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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哭了 (四) - 多⾺的不敬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8 分鐘

經⽂ 
約翰福⾳第⼗⼀章

以系統運思各節經⽂
我定約翰福⾳第⼗⼀章的中⼼主題是「耶穌哭了」, 然到現在第四講還是未觸及到這節經⽂, 
因為我們必須以第⼗⼀章整章作為鋪墊, 才能明⽩耶穌為何⽽哭。耶穌沒有因為萬⼈離他⽽
去, 最後只剩下⼗⼆個⾨徒⽽哭(參約翰福⾳第六章), 也沒有在⼗字架上時因被釘⽽哭, 然當耶
穌在受難週前⼀週看到⾨徒和周圍的⼈對他的認信之後, 卻哭了。這第⼗⼀章不僅記耶穌哭
了, 亦記耶穌⾃⼰說「他...歡喜」, 這種⾼強度的情緒表現使得這章聖經有著別於其他聖經章的
獨特璀燦⾊彩。

我們慢步細敲, 慢嚼細嚥約翰福⾳第⼗⼀章, 沒有以⼀個主⽇時間就匆匆結束, 這緩慎的步伐使
我們看到這章各部份所記均為耶穌的歡喜和他的哭作註腳。事實上, 這兩種不同情感所要表達
的意義本質是⼀樣的, 就是耶穌是使⼈復活的主, ⼜是使⼈何時復活的主。耶穌歡喜, 因為他將
向⾨徒顯明這真理, ⽽耶穌哭乃因⾨徒對此真理的無知。這意義連續耶穌在第⼗章講的話, 如
「我與⽗原為⼀」,「沒有⼈奪我的命去, 是我⾃⼰捨的, 我有權柄捨了, 也有權柄取回來, 這是
我從我⽗所受的命令。」(參第30與18節) 聖靈⽤了⼀整章來⾒證耶穌這復活權能, 可⾒這是基
督徒對基督甚難建立起的信仰, 然凡被建立者均尊敬⼦, 如同尊敬⽗⼀樣。華⼈基督徒被「信
耶穌, 得永⽣」標語式的信仰害得相當慘, 許多基督徒因此不認為這樣的屬靈的智慧悟性是必
要且必須的。我們盡⼼, 盡⼒, 盡意的查究聖經, 不輕易放過任何⼀節經⽂, 為的是使我們對基
督的認信有根有基。

我已經告訴各位我的思路為何, 因這思路⽽⽣的解釋與網上可搜得的解釋完全不同, 故請⼤家
必須好好想⼀想在此所聽的。我籌思這章各節經⽂後遂建構⼀個系統, 就在這系統運思下來理
解經⽂所述當時的情況, 使每節經⽂都能恰入這系統中, 解釋合理⽽有信息。網上可尋得的解
釋皆是個別處理各段落, 讀畢後難使我們更認識主基督, 亦不能暴露出我們在主⾯前的實況。
我們的解釋通⽤於所有基督徒, 無論是年老的, 或是少年⼈, 都當將⾃⼰擺明在主基督的⾯前, 
不要拐彎抹⾓, 不要主僕不分。

在此順便提⼀事, 我讀完網上對第⼗⼀章的解釋之後得到⼀個結論, 就是今⽇牧師講道若不將
經⽂靈意化就不知該如何解釋之; 以靈意解經, 但卻無法⾒證基督, 無法使聽者更認識耶穌, 那
解釋必有誤。許多⼈不在乎此事, 長年下來已衍⽣不良後遺症, 就是基督徒成為了⼀群怪異的
⼈類, ⼝中滿滿的屬靈字眼, 但給⼈的印象就是精神狀態不正常, 這就是沒有⾒證基督之靈意化
解經所結出的荊棘。靈意解經最⽅便了, 可以不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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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回顧: 第14,15節
上週講到耶穌說的,「拉撒路死了, 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 這是為你們的緣故, 好叫你們相信, 如
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裏去罷。」我們不以第三⽅的⾓度, ⽽以敬聽的態度來領受耶穌這句話, 當
我們這麼做的時候, ⼼卻感到相當不安穩, 因耶穌居然說這拉撒路的死與⾨徒(和我們)有關。我
們不解的是, 死本是個⼈的事, 怎會與⾨徒(和我們)有關? ⼈⼀碰到死的事必挑起他最敏感的神
經, 各⽅⾯反應皆是極致的, 且脆弱的, 死可以給予⼈信仰重重的⼀擊。

