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選擇                3/12/06 

The Best Choice 
本周經文:    
 
路加福音 10:38-42 
38. 他們走路的時候，耶穌進了一個村莊。有一個女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裏。 
39. 她有一個妹子，名叫馬利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 
40. 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忙亂，就近前來，說：“主啊，我的妹子留下我一個人，你不

在意嗎？請吩咐她來幫助我。＂ 
41. 耶穌回答說：“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42. 但是不可少的只有一件；馬利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不能奪去的。＂ 
 
約翰福音 12:1-3, 7-8  

1.節前 6 日, 耶穌來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拉撒路從死裏復活之處.  

2.給耶穌預備宴席; 馬大伺候, 拉撒路也在那同坐席的人中.  
3.馬利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哪噠香膏, 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 屋裏就滿了膏

的香氣. 
7. 耶穌說, “由她去吧, 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留的. 

8.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只是你們不常有我.” 
 
馬可福音 14:9 
普天之下, 無論在什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說這女人所作的, 以為紀念. 
 
本周箴言:   馬太福音 22:37-38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戒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感謝讚美主，謝謝李牧師和弟兄姐妹給我的信任和鼓勵.謝謝弟兄姐妹為我的代禱. 讓我們

一起做一個禱告.  “慈愛的天父主我們謝謝你. 謝謝主的慈愛憐憫和恩典. 求主的靈於我

們同在.  讓我們口中的言語和心中的意念, 都能蒙你的悅納. 我們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名

求, 阿們!” 
 
引言: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最好的選擇”!   
 
本周經文描述的這個馬大和馬利亞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 我以前看到這個故事, 心中常

常為馬大感到不公平! 她做了很多事, 並沒有得到好評; 可馬利亞只是坐在那兒, 卻被表揚.   
這好像是不公平!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思考這個問題: “為什麼主耶穌要讚揚馬利亞?”  我們先看看馬大和馬利

亞的不同的選擇, 再看看主耶穌為什麼如此讚揚馬利亞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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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 

 

一． 馬大的選擇 

 

首先, 我們看看馬大的選擇.馬大很愛主,很熱心，她做了很多事.路加福音 10:38, 40 講:“他

們走路的時候，耶穌進了一個村莊。有一個女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裏。…馬大伺

候的事多” 約翰福音 12:2 說:“有人在那裏給耶穌預備宴席; 馬大伺候,”從這些經節我

們可以看到, 馬大不僅在主耶穌到她的家時她伺候的事多. 就是在主耶穌到別人家裏參加

宴席時, 馬大也是忙著伺候. 參與事奉得多，這樣好不好？ 當然很好！作為主的門徒，為

主做事是福分,也是應該的！ 
 
馬大的問題是她忙著做事到了一個地步，心裏忙亂，沒有了為主做事而應有的平安和喜樂。

這就有了問題.其實這也是我們基督徒今天常常會遇到的問題。作為基督徒，特別是剛剛信

主的弟兄姐妹，願意參與事奉，願意參與團契和教會的工作，這是件好事。是應該肯定和

鼓勵的。可是有時我們僅憑著一時的熱情，參與了各方面的事工。再加上我們生活中其他

方面的責任。不管是在學校,還是在工作崗位,还是在家中,都有做不完的事情。我們每天只

有 24 小時。我們的體力和精力也都是有限的。如果只是憑自己的熱情和血氣來做事，也許

就會落入馬大那種“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的境況。 

 

其實不僅新基督徒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信主多年的基督徒同樣有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主在

約翰福音 15:5 告訴我們：“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

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離了我, 你們就不能做什麼.” 保羅在腓立比書四章十三節說：  “我靠

著那加給我力量的, 凡事都能作.”  我們只有像保羅那樣靠著主, 才能越事奉越甘甜. 否則

不管我們信主多久, 如果我們沒有依靠主, 只靠自己的能力,努力, 和经验,那麼辦公室的

工作和家中的責任,再加上教會的工作,就可能把我們累的精疲力竭. 我自己以前就有這方

面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在身心都很疲憊時，心中不高興時，容易有抱怨,就像馬大在主面前抱怨她妹

