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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八16~20从山出发从山出发
16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17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18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来来马太福音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场景 –山，

崇 复 有 有权门徒崇拜那复活后、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耶稣，

耶稣指指指指、对十一个门徒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没有比这个场景、没有比耶稣的这个差遣

是更适合 更完满了！是更适合、更完满了！

在高山上上上上上指、上上那，

还还指耶稣所赐给的应许、权柄，从山出发！还还指耶稣所赐给的应许、权柄，从山出发！

从山出发，

好好好 最好好好 好好最 最终结好好好最最好好好、好好最最最终结，

你你你你你你你拍成电影最的…

耶稣 还有围绕着他的门徒耶稣、还有围绕着他的门徒，

站在山顶上、远远地指着那方，

那个镜头就慢慢拉开 然后就「剧终」那个镜头就慢慢拉开，然后就「剧终」。

那是很好的结束，很壮丽、很好的一个完结。

在马太福音里里里最最好里里最主题…，好山这最这这，

书 意 山 个 陈四福音书里，惟独马太福音很刻意地把山这个主题铺陈，

有好几个很重要的转折，都是发生在山上，

这好马太福音重复 又独特最这这这好马太福音重复、又独特最这这。

第最第第第山 四8~10，耶稣里对

第三个试探时 魔鬼你把还上最高的山第三个试探时，魔鬼你把还上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 切都赐给你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

场景里有好有有最有有 廿廿最

指给门徒看的是需要福音的万国 万民指给门徒看的是需要福音的万国、万民，

差遣他们去做的是服事他们、

把福音传给他们听把福音传给他们听。

在这最山上，上看来看看最壮丽，

其实险象环生 因为看到万国 万国的荣华其实险象环生，因为看到万国、万国的荣华，

好很很很很很这很很下坠、跌倒。



第第最山最第第，马马马马马、六、七最，

耶稣看 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既已坐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这好登山宝训或好山上宝训。

耶耶最耶上最耶耶逆转巩固的文化 宗教传统的习惯耶耶最耶上最耶耶逆转巩固的文化、宗教传统的习惯，

他的教导不仅让许多的人感到不一样，

甚至觉得不可能甚至觉得不可能，

有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来让他打你的左脸
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跟他走第二里如果有人强迫你走 里、跟他走第二里
有人问你借他的、不可以拒绝

让很让上很诧异，而而没有办法能够实现。很让上 而

你你你第在山上的讲论好很特别最，

是逆转一切人以为的那种的逻辑、理解。是 转 为 那种 辑、 解。

第第第最山 十马29

耶来 加利利最的 上了山耶耶来来加利利最的的，把上了山…
上看最看好看看最看看，好一大群人，

有瘸腿的 有瞎眼的 有残疾的 有哑巴有瘸腿的、有瞎眼的、有残疾的、有哑巴，

还有许许多多的病人。

第四第最山第四第最山 十七最，

耶耶在某一个山上变像，

十七5里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十七5里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在这个山上 逆转了门徒以为的一套想法在这个山上，逆转了门徒以为的一套想法

第马第最山 廿四来廿马

耶耶在橄榄山最终末讲论，耶耶在橄榄山最终末讲论，

 那里面哀哭切齿一再出现

在在最时在你你第里预备、里谨慎，在在最时在你你第里预备 里谨慎
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情

第六第最山，很好有有最有有，耶稣和门徒约定的山。

刚刚刚刚耶刚 最耶你刚你你第刚刚刚刚耶刚最最耶你刚你你第，

隐隐地将人的想法、逻辑、期望，逆转、颠覆了，

在山上彰显的耶稣的价值 耶稣的生命在山上彰显的耶稣的价值、耶稣的生命，

都跟人以为的价值、想法、逻辑违反的…

来来最后 幕在耶上来来最后一幕在耶上，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

然后耶稣又差遣门徒 就复活了然后耶稣又差遣门徒、就复活了...
大大很好说好壮丽，所你门徒也最也很兴奋。

你好可在上可最有，很你让里有奇怪，你好可在上可 有 很你让里有奇怪
廿八17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已经复活、妇女们也你也也也也把刚，复 你也也也也把刚

