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1年 五⽉2⽇ 

約翰福⾳第⼗⼀章總結 (3)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6 分鐘

經⽂ 
4耶穌聽⾒, 就說:「這病不⾄於死, 乃是為上帝的榮耀, 叫上帝的兒⼦因此得榮耀。」...9耶穌回
答說:「⽩⽇不是有⼗⼆⼩時麼? ⼈在⽩⽇走路, 就不⾄跌倒, 因為看⾒這世上的光, 若在⿊夜走
路, 就必跌倒, 因為他沒有光。」...14耶穌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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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耶穌說:「你兄弟
必然復活。」...25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 ⽣命也在我, 信我的⼈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
我的⼈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40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信, 就必看⾒上帝的榮耀
麼?」41耶穌舉⽬望天, 說:「⽗阿! 我感謝祢, 因為祢已經聽我, 我也知道祢常聽我, 但我說這話
是為周圍站著的眾⼈, 叫他們信是祢差了我來。」42耶穌⼤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前⾔
已講了⼗餘回約翰福⾳第⼗⼀章, 還要這麽多次總結的原因在於, 只有在講完這整章之後才能
有這些總結。我們在前兩次總結中認識到, 眾⼈對耶穌的⾔語雖皆為正⾯, 但卻是出於私慾的
不信⼼思, ⾒此⽽看今⽇的傳福⾳, 雖是好的, 但若不⾒證基督, 則是出於私慾之為; 另認識到 
⼀⽣奉⾏律法是好的, 但卻不能改變⾏這律法之⼈抵擋上帝的本質。

上週講到後者時提到基督與律法的關係, 唯基督才能將上帝律法顯出我們天性抵擋上帝的功能
給顯明出來, 我們隨時可⽣發觸犯律法的惡慾。當我們明⽩了基督與律法之間的緊密關係後, 
便可以否定某些⻄⽅傳道者的⾒解, 如否定基督徒可以在世時得著完全的聖潔, 否定羅⾺書第
七章所寫的是基督徒乃是信主前的狀況等等。

我們繼續總結下去。

“聽”決定了基督徒的⼀⽣
9. 基督⼀開始已為拉撒路⼀事定了主調, ⼀如上帝⼀開始已對伊甸園的亞當定了⾏為的主
調。基督定的主調是「這病不⾄於死, 乃是為上帝的榮耀, 叫上帝的兒⼦因此得榮耀。」上
帝定的主調是「園中各樣樹上的果⼦, 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 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必定死。」(創2:16,17) 我們看到, 無罪的亞當沒有聽進上帝的話, ⾨徒也
沒有聽進主說的話, 兩者皆在聽的事上出了問題。主耶穌明說:「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
保羅說:「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雅各書說:「各⼈要快快的聽, 慢
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參太11:15; 羅10:17; 雅1:19)

上帝說:「雅各的⾸領, 以⾊列家的官長啊! 你們要聽, 你們不當知道公平嗎?」(彌3:1) 聽的
重要性不⾔⽽喻。但要聽誰? 天⽗說:「這是我的愛⼦,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太
17:5) ⽗上帝的命令是如此的清楚, 要我們聽基督, 這命令智愚皆懂, 老少皆明, 完全沒有模
糊的空間, 我們⽣活經驗也告訴我們, ⼀個耳不聰的⼈的發展是有限的。⼀個不聽主話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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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得主的認可, 蒙主的喜悅, 因此, 基督徒是否聽基督便決定了他⼀⽣的命運。主⽇
聽道卻沒有聽得關乎主基督的事, 等於違背了⽗上帝的命令。

所以, ⼤家不要被今⽇教會表象的熱絡交通給迷惑了。財主是⼀⾯明鏡, 他⽇常的衣著是紫
⾊袍和細⿇布, 他的⽣活是天天奢華宴樂(路16:19), 可⾒, 這財主⽣前從不缺朋友, 但他死後
下到陰間卻無⼈為伴。同樣地, 若教會不傳基督, 會眾聽不⾒基督, 不將基督說的話喫下去, 
這些⼈死後下陰間後也將是孤獨⼀⼈。若牧師傳道拒絕傳揚基督⼗架與復活, 請看看彼得, 
主直說這位使徒之⾸是撒但, 他也必說為⾸的教會牧師是撒但, 這將是教會上下的羞辱。