妹一樣.結果在教會團契中,同工之間的關係就可能出問題. 就是在家中,也會影響到彼此

的和諧,因為人在很疲憊時容易發脾氣。當然最重要的，會影響和主的那份親密關係！這才

是問題的關鍵！這才是主耶穌要提醒馬大和我們的地方！ 

  

為什麼馬大和我們自己有時會有這些問題呢？原因也許有多種. 其中一種是因為沒有擺正

“為主做事＂和“與主同在＂的關係。甚至“為主做事＂超過了“與主同在＂，影響了與

主的關係。這就像我們在家對孩子的教育。很多時侯，我們作為家長的要求孩子把他們的

房間收拾得乾淨整齊，養成一個好習慣。可是我们在美国长大的許孩子的房間裏常常是亂

糟糟的, 衣服和書滿地都是. 家長的要求好不好，當然很好。可是孩子認為這不是一件大

不了的事。說多了他們就不高興。可是這件事不是說一次就完了的事。是每天要面對的事。

如果因此就每天為此和孩子針鋒相對,和孩子的關係搞得很僵,家長生氣，孩子反叛。那孩

子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不可能願意來和家長商量。他們會認為家長不信任他們，是中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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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隔阂，是家長不愛他們。這樣就是本末倒置了。所以馮志梅姐妹建議我們在打掃房間

這種事上要常常提醒孩子們,但不要過於堅持,一定要他們怎樣怎樣. 同樣的，為主做事是

好事，可是如果因此影響了和主的關係，就是本末倒置了。所以明哥常常講, “關係比做

事更重要”.也就是說,與主的關係比為主做事更重要. 其实上帝在旧约里就告诉以色列人

这个道理. 撒母耳记上 15:22 这样讲: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

呢? 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 從馬大的教訓中我們可以看到, 忽視了與主的親密關係工作就沒有果效! 

  

 

二．馬利亞的選擇 

 
我們現在再看看馬利亞的選擇.聖經在路加福音 10:39 這樣說:  “她有一個妹子，名叫馬利

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 馬利亞和馬大的選擇是如此的不同。她把握住那難得的機

會，安靜下來，坐在主的腳前，聽主講道。這是何等寶貴的選擇，何等的有智慧！忙忙碌

碌，心神不定，是不可能真正聽到主的聲音，也聽不懂主的教誨的。 
 

其實, 不僅與主的關係是如此, 與人的關係也是如此.如果我們不安靜,不專心, 配偶和孩

子給我們講話時也同樣會聽而不聞!  有一次我去電影院接女兒 Rebecca. 回來的路上, 她

很高興地告訴我一些事情. 我當時已經很累了,一邊開車, 一邊還在想其他的事情. 

Rebecca 告訴我 “今天有十幾個同學一起去看電影. 要坐好幾部車子.”也就該我出錯. 

她剛講完, 我腦子也想到這個問題. 我問她 “Rebecca,你們幾個人去看電影; 怎麼去

的?”結果女兒大叫起來, “爸爸, 我剛剛告訴你;你跟本沒有用心聽我講話!”   

 

在馬利亞那時需要安靜下來, 與主親近.今天更是這樣.生活在 21 世紀的今天，一切都在高

速運轉，各種寬帶網路，電子郵件,日新月異的手機，手機短訊, 高速公路，超速飛機，把

人們的生活節奏提高得很快。有一次我在國內看到一位先生身上有兩個手機，兩個呼機。

真不知道為什麼。我們每天從早忙到晚，有沒有花時間安靜下來? 有沒有花時間與主親近？

如果我們沒有花時間安靜下來與主親近，又怎能聽到那聖靈在我們心中的微小的聲音呢？

又怎能知道上帝的旨意呢？又怎能從上帝的角度來作決定呢? 

