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约中的女士 们(新约中的马利亚们) 
 
Mary (雅阁母亲) 
Mary of Clopas (革罗吧) 
Mary of Bethany (伯大尼) 
Mary Magdalene (抹大拉) 
Mary (耶稣母亲) 
 



马利亚,雅阁母亲:  
 
路加福音 24:10 
 
24:1 
-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
着所豫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 
24:7 
-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
架上，第三日复活。 
24:9 
-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
个使徒和其馀的人。 
24:10 
-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和

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马利亚，还有与他们
在一处的妇女。 



马利亚, 革罗吧:  
 
约翰福音 19:25 
 
19:25  
-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

与他母亲的姊妹，并革罗吧的妻子
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  
19:26  
-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

在旁边，就对他说，母亲，（原文
作妇人）看你的儿子。  
19:27  
-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马利亚, 伯大尼 
 
路加福音 10:38-42 
 
10:38  
-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

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
到自己家里。  
10:39  
- 他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亚，在耶
稣脚前坐着听他得道。  
10:40  
- 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

进前来说，主阿，我的妹子留下我
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麽。请吩咐
他来帮助我。  
10:41  
- 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
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10:42  
-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

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
去的。 



马利亚, 伯大尼 
 
约翰福音 11:1-5 
 
11:1  
-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就是马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  
11:2  
- 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
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11:3  
- 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阿，你所
爱的人病了。  
11:4  
-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
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11:5  
-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约翰福音 12:1-8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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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豫备筵席。 
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 
坐席的人中。  
12:3  
- 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 
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 
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12:4  
-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12:5  
- 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12:6  
-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曩，常取其中所存的。  
12:7  
- 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12:8  
-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抹香油 
 
马太福音26:13 
 
26:7  
-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 
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 
他的头上。  
26:8  
-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 
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26:9  
-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  
26:10  
-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26:11  
- 因为常有穷人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26:12  
- 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作的。  
 
拉萨路来自一个富有家族 
香油价值：一年的收入 



抹大拉的马利亚 
 
路加福音 8:1-2 
 
8:1  
- 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

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
去的有十二个门徒，  
8:2  
- 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

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
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个鬼
从他身上赶出来。 



抹大拉的马利亚 
 
约翰福音 19:25 
 
19:25  
-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

的，有他母亲，与他母
亲的姊妹，并革罗吧的
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
的马利亚。 



抹大拉的马利亚 
 
马太福音 27:61 
 
27:61  
- 有抹大拉的马

利亚，和那个马
利亚在那里，对
着坟墓坐着。 



抹大拉的马利亚 
 
马可福音 16:9 
 
16:9  
-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

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
马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
曾赶出七个鬼。  



抹大拉马利亚的重要地位 



耶稣母亲马利亚 



天使告诉马利亚好消息 



马利亚在耶稣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十二岁   变水为酒 



马利亚在十字架旁 



马利亚在使徒行传中 
1:14  
-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
合意的恒切祷告。 
 
1:26  
-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

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
十一个使徒同列。  



马利亚的结局 
19:25  
-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革罗
吧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  
19:26  
-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说，母亲，
看你的儿子。  
19:27  
-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 
自己家里去了。  
 
约翰福音 



马利亚在天主教中的地位 



天主教(东正教，英国圣公会，路德)： 
 
耶稣母亲  
上帝母亲（神的母亲） 
 
 



马利亚在天主教中的地位 
 
不是神 
是圣者，超越十二门徒 
 
不礼拜(worship)马利亚 
但崇敬(venerate)马利亚 



 
 
東正教認為瑪利亞是上帝/天主特
别選为诞生耶稣的人。她本身也
是凡人，受亞當的原罪（就是死
亡）的傳染；但是她從小就已經
完全順從上帝，依靠上帝的恩典
脫離罪惡。正教會認為她就是人
類回答上帝之”是”，來彌補和
解放人類脫離夏娃之”非”及叛
逆。正教會稱聖母瑪利亞為
"Theotokos"，就是誕生上帝（耶
穌）者；也譯成「誕神者」，
「誕神女」，「天主之母」。  
 



 
 
天主教認為玛利亚是天主
特别为诞生耶稣而派到人
间的，所以她是无罪之身，
不同于其他凡人，天主教
也因此认为她升天後成为
中保圣人，可以代人祈求
赦罪。神學家盧德維格·奧
脫（Ludwig Ott）认为玛利
亚是人類服從的代表，和
夏娃是剛好相反的象徵。 
 



東正教与天主教观点 
 
天主教的官方文献显示：“瑪利亞要是符合兩個條件，
就實在是‘天主之母’了。首先，她確實是耶穌的母親；
其次，耶穌確實是天主。”聖經説瑪利亞確實是耶穌的
母親，但是聖經寫成以後很久，到公元4世紀，教會確
認“三位一體”為信條，这时耶穌承认为天主。公元5
世纪时，在以弗所公會議上，聶斯脫里派受到批判，其
主要學者君士坦丁堡主教聶斯脫里主張耶穌的兩性區分，
而瑪利亞只是「基督之母」，認定「天主之母」的稱謂
等同是付予瑪利亞神性。而亞歷山大主教區利羅主張耶
穌的兩性合一，其神性滲透人性，而瑪利亞生了整個基
督，認定瑪利亞被稱為「天主之母」是合理而且不能避
免。結果，聶斯脫里派被宣判為異端並受到壓制。隨後
在迦克墩公會議上，得出的結論整合了兩派神學的觀點。
1994年11月11日，天主教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東方亞
述教會大公牧首瑪·丁克哈四世簽署了《共同聲明》，支
持兩項東方亞述教會慣用的稱呼，「基督之母」或是
「我們上帝救主基督之母」 



