰为我们带来稳定 均衡的生活
我们渐渐被塑造成为一个整齐、得体的人
 也将当纳的奉献给主，按能力回应信仰
将
奉
一切都在我们的手中，甚至在计算、计画里面。
直到碰到一些朋友，我们开始觉得不安了 ─
他们成为我们眼中的异类，所做的很不合宜、有违常规，
 我说的不是马利亚、史怀哲、德兰修女，
他们太伟大、离我们太远了，
 可是一定有一些弟兄姊妹全然摆上，到一个地步
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奇怪、好像匪夷所思，
会不会你也是其中一位 ─ 你摆上、你付出，
其
其他的人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不能明白呢？
觉得有 点 夷所 、
明
你开始挣扎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异类？

一百年前史怀哲，拥有几个博士学位，
圣经 神学 更是那时少有的音乐的专家
圣经、神学，更是那时少有的音乐的专家，
当决定要到非洲宣教，周遭的人都很诧异，
劝告 提醒就跟犹大所讲的很相似 ─ 值得吗？
劝告、提醒就跟犹大所讲的很相似
值得吗
史怀哲之后大概五十年，
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里，一位柔弱细小的修女，
用尽一切努力和资源，将垂死的病人从街道带回中心，
为他们洗刷、喂他们吃可能是人生中最后的一顿餐、
记录他们从来没有人注意的名字，
四周有很多的人不以为然地说：
「德兰姊妹，妳花在这些
妳
快要死的人身上的钱和资源，
可
更多
，
足可以让更多的人吃饱，
为什么不帮助这些人、去帮助这些垂死的人呢？」

诚然，身边的人所讲的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每一个人都花费这些香膏，
如果每 个人都花费这些香膏
除了贩卖商、谁会得益呢？
 如果每一个人都跑去宣教，
如果每 个人都跑去宣教
谁还会教神学呢？谁还会在牧养教会呢？
 如果每一个都帮助那些快要死的人，
那
那些营养不良的、不就也就死了吗？
四周的评语是有道理的，
我们每天都活在合宜、平衡的计算、计画当中，
没有这些常规、计算，我们是很难生活。
关键其实不在于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关键在于有没有瞥见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在于有 有瞥 恩典 时 ，
在于有没有瞥见恩典的时刻，
当瞥见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全然地摆上。

真的要说投资，
把我们的生命全然投资在恩典上面，
把我们的生命全然投资在恩典上面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每一个人都有
自
自己可以做的、都有我们可以行的。
都有我

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当他瞥见恩典的时候
全然地摆上 不会斤斤计较
全然地摆上、不会斤斤计较，
当他全然地、把自己最好的摆上的时候，
主的使用，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使
是超 我
求

保罗写了十几封书信，
他没有想到这些书信会成为新约圣经的部分，
 写的时候，只是看见恩典之情、教会的需要，
他所爱的弟兄姊妹所面对的问题、困难
 把自己全然地投资，自己的生命摆上、传福音，
为他的教会、弟兄姊妹，甚至不认识的
弟兄姊妹、一些教会，来祷告、来挂心
马利亚把自己最美的摆上，
这个摆上的后果其美 其善
这个摆上的后果其美、其善，
是超过马利亚所能够计算、想象的。

亲爱的耶稣，
我们愿意成为真正的属灵人，
做最聪明的生命的投资 ─
就是看到恩典、
就是看到恩典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然地摆上。
所以悦纳我们每 个在不同的岗位、
所以悦纳我们每一个在不同的岗位
不同的生活的圈子里面，
当我们把最好的摆上的时候，
当我们把最好的摆上的时候
愿主你亲自地使用、赐福。
垂听我们的立志和祷告。
垂听我们的立志和祷告
靠耶稣的名求，阿门。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处境当中 ─
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责任，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全然地摆上」，
义无反顾地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主的恩手
 当他使用的时候，这个果效、影响，
是超过我们所计算的
这是生命的投资，
愿意我们每 个人都成为感恩的人，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感恩的人
存着感激之情、把生命全然摆上！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