普世共理是, ⼀⼈若對另⼀⼈的死有份, 那⼈必須懲以最⾼刑罰, 主動者處以極刑, 被動幫凶者
亦不得免責。耶穌這句話明顯指出他可以使拉撒路不死, 但他還是依循拉撒路因病致死的⾃然
規律, 不去介入他的必死, ⽽耶穌明說他這麼做的⽬的就是為了⾨徒的緣故, 好叫他們相信。⾨
徒(包括我們)那願為拉撒路的死負上⼀點責任? 請注意, 耶穌這話是說在拉撒路未復活之前, 所
以, ⾨徒當時不會想到拉撒路的復活是因為他們的緣故, 反⽽認為他的死是為他們的緣故。

不認識耶穌的⼈
不認識耶穌的⼈看這時的耶穌是個冷⾎⼈物, 可為⽽不為, 無憐憫之⼼。醫⽣不醫病, 他將沒有
病⼈可醫; 耶穌可醫病卻不醫之, 上述這些⼈必不肯信他。耶穌這句話誠然已經挑起⼈對他的
認信, 那些說耶穌是最偉⼤醫⽣的⼈, 在這句話之下則完全瓦解, 不再那麼肯定, 那些只願得上
帝脂油恩典的⼈, 在這句話之下則快步逃離。平常不習慣思想主話的基督徒就是這樣的反應, 
無法理解耶穌在這裏不醫的⽬的何在。

認識耶穌的⼈
相反地, 認識耶穌的⼈必信他, 以及信他所說的話, 因⽽必靜思耶穌在此表⾯上看起來不合理的
作為, 想著為何主可醫卻不醫。這讓我們想到亞伯拉罕。請問各位, 上帝要亞伯拉罕獻以撒給
他, 表⾯上看起來是不是不合理? 當然是, 因為上帝應許亞伯拉罕, 他本⾝所⽣的後嗣將有如天
上眾星般的眾多後裔(參創15:4,5), 但上帝卻對他說:「你帶著你的兒⼦, 就是你獨⽣的兒⼦, 你
所愛的以撒, 往摩利亞地去, 在我所要指⽰你的⼭上, 把他獻為燔祭」(創22:2), 這等⽭盾的事, 
誰能領受呢? 亞伯拉罕信上帝, 且堅信上帝不違背⾃⼰, 因⽽認定上帝說的這兩句話都是真的。
亞伯拉罕對上帝的信使他知道只有⼀種可能, 就是以撒雖被他獻了, 他死後必復活。如此⼀來, 
亞伯拉罕既滿⾜上帝要他獻以撒的命令, 也必從這復活的以撒得眾星般的後裔。創世記15:6節
說:「亞伯蘭信耶和華, 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亞伯拉罕的信帶有復活的意識。

亞伯拉罕獻以撒
在此順便問各位, 亞伯拉罕獻以撒之際, 誰在天上呼叫他不可在這童⼦⾝上下⼿? ⽗上帝, 聖靈, 
還是主基督? 聖經寫說是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那, 這耶和華的使者是那⼀位?  
沒有⼈知之, 直到耶穌對猶太⼈說:「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 既看⾒了
就快樂」之後(約8:56), 我們才知道這耶和華的使者就是尚未道成⾁⾝的耶穌基督。亞伯拉罕
歡歡喜喜的仰望基督, 其中帶有復活的意識, 屬主的基督徒歡歡喜喜的仰望基督, 亦必帶有復活
的意識。我再強調⼀次, 死挑動⼈最敏感的神經, 我們基督徒的死觀必帶有復活的意識。