 

主耶穌自己給我們一個好榜樣.主耶穌在傳道醫病趕鬼的忙碌的生活中，常常一個人安靜下

來，與天父親近，禱告．上個禮拜牧師講道時提到這節經文.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節告訴我

們: ＂次日早晨，天未亮的時候，耶穌起來，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裏禱告.＂另外大家都

知道李牧師的工作是非常忙的。 講道，輔導，探訪，開會。不管是婚喪娶嫁，還是生老病

死，牧師都要親自光顧。就是夫妻半夜吵架，也要找牧師。這樣繁重的工作, 他怎能做了

20多年,依然是充滿了喜樂和力量呢? 牧師告訴我們他常常在早晨有安靜的時間靈修,有時

還抽空到山上去, 安靜下來,讀經禱告，與主親近，靠主得力。李牧師實在是為我們樹立了

一個好榜樣。我知道我們教會許多弟兄姐妹都有靈修的好習慣，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都

能有這樣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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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馬利亞是不是就不做事情呢？當然不是！她不僅做了，還做了最好的!  做了最得主所喜

悅的事！她把最好的給了主。四福音書中有三本書談到了以下這個故事. 約翰福音第 12 章

3 節講: “馬利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 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 屋

裏就滿了膏的香氣.”從聖經別處我們知道, 香膏是放在很珍貴的玉瓶中. 馬利亞打破了

這個玉瓶來膏耶穌, 這是她最珍貴的東西, 她把這香膏用在耶穌的身上. 她很樂意地把最

好的獻給了主耶穌,因為她和主耶穌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是屬靈的關係。 

 
主耶穌在馬可福音 14:9 對他的門徒們講: “普天之下, 無論在什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說

這女人所作的, 以為紀念.” 主耶穌對馬利亞的香膏的奉獻給了很高的評價. 主耶穌很少這

樣表揚人. 主耶穌為什麼這樣稱讚馬利亞? 因為主希望所有門徒,包括我們每一個人,都象

馬利亞那樣. 不僅認識主,更與主有個親密的關係,知道主的心意,把最好的奉獻給主. 這

就象我們在家中.結婚多年以後,有了深刻的瞭解和關係.有時碰到一些事情, 不需要講出

來, 就知道對方想什麼. 這就是我們常說的＂心領神會＂. 我們在事奉中,與主有了這個

親密的關係,就能知道什麼是主要我們做的,就能獻上我們最好的.  

 

也許有人會問: “會不會大家都只去與主親近, 而不願事奉? 那教會的事誰來做呢?” 其

實這是不可能的!  如果我們真的與主耶穌有了親密的關係, 就巴不得去多做討主喜悅的

事. 正如我們談戀愛追女朋友時候, 巴不得去多為對方做事.怎會躲開不願為對方做事呢? 

所以我們要花時間, 常常來到主的面前, 與主親近, 與主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靠着圣灵的

帮助, 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和耳多.因為只有這樣, 才能看到主的荣美和恩典,听到主的话,

知道主的心意, 做討主喜悅的事.這是馬利亞的選擇, 也應該是我們的選擇. 李牧師上個

月在一次講道中這樣講:  “事奉不一定愛主, 愛主一定會事奉.”就是這個道理. 
 

• 從馬利亞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與主有了親密關係事奉就能合主心意! 
 
 
 

三. 最好的選擇 
 
主耶穌在路加福音 10:42 稱讚馬利亞的選擇為  “但是不可少的只有一件；馬利亞已經選擇

那上好的福分，是不能奪去的。＂ 為什麼? 
 
在我們物質生活中, 什麼是那“不可少的一件”? 是空氣! 沒有食物人可活至少一周; 沒有

水人可堅持幾天; 可沒有空氣人只能活幾分鐘! 主在這裏講馬力亞的選擇為  “不可少的一

件” , 可見其重要! 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 馬利亞選擇的與主的親密關係就是那“不可少的

一件”!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和三十八節說: “你要盡心,盡
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戒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耶穌在馬太福音六章三十三節

又說: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了.”  盡心,盡性,盡意地愛主, 
和主有一個親密的關係,遵照他的話去做,上帝就會祝福給我們, 這是上帝的應許! 我們從

舊約以色列人的歷史中一再看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 我們許多弟兄姐妹也都深有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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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馬利亞的選擇是上好的福分呢? 我們都承認自己是有限的, 是軟弱的. 只有和主有

一個親密的關係,我們才能靠著主, 靠著聖靈的引導,戰勝罪惡, 渡過難關,有真正的平安

和喜樂,有永遠的盼望和永遠有盼望! 這是何等的福分! 還能有比這更好的福分嗎?! 
 