定調
10.⾨徒, 多⾺, ⾺⼤, 以及⾺利亞等屬⼀般老百姓, 他們對疾病與死亡事的反應是有病求快醫
好, 不幸死亡則需快快⾄喪家致意, 這些皆為正常現象; 祭司長與猶⼤公會屬領導階層, 他們
對⾃⼰⺠族的憂患態度, 不使國族滅亡, 上帝的百姓歸⼀的敬拜等, 亦是正常且必要的態
度。但因耶穌參與其中, 他們的反應就變成是對耶穌的冒犯與不敬。為什麼? 因為主已經
為拉撒路這事定了調, 有主的話在其中。

思此⽽論教會。教會群體是⼈的聚集, 各⼈有各⾃的需要與難處, 病了求好, 失意了求安慰, 
這本無可厚非, 但因基督已經為教會定了性, 教會是他的⾝體, 要為他作⾒證, 因此, 奉主的
名的聚集就不能社團化, 注重關懷, 關係為上, 罔視基督的教訓。台灣教會採⼩組型式運作
已數⼗年, 教會網站多擺列⼩組名號數量, 以顯蓬勃氣象, 但探究基督徒信仰含量卻是經不
得⼀看, 經不得⼀試。這次新冠疫情使教會以網路直播代替實體敬拜, 已然顯出教會過去失
當的運作, ⼩組無法⾃⾏進⾏實體的⼩規模敬拜, 因為⼩組沒有⼈有能⼒可以週週講道, 即
便⾼級知識份⼦在內亦不能。

榮耀
11. 耶穌在拉撒路事件中提到「為上帝的榮耀, 叫上帝的兒⼦因此得榮耀」, 主 後晚餐的教訓
說的第⼀句話是「如今⼈⼦得了榮耀, 上帝在⼈⼦⾝上也得了榮耀, 上帝要因⾃⼰榮耀⼈
⼦, 並且要快快的榮耀他。」(約13:31b,32) 主耶穌到底要我們看到上帝那樣的榮耀, ⽽這
個榮耀只有教會看得到? 只有信的⼈才看得到,「妳(⾺⼤)若信, 就必看⾒上帝的榮耀麼?」
(約10:40) 

我們回答這問時不要講的莫測⾼深, 說著“上帝的榮耀不是我們可以看得⾒”或其他類似的
話, 因為這樣說乃是將主耶穌塑造成說空話的⼈。我們要看到主在此所⾔的榮耀不需引得
太遠, 或在其他書卷流連尋找, 我們在這裏的章節即可尋得。原來, 耶穌所說的上帝的榮耀
就是使⼈從死裏復活的榮耀, 上帝的兒⼦得榮耀就是他決定何時使死⼈復活, 並使之有永遠
的⽣命,「復活在我, ⽣命也在我」; 基督對⾺⼤說的信就是這個, 他要從我們⾝上看到的信
也是這個。

在此須提今⽇教會的缺失, 即教會將所遇榮耀事或順利事歸給上帝, 但卻不歸給上帝的兒
⼦。基督從⽗受了命令, 他要從死裏復活, ⽗對基督下達這命令乃是將爾後⼀切復活的事全
交給⼈⼦耶穌去執⾏。基督說他要隨⾃⼰的意思使屬他的⼈活著, 使這些⼈尊敬他如同尊
敬⽗⼀樣, 亦說:「我是好牧⼈, 我認識我的⽺, 我的⽺也認識我。...他們也要聽我的聲
⾳。...不尊敬⼦的, 就是不尊敬差⼦來的⽗。」(參約5:21,23b; 10:14,16b,18) 因此, 屬主的
基督徒必將榮耀亦歸給上帝的兒⼦。