亞伯拉罕有復活的意識乃是藉著獻以撒的⾏動表現出來, 我們基督徒有復活的意識也應當藉著
⾏為表現出來。耶穌責備猶太⼈, 他們說⾃⼰是亞伯拉罕的⼦孫, 但他們卻想要殺耶穌, 因為他
們⼼裏容不下他的道(約8:37)。猶太⼈是我們的鏡⼦, 我們⼼裏若容不下基督的道, 不傳他的死
⽽復活, 我們這⾏為就是擺明殺耶穌。我們必須意識到⼀個事實就是, 要明⽩耶穌所為就必須
深究之⽅得。然, 今⽇世界之神促推世⼈以直覺判事, 絕多數基督徒亦受此影響, 當聽到不愛聽
的道, 即便那道⾒證基督, 也是遠離不近。基督說「被召的⼈多, 選上的⼈少」, 後者說的就是
這樣的基督徒(參太20:16;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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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可醫⽽不醫的原因
耶穌可醫⽽不醫的原因乃是, 這是使⾨徒看到上帝的榮耀, 以及全然相信他的必要過程。耶穌
提到上帝的榮耀, 他⾃⼰(的榮耀), 拉撒路的死, 以及⾨徒等, 我們必須將之圈在⼀起, 便知拉撒
路的死是耶穌罪是從⼀⼈入了世界, 死⼜是從罪來的, 死就作了王, 那些不與亞當犯⼀樣罪過的, 
也在死的權下, 所以拉撒路病了, 後死了, 這是個必然。但現在, 耶穌參與了拉撒路的死, 這死本
⾝以及屍體本⾝兩者的臭氣頓時因基督就有了馨香之氣, 使⼈看到基督是使⼈復活的主, 且是
使⼈何時復活的主。我們基督徒的死觀必帶有復活的意識。

• 第16節 
⾨徒第三次反應: 多⾺說話
⾨徒聽到拉撒路死了, 多⾺就在這時突然開⼝說話,「我們也去和他同死罷!」這是⾨徒對耶穌
處理拉撒路⼀事的第三次反應。請注意, 這裏的他指的是拉撒路, ⽽不是耶穌。那些認為指的
是耶穌的⼈, 皆以為多⾺願意與耶穌同去猶太或伯⼤尼, ⼀起接受被丟⽯頭的羞辱。這樣的解
釋與上下⽂情境不符, 況且, 如果多⾺真要去和耶穌同死, 他應該向耶穌⾯對⾯的表明這偉⼤⼼
志, ⽽不是擺頭向同伴說這話。

多⾺不滿的語氣
約翰記多⾺這話不是直接對耶穌說的, ⽽是向那同作⾨徒的說的, 約翰聽了將之記下, 反應出其
他⾨徒亦有同樣的⼼聲。多⾺這話的語氣表現出⼀種不滿, 是種情緒壓抑多時爆出的不滿。多
⾺的不滿在於耶穌這時才把拉撒路⽣病的事放在⼼上, 現在⼈都死了, 才想去伯⼤尼, 有何⽤。
多⾺說這話的語態類似「我早告訴你(要去伯⼤尼), 你就是不聽」, 這樣的語氣是前輩對晚輩, 
老師對學⽣, 上級對下級的訓斥語; 多⾺只敢在耶穌說話時在下⾯竊竊私語。

多⾺話不聽全
我們必須留⼼多⾺的回應, 他實在是個莽撞的⼈, ⼀聽到“拉撒路死了”, 脾氣全上來, 完全不管耶
穌說的整句話, 這死是為他們的緣故, 好叫他們相信。聽上帝的話不願聽全, 豈不是今⽇基督徒
的⽑病? 傳講上帝的話不講全, 斷章取義, 豈不是今⽇牧師傳道習慣性的作為? 聽到逆耳的話, 
立即顯出不悅的反應, 豈不是今⽇基督徒的通病? 那些離開我們的基督徒就是如此。

當約翰稱基督為道時(約1:1), 基督的僕⼈就必須傳講完整的道, 使基督徒能領受完整的道。牧
師主⽇講道擇選經⽂段落為主題, 但若每週不同, 道不可能講得完整, 聽這道的⼈也不可聽得完
整。今⽇講道者沒有意識到整章講道的必要性, 不知這是蒙聖靈引導的真實證據。當我們說“我
信聖靈為主”, 這意思是聖靈以其所默⽰的聖經來引導屬基督的⼈, 若講道者若按其意念擇選某
段經⽂⽽講, ⽽不去注意上下⽂脈絡, 那是他在引導聖經, ⽽不是聖經在引導他。