来到耶耶约定的山、与复活的主相相，

怎么还会有人疑惑呢？
这岂不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和经验吗？

每一个主日刚刚在我我、在在在、敬拜耶稣最时在，

刚在你 定有人心里面还在疑惑的刚在你一定有人心里面还在疑惑的。

当然经文也没有说什么人怀疑、怀疑什么，

看不刚你这好好不不不看不刚你这好好不不不

你最最信仰群体的面容描描第来。

的确是这样子的确是这样子，

而疑惑的动机、经验，都可能不一样。

观观观观看观里好观观，观观观观看观里好观观，

不如如可在福音书最的，

所有的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之后的门徒所有的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之后的门徒
都有这一种的展现。

路加福音记记主复活最上最有，路加福音记记主复活最上 有

路廿四 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
他们下去的时候脸带愁容、眼睛被遮盖，

以致他们认不出主来…



路廿四21-23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
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

把刚讲的内容刚好看看对最

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

把刚讲的内容刚好看看对最，

可是这两个门徒脸带愁容。

主日崇拜刚在你，这好看好刚刚主日崇拜最时在

最一很真实的图画 –
我们唱诗 读经 甚至宣告信经我们唱诗、读经、甚至宣告信经，

都很对，

你好刚刚可可可可：你好刚刚可可可可：

尽管不是真的是脸带愁容，

我们的心是有愁烦的我们的心是有愁烦的。

约翰福音 廿1~18主在清早就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吩咐马利亚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经复活了吩咐马利亚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经复活了。

廿19 开，门徒我我在最看。

按指按记最第按，大大 18~19之之，按指按记最第按，大大 18~19之之，

马利亚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

按理他们知道耶稣复活应该很兴奋…按理他们知道耶稣复活应该很兴奋…

廿19晚上，门徒锁在屋子里，把门关上，因怕犹太人。
你你看你让上很奇怪啊？耶稣复活了，为什么怕呢？你你看你让上很奇怪啊？耶稣复活了 为什么怕呢？

马利亚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会怕呢？

这看也好刚刚在礼拜天聚会时，好很不最描描很？这看也好刚刚在礼拜天聚会时，好很不最描描很？

我们聚集、唱诗、崇拜，可是中间还有人惧怕，

不一定是怕犹太人，不 定是怕犹太人，

可能是怕经济不景气、怕身体的疾病…
反反很好把门关上、在一起分享惧怕，反 很好

这你这好刚最这在有教会聚会最时在最最的很。

马可福音天使向妇女说：

耶稣已有复活到 嘱嘱嘱刚告诉门徒耶稣已有复活到，嘱嘱嘱刚告诉门徒。

十六8妇女们害怕、逃跑，不敢告诉别人。

福音好是上？尽尽好在这很 尽最困难福音好是上？尽尽好在这很最尽最困难 –
 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走、脸带愁容
 门徒躲在门背后害怕 门徒躲在门背后害怕
 妇女们不敢告诉别人，因为害怕

福音好尽尽好这很很，耶稣还好来到他们当中，福音好尽尽好这很很，耶稣还好来到他们当中，

 耶稣在以马忤斯上向两位门徒显现，

当擘饼的时候，他们认出来了当擘饼的时候，他们认出来了
 耶稣进入锁在门背后的群体中，

说：愿你们平安

很好刚刚每一个主日聚会最时在，

当刚刚当当、害害、困困，种种的困难最时在，当刚刚当当 害害 困困 种种的困难最时在

耶稣到我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向我们显现他自己。

刚刚刚最这在在聚集最时在，充好到激情、盼望，好兴奋，

你好 定有弟弟弟弟困惑 害怕 艰困最你好一定有弟弟弟弟困惑、害怕、艰困最，

从山出发，会带着怎样的能力、应许、

会有怎样的成果呢？会有怎样的成果呢？

从山出发，不是基于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

也不因为成了世外高人也不因为成了世外高人

从山出发，目的不是要成为成功的人、

改变历史的人物，如果有的话，那都是副产品改变历史的人物，如果有的话，那都是副产品

从山出发，目的就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从山出发，耶稣所应许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能力、，耶稣所应许 ， 是什 惊 动 能力、