引導
12.我們經由聽且信⽽建立堅實信仰的實例就是聽耶穌在約翰福⾳第⼗⼀章所說的話, 以及所
做的事。耶穌為要建立⾨徒關於他決定使⼈復活的信仰, ⾸先讓他們先經歷拉撒路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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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 然後再讓他們經歷他的死⽽復活, 耶穌要⾨徒從其中看到拉撒路復活之因在於他, 他
⾃⾝復活之因在於他⾃⼰, 使⾨徒(以及我們)知道⾃⾝復活之因也在於他。

知此, 尊敬⼦是必要有的⽣命態度。我們在認識復活事上當以⾨徒, 多⾺, ⾺⼤, ⾺利亞等⼈
為誡, 不得出任何⼀丁點差錯, 不得懷疑主耶穌說的每⼀句話, 並且, 要積極相信主耶穌說的
每⼀句話。主耶穌說:「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 ⼈⼦在⾃⼰的榮耀裏, 並天⽗與聖天使
的榮耀裏降臨的時候, 也要把那⼈當作可恥的。」(路9:26)

信⼼
13.⾨徒過往在主⾯前的表達都是直接的, 但現在卻不⼀樣了。猶記⼀年前, 耶穌施⾏五餅⼆⿂
神蹟後, 便教導群眾必須喫他⾁, 喝他的⾎, 才可以有永⽣。萬千猶太會眾聽耶穌這⾔以為
耶穌瘋了, 因為他們從(舊約)聖經受得的教導是不得吃帶⾎的祭物。上帝對出⽅⾈的挪亞
說:「惟獨⾁帶著⾎, 那就是他的⽣命, 你們不可吃。」(創9:4) 上帝曉諭摩⻄說:「在你們⼀
切的住處, 脂油和⾎都不可吃。這要成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你們都不可吃⾎, 寄
居在你們中間的外⼈, 也不可吃⾎。」(參利17:10-16, 3:17; 申12:16)

眾⼈認為耶穌要他們違反上帝的誡命, 個個因此都離開耶穌, 但唯獨⼗⼆⾨徒依然留下(參
約翰福⾳第六章)。這些⾨徒經過這麼⼤的動盪還願意留下與主同⾏, 可想⽽知, 他們⼼中
的驕傲感油然⽣起。我們看到, 爾後耶穌⼀⾏⼈進到撒瑪利亞的⼀個村莊, 雅各和約翰看到
那裏的⼈不接待他們, 他們對耶穌說:「主阿! 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路
9:14)

⾨徒那時毫不隱藏他們⼼中之傲, 不避諱地在主⾯前⼝中狂⾔, 然, 何竟過了⼀年, ⾨徒卻不
願在主⾯前直接說出他們對主處理拉撒路⼀事的看法; 長時間與主相處本應向主越開放, 但
卻是越閉鎖。⾨徒⼀年前後的表現判若兩⼈, 他們之前跟隨主, 凡事順利, 意氣盎然, 對主是
信⼼滿滿, 但在這時於(拉撒路)⽣死關頭事上, 對主的信⼼卻開始鬆動不穩。主⽤五餅⼆⿂
使五千⼈吃飽, 這是何等值得炫耀與光榮的事! 但, 病⼈死在主的⾯前, 這顯出是何等地無
能! 雖然, 拉撒路 後還是復活了, 但那與主同⾏從未有過的無能感卻依舊落根在⾨徒⼼裏, 
以致於過了⼀個星期之後, ⾨徒遇耶穌被羅⾺兵丁抓捕, 個個逃離, 保⾃⼰的命去了。

⾨徒的信⼼是依環境的不同⽽浮於事, 我們的表現也不遑多讓, 信⼼指數甚⾄更差。知此, 
若我們企圖靠⾃⼰的⼒量制伏私慾, 尤其是遇到⽣死關頭時, 完全無⽤。唯⼀解決之道就是
定睛看著他如何以他的話語來引導⾨徒, 重建他們的信⼼。在這裏我需說明⼀事, 我們不是
去注視耶穌, ⽽是去回想耶穌所說的話, 將之藏在⼼中, 反覆思想, 直到明⽩為⽌。