我們所有的一切, 有哪些是  “不能奪去的”?  是家人, 是朋友, 是工作, 是財產, 是健康? 
都不是!  家人朋友再好,  “人生沒有不散的宴席”, 遲早都會離開我們.  工作是會常常有

變動. 財產在人們離開世界時是一分錢也帶不走的.  大家都注意健康, 可不知何時健康就

會失去. 我的一位好朋友得了腦出血, 已經失去所有記憶, 不再認識家人和朋友, 處於半植

物人狀態. 目前全世界都關注的禽流感, 已經從亞洲傳到了中東歐洲和非洲．前幾天夏威夷

衛生部的官員講，禽流感傳到夏威夷只是早晚之說．目前只有近百人死於禽流感. 一旦這

病毒突變成可以人傳人, 那死亡的人數將不止幾千萬! 什麼才是最寶貴的? 什麼才是  “不

能奪去的”? 就是馬利亞所選擇的與主的親密關係!  
 
有人說人生就象魔術師在同時玩得五個球: 工作, 家庭, 健康, 朋友, 和信仰. 這五個球只

有工作是橡皮做的, 掉下來還能彈起來.  別的都是玻璃做的, 掉下就摔碎了. 我想這幾個

玻璃球中, 信仰又是最為重要的. 我們只要真正有了與主的親密關係, 與家人和朋友的關

係也就有了保障. 遵照主的話去行, 一定對健康有幫助; 身心相連; 心裏有了平安喜樂, 身

體也會更健康.  萬一這些出了問題, 靠著主也能渡過難關. 所以, 與主的親密關係是內在

的, 不是表面的, 是在內心的, 不是外表的, 是任何人也“不能奪去的”! 是最重要的! 
 
最後和大家一起看一個我們身邊的例子.  蔡正文弟兄大家都很熟悉.  幾年以前, 他帶領

我們弟兄的一個禱告小組. 他在主面前的渴募, 對主的敞開,給我深刻的印象. 他告訴我

們, 他可以很容易的和主在一起親近, 禱告一個多小時.從那時起, 我知道他是何等地追

求和主的親密關係. 前年, 他花時間仔細研讀聖經, 每個星期都和李牧師一起花一個多小

時來查經, 討論, 把聖經從頭到尾仔細通讀一遍.  正文在教會參加很多事奉, 從帶領西區

查經小組, 帶領弟兄的禱告小組，到參加詩班, 領詩, 關懷弟兄姐妹, 維修教堂, 執事會,

他實在是為我們教會, 為我們的弟兄姐妹,更為我們的主, 付出了很多. 正是因為他和主

的親密關係,靠這聖靈的帶領, 他決定把他最好的獻給主. 大家知道, 正文今年初已經放

下他的工作,和太太麗靜回臺灣讀神學院, 準備以後全時間事奉主.正文弟兄這種選擇, 這

種追求, 這種和主的親密關係, 實在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 從主耶穌對馬利亞的稱讚中, 我們可以看到看重與主的親密關係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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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各位弟兄姐妹, 馬大和馬利亞這兩姐妹都愛主.  可她們的選擇不同. 馬大是忙於做事, 忽

略了與主的關係.  馬利亞選擇了那上好的福分, 與主有個親密的關係, 得到主的讚揚.   
 

• 從馬大的教訓中我們看到,忽視了與主的親密關係,工作就沒有果效! 

• 從馬利亞的經驗中我們看到,與主有了親密關係, 事奉就能合主心意! 
• 從主耶穌對馬利亞的稱讚中我們看到,看重與主的親密關係是最好的選擇!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不要陷入馬大的困境. 讓我們象馬利亞那樣, 花時間來到主的跟前, 
安靜下來, 與主親近, 與主有個親密的個人的關係, 選擇那不可少的一件, 選擇那不能奪去

的上好的福分! 把我們最好的獻給主! 原上帝祝福你和你的家庭! 
 
感謝讚美主! 
 
 
 
讓我們同心禱告: “慈愛的天父, 主耶穌, 求你的靈幫助我們,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和主有一

個親密的關係; 讓我們能更愛主, 更信主, 更象主. 讓我們所作的一切, 都能夠榮神益人.  
主你幫助我們. 我們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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