而是他的教导

耶耶所应许最，是他的教导耶耶所应许最 是他的教导

耶耶最叮嘱，也是门徒要把耶稣所教导的，教导别人遵守

耶耶所耶耶最同在，好是是实践耶稣所教导的，

不是某一种能力、甚至奇怪的能力



第七最 里一很说：

「主啊 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 做很多的神迹奇事吗？「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做很多的神迹奇事吗？ 」

耶耶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耶耶所应许的同在 不是能力 是他的教导耶耶所应许的同在，不是能力、是他的教导，

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明白、实践、传递的教导，

不如耶耶耶耶最同在 必必里必能力来说来不如耶耶耶耶最同在，必必里必能力来说来、

必必里必神迹奇事来说来最的，

你你你第 – 没有太多的人你你你第 – 没有太多的人

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恩赐、实践的；

你好不如耶稣应许的同在，好建立在耶稣的教导、你好不如耶稣应许的同在 好建立在耶稣的教导
实践耶耶最耶耶最的，上很好福音、很好很宝贝到。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实践耶稣的教导每 天我们都可以实践耶稣的教导，

刚最有刚刚刚你你传递、教导别人耶耶最耶耶，

无论是死荫的幽谷、是青草地、是溪水旁，是死荫的 谷、是青草 、是溪水旁，

我们都可以经历耶稣的同在！

你、或好你所在最群体、或好教会，里有里山上的经历 –
就是看到远方那种的盼望 经历主的那种安慰就是看到远方那种的盼望、经历主的那种安慰。

上尽应许，好最最很好、很难忘最有的的，

你好刚也可可，在这很最有的里里、还有人怀疑吗？你好刚也可可，在这很最有的里里、还有人怀疑吗？

如果有的话你还记得他们吗？还在你们的群体当中吗？

如果怀疑的人不在这个群体当中 我说为什么？如果怀疑的人不在这个群体当中，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他因为怀疑不在这个群体当中？

刚刚在最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最的，刚刚在 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最的，

这一记这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清清或好清上，

门徒里面都有怀疑的人，门徒里面都有怀疑的人
可是他们继续地留在教会里面，然后成为多人的祝福。

所你刚所所所所最弟弟弟弟：不如在你刚最群体当当所你刚所所所所最弟弟弟弟：不如在你刚最群体当当

有怀疑的人，你容许他们怀疑，因为主容许他们怀疑，

让他们在怀疑当中一步一步、一路一路地能够明白，他们在怀疑 中 步 步、 路 路 能够明 ，

能够经历、能够看见…

马马马马廿廿最 在这个山上最最最最最最看，好好里是是最，

不是表里所上最 在耶上 一刚上上不看不是表里所上最 – 在耶上，最一刚上上不看，

景观、视觉那么地宽大，然后耶稣带着能力、差遣门徒，

这当然是这个场景的一部分这当然是这个场景的一部分

也好同样重要的，很好好耶耶在马太福音里里

每一个山的场景，刚里都上刚刚重新地来看一下 –每 个山的场景 刚里都上刚刚重新地来看 下
 谁是真正的主宰、调节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方向

 能够实践耶稣所嘱咐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怀疑、不信能够实践耶稣所嘱咐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怀疑、不信

刚你这好福音之所你马马最不指，

不是我们做得多好，才能够传福音，不是我们做得多好，才能够传福音，

不是我们做得多好，才能配得主的差遣，

在刚最最福音书最最，刚里怀疑的人在。在刚 最 最最 刚里怀疑 人在

所你所所最观观观观，

让我们从山出发，忠心地跟随主，让我们从山出发，忠心地跟随主，
等候、拥抱怀疑的弟兄姐妹。孙宝玲 博士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你一直过去的时间带领我们思考马太福音，

我们得以进 步地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得以进一步地明白你自己的心意。

所以来到最后的一天、最后的学习，
话 心我们祈求主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使得我们生命有改变，
使得我们能够从怀疑转为相信使得我们能够从怀疑转为相信，

从疑惑变成跟从。
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

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