講道者講道不僅造就他⼈, 也會造就⾃⼰, 因為他講的是⽣命之道, 是永恆的, 是有⽣命的。講
道者理應比其他⼈更認識道的本體-主耶穌基督, 然因他分割了完整的道, ⾃⼰走在⾃毀的道路
上。上帝說:「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的泉源, 為⾃⼰鑿出池⼦, 是破裂不能
存⽔的池⼦。」(耶2:13) 這不是危⾔聳聽, 因為不傳基督的傳道⼈所傳的道是⽀離破碎的。

多⾺這個⼈
約翰福⾳四次提到多⾺, 且提到說過的話(參約11:16; 14:5; 20:25, 28), 使徒寫到多⾺的時候, 常
指他亦叫低⼟⾺(約11:16; 20:24; 21:2), 低⼟⾺的意思是雙⼦, 多⾺有這別號不是因為他有個雙
胞胎的兄弟, ⽽是指他做事效率⾼, ⼀個⼈可以做兩個⼈的事。多⾺有此別號表⽰他未蒙召前
應該是個⼈物, 他或是⼀個意⾒領袖也說不定, 這可從他為拉撒路發聲看出端倪; 多⾺對怎樣的
事該怎樣處理是有⾃⼰的意⾒的, 現在, 他則不認同耶穌對拉撒路⼀事處理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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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熟悉彼得, 約翰, 猶⼤等使徒, 但對多⾺卻是極為陌⽣的, 然我們就是因為這陌⽣, 故可從另
⼀⾓度來看多⾺的說話。這什麼意思? 若比較彼得與多⾺, 我們喜看彼得之巍, 耳喜聽他說,
「主阿! 你有永⽣之道, 我們還歸從誰呢?」「你是基督, 是永⽣上帝的兒⼦」等語, 但卻因多⾺
之微, 不顧他所說的「我們也去和他同死罷」有何偉⼤之處。然, 不管多⾺是否⼈微, 他說的這
話畢竟記在聖經中, 聖靈因此藉多⾺這個⼈教導我們⼀些事。

⼈對耶穌⼀定有反應
多⾺抒發⾃⼰對耶穌所為的看法, ⼈對耶穌就不是⼀張⽩紙, 對耶穌做的事必有反應。這即告
訴我們兩件事: ⼀是, 我們不看耶穌則已, ⼀看必有反應, 因每個基督徒對耶穌⼀定有反應, 我們
就當留⼼這反應的正誤; 另⼀是, 我們不得看輕任何⼀個⼈, 因為每⼀個⼈都是重要的。

於前者, 當耶穌說「給我作⾒證的就是這經」時, 我們只要翻開聖經, 講道者⼀但開始解釋聖經, 
兩者就是回應坐寶座的主耶穌; 當耶穌⼜說「差我來的⽗也為我作過⾒證」時, 我們回應耶穌
的正誤等同於回應天⽗的正誤。當耶穌對某奉他名傳道的牧師明明的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 離開我去罷」, 表⽰這牧師回應耶穌是有誤的, 誤在錯認, 誤在不認。今⽇
錯認耶穌者雖承認耶穌, 但皆忽略耶穌的神性, 那些不認耶穌的⼈就是不傳耶穌。

於後者, 耶穌對不當處理⼩⼦的⼈之判語極為嚴厲。⾺太福⾳第⼆⼗五章第三段是分別綿⽺⼭
⽺的教訓, 對於那些不作在他弟兄中⼀個最⼩的⾝上的⼈, 不給喫, 不給喝, 主耶穌的判語是
「這些⼈往永刑裏去」(太25:46), 第⼆⼗五章就是以這話作為結束。耶穌不因對象⽽有講道層
次的差異, 傳道⼈就不可以“聽不懂”為由⽽降低講道層次。雅各書第⼆章論到教會對富⼈與窮
⼈不同對待之惡, 說「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你們若按外貌待⼈, 
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為犯法的。」(參雅2:1-9)