經驗
14.耶穌延遲探望拉撒路對⾨徒帶來的另⼀個效應就是跳脫過往經驗。這三年半來, ⾨徒與主
同傳道常有的經驗是有病即醫, 如長⼤痲瘋, 害癱瘓病, 害熱病, 患了⼗⼆年⾎漏等痼疾; 有
⿁即趕, 如趕出住在墳塋裡的兩個⼈的⿁, 趕出使⼈啞巴的⿁, 趕出使孩⼦多番來回跌在火
與⽔裏的⿁等(參⾺太福⾳第八與九章, 太17:18)。⾨徒過往看到主耶穌做這些使⼈得益處
的事時完全沒有拖延或拒絕, 就連耶穌賜⼗⼆個⾨徒權柄, 能趕逐污⿁, 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太10:1), 他們⾏事時也沒有任何耽誤。

但現在, ⾨徒以既有的經驗看待主處理拉撒路病了這事, 主延遲之為是他們從未有過的全新
經驗, 他們⽤經驗看這事, 以致表現得荒腔走板。⾨徒這三年半來與主⽣活⼀起⽽得的經驗
已經超乎他們所求所想,  個個事件皆新鮮, 皆可⼤書特書。但此時, 經驗卻成為他們信仰的
絆腳⽯, ⾨徒過往的經驗使他們不察耶穌說的話正帶領他們對他有更深的認識。主耶穌在
第⼗章說:「我與⽗原為⼀」(約10:30), 亦說他是上帝的兒⼦, 為⽗所分別為聖, 差到世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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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36a), 基督進⽽以拉撒路事件落實他說的這些話, 讓⾨徒知道他是使⼈復活的主, 亦是
何時使⼈復活的主; 智慧的主以⾨徒未曾經歷過的新作為來成就這事。

經驗是⼈的資產, 是⼈⽣命的⼀部份, ⼈的有限性不可能丟棄經驗。然, 執著於過去的經驗
⽽拒絕接受新經驗豈不暗喻著主是死的, ⽽不是活的? 對主的認識是停滯的, ⽽不是前進
的? 對主的愛是憶往的, ⽽不是現時的? ⼀個不願接受新經驗的基督徒必在已知的層⾯上繞
圈⼦打轉, 再讀聖經必感乏味, 嚐不到與主相會的甜蜜, 其中不知的還是不知, 已知的卻開始
褪⾊。資深基督徒因信主時⽇久, 加上精氣神⽇衰的情況下, 已經不在乎是否有新經驗, 若
有, 立採迴避的態度, 不願再有激情, 不再愛聽道。

新經驗不在求其新, ⽽在更深地, 更廣地認識基督, 除去過去認識錯誤或不⾜的, 使⾃⼰符合
使徒所說的「貞潔的童女」(林後11:2b)。我們藉著主說的話來認識他是誰, 所以, 新經驗的
發⽣起於對主的話更深的認識; 因主是無限的上帝, 故我們認識他的話的精意也是永遠不停
歇的。世⼈因私慾的迷惑只會漸漸地變壞(弗4:22), 但屬主的基督徒因捨⼰⽽漸漸成為貞潔
的童女, 向基督存純⼀清潔的⼼(林後11:3),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命發展進程與⽅向。

基督徒成為貞潔的童女是終極必須的, 在漸進聖化的過程中達成, 我們欲成為⼀個貞潔的童
女必須時常受主的話煉淨⽽去污存菁。要知道, 牧師傳道也是罪⼈, 也會受今⽇之神的影
響, 且繁忙教會事使牧師難得靜⼼思道, 以致解經上或有錯誤與不全的可能。因此, 當我們
更加成熟, 歷練更深, 達致使徒約翰所云,「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裏, 並不⽤⼈
教訓你們, ⾃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約⼀2:27a), 我們就必須棄絕過往聽得卻是錯
誤的教訓, 或是補上教訓中不⾜的部份。

上週之“基督與上帝的律法”主題便是實例。律法使⼈看到上帝的聖潔, 良善, 公義, 亦看⾒⾃
⼰的不潔, 不善, 不義, 這話是眾所週知的事, 然我們卻可進⼀步地指出唯有基督才能使這事
成真, 藉律法引導我們看到上帝的聖與我們的不聖與庸俗。若無主基督在我們⾝上⼯作, 無
⼈可得這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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