新教观点 
 
新教教会基本上只認可玛利亚為耶穌在
地上時的生母，这种观点自以弗所公会
议时已经遭到亞歷山大宗主教區利羅的
强烈反对。不過新教的看法相近于東方
亞述教會所支持的君士坦丁堡牧首聶斯
脫里的論述。新教教會几乎并不接受天
主教关于玛利亚无罪之身可以作为中保
的說法，并而连带否认她具有无罪之身。
然而新教信徒认为她具有虔誠的美德，
受到上帝特別的喜愛，稱讚她是“蒙大
恩的女子”，可以与上帝同在，是“大
有福氣的”（路加福音 1:28,42; 11:27），
也接受其“有福的童贞女馬利亚”这一
称号。有些教會稱她為“聖馬利亚”，
亦視她是一位聖徒，但不會稱她為聖母。 



新教观点 
 
“敬礼”而非“崇拜” 
 
「敬礼」耶穌的母親馬利亞約出現於四世紀的時候，可
能是因為異教文化進入教會，對多神的崇拜及超自然能
力的追求進入了教會。[來源請求]在這樣的風氣之下，
一般人認為聖人的遺物可以助人病得痊癒、可以趕鬼驅
魔、可以偵察案情、免除災難等。但這並非正式的教理。
起初被教會視為最高尚的童貞女，然而在第四世紀之前，
已出現一個信條：即是馬利亞生基督後仍終身為童女之
說。奧古斯丁並未將她列為罪人。安波羅修則視她為第
二夏娃。 
 
部分新教基督徒和部分非基督徒认为天主教仪式对玛利
亚表达了一种「崇拜」的态度。由于天主教和新教都认
为，「崇拜」这个词只可用于對上帝敬拜，所以也有天
主教徒认为，少数新教徒認為天主教崇拜圣母是对天主
教信仰的攻击。传统上，天主教会反对使用“崇拜”这
个词来描述對圣母的態度，他们使用「恭敬」或「敬礼」
这两个词。 



東正教与天主教观点 歷史 
 
    * 1世紀時，玛利亚的地位已受到特別的重视，他们認為的证据是約
翰福音/若望福音19:26-27，耶穌將自己的母親托付給使徒約翰/聖若望，
天主教會认为他代表了全體信徒。當時並沒有文獻或證據顯示早期基
督徒向玛利亚禱告，但瑪利亞在教會成立之初已和門徒一起禱告（使
徒行傳/宗徒大事錄1:14）。 
    * 在431年，以弗所公會議時，會議決定將玛利亚確定為「天主之
母」。自此之後，围绕着圣母玛利亚的各种敬礼（天主教反对向任何
天主之外的宗教人物使用「崇拜」一词）仪式成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
重要教条。 
    * 在公元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會議認定馬利亞是“終身童
貞”；這意味到她與約瑟的婚姻只是掛名的，他們從未發生過性關係
或生下任何兒女。 
    * 1495年，敬禮玛利亚的玫瑰经祈禱获得教宗历山六世的承认，对玛
利亚的敬禮仪式和活动达到一个高潮。但在宗教改革時，現今大部分
部分基督新教並不認可此信條為新教教義，大部分新教教会反对「中
保圣人」的观念，然而馬丁路德和慈運禮等改革者依然保留＂天主之
母＂和＂終身童貞＂的信條。 
    * 在1854年，教宗庇護九世承認馬利亞由聖靈懷孕。這個信條認為馬
利亞沒有從亞當承受到任何罪；事實上，她是不可能犯罪的。 
    * 在1950年，教宗庇護十二世接受信條，認同馬利亞在結束地上的一
生之後身體被接到天上去。自1950年以來，梵帝岡甚至考慮馬利亞是
否曾經歷過死亡。 



神的母亲 

 
童贞女生耶稣 
 

 
死后身体升天 
 

              一生无罪 
 
 

 
永久童贞女 

天主教有关耶稣母亲马利亚的五条信经 



Franz Schubert: Ave Maria (1835) 

http://www.filestube.com/5211f5453ae1d92e03e9,g/03-Franz-Schubert-
Ave-Maria-Instrumental.html 
 

Ave Maria: Hail Mary: 祈祷圣母玛利亚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z_Schubert
http://www.filestube.com/5211f5453ae1d92e03e9,g/03-Franz-Schubert-Ave-Maria-Instrument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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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hail+mary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hail+mary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hail+mary


考试 

1. 伯大尼马利亚的姐姐是谁？ 
2. 伯大尼马利亚的兄弟是谁？ 
3. 伯大尼马利亚抹的香油值多少钱？ 
4. 抹大拉马利亚是在怎样情况下首次见到耶稣？ 
5. 抹大拉马利亚见证了哪三个重要的事件？ 
6. 耶稣母亲马利亚晚年跟谁在一起生活？ 
7. 有关天主教耶稣母亲马利亚的五条信经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