為什麼拉撒路受眾⼈的喜愛?
多⾺為拉撒路的事發聲, 這使我們對拉撒路這個⼈產⽣興趣, 探究為何他可博得耶穌和眾⾨徒
的喜愛。拉撒路可葬在有⽯頭堵住墓⼝的墳墓裏, 以及他的妹妹⾺利亞有真哪噠香膏, 所以, 拉
撒路是個富⼾。拉撒路的富勘比於少年官的富, 然⾨徒對這兩者的評價顯然不同。聖經未記拉
撒路對錢財的態度, 但明明地記少年官緊緊地守著他的財富, 不願變賣所有的分給窮⼈, 沒有憐
憫窮⼈的⼼(參太19:21)。約翰寫說「有好些猶太⼈來看⾺⼤和⾺利亞, 要為她們的兄弟安慰她
們」, 由此推論, 拉撒路應該是可以履⾏耶穌對少年官要求的⼈, 以致於他得眾⼈的喜愛。

錢財觀
⾔於此, 我們基督徒必須留⼼注意對錢財的態度。現在的教會牧師根本不敢在講台上教導有關
錢財的事, 深怕會眾以為他在要錢。如果耶穌沒有教導關於錢財的事, 使徒書信亦未論及錢財
⽅⾯的事, 講台可以不必講, 但事實並非如此。耶穌論錢財運⽤最深動的教訓, 莫過於他誇獎不
義的管家(參路加福⾳第⼗六章)。請問各位, 為什麼耶穌對不義的管家所為持正⾯的態度, 並誇
獎他作事聰明? 這不義的管家在何樣世事上表現的比光明之⼦更加聰明? 因為這不義的管家善
⽤他可掌握的⾦錢, 為他將來的⽣活儲備⾜夠的資源。耶穌說:「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也在
那裡。」(太6:21) 所以, 光明之⼦亦當善⽤⾃⼰可掌握的⾦錢,為⾃⼰積儹在天上的財寶。

如何積儹呢? 使徒約翰說:「凡有世上財物的, 看⾒弟兄窮乏, 卻塞住憐恤的⼼, 愛上帝的⼼怎能
存在他裏⾯呢?」(約⼀3:17) 使徒保羅說:「在道理上受教的, 當把⼀切需⽤的供給施教的⼈, 不
要⾃欺, 上帝是輕慢不得的, ⼈種的是甚麼, 收的也是甚麼。」(加6:6,7) 這兩句話正命中華⼈基
督徒與教會牧師的痛處與罩⾨。我最近看到⼀傳道⼈對於教會未付其全薪感到無奈, ⽽長執的
理由是不可⽋其他同⼯薪⽔, 但傳道⼈可以再等⼀等。會眾要傳道⼈靠信⼼⽽活, 這美其名的
話已然置使徒的教訓⽽不顧; 若牧師傳道是個低薪族, 他則不可能履⾏使徒約翰那幫助窮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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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的教訓。我也聽到有些教會在建堂籌款之際, 已有多棟房產的家庭推卸其責任, 或年輕的基
督徒以養兒育女為由, 要求無此負擔的年長基督徒承擔這責任。今⽇基督徒這樣的⾦錢觀, 乃
不容於天。

忠⼼的約翰
多⾺(與其他⾨徒)已經跟隨耶穌達三年半之久, 在耶穌旁聽⾔觀⾏, 親耳聽上帝說話, 受耶穌親
⾃的教導, 對主的認信強於其他⼈, 但這時卻顯出不以為然的態度, 不認可耶穌對他所愛的⼈的
作為與安排。約翰寫福⾳書時不因多⾺是他的好友同伴, 為了保留他的顏⾯或將來⾒⾯尷尬, 
⽽⽌筆不寫他這句背主的話。約翰這麼做造就了資深基督徒, 不因⾃⼰⾒識多, 或經驗廣, 就以
為是安全的。每個基督徒⾄死都必須在基督裏, 基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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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若不常在我裏⾯, 就
像枝⼦丟在外⾯枯乾, ⼈拾起來, 扔在火裏燒了。」(約15:5,6) ⽗老級的基督徒更需注意此事, 
當顯出「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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