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1年 五⽉16⽇ 

約翰福⾳第⼗⼀章總結 (4)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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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主題續論
上帝是⾃有永有者, ⾃有永有上帝的存在是無始無終的存在, 述說上帝本質的動詞永遠是現在
式 (I AM)。上帝照著祂的形像樣式造⼈, 當⼈被造之後, ⼈的存在有了開始, 且⼈因有上帝的形
像樣式, 故⼈的存在是沒有終⽌的存在, 也就是說, ⼈⼀但存在, 他將永永遠遠的存在下去, 因此,
述說⼈的動詞就有過去式 (was), 現在式 (am), 以及未來式 (will)。⼈因有這本質, 他必億往過
去, 也必謀劃未來, 今⽇之為乃為未來謀取最⼤的福份。該隱聽到上帝對其咒詛的話⽽對上帝
直⾔刑罰太重, 求上帝賜他⼀條活路; 不義的管家為他將來的出路預作準備; 使徒彼得問主耶穌
跟隨他之後將來的益處等等, 皆反應出⼈謀劃未來的本性。

死不會滅絕⼈無終存在的本質, 但死⼜是事實, 所以, ⼈必思想⾝後事, 也會預備⾝後事。我們
基督徒因有主耶穌親⾔的未來事和整本聖經, 堅信著聖經是上帝的話, 具絕對權威, 已啟⽰完全, 
不得加添, 也不得減少, 故對⾝後事的思想準備與世⼈有所不同。每⼀基督徒都讀過聖經, 再加
上主⽇耳聽講道, 個個都聽過獨屬聖經的基本字詞, 如復活, 天上的財寶等。上帝是靈, 上帝說
話乃是向⼈的靈魂說話, 凡讀過聖經的⼈, 他(她)的靈魂⼀定存留該句話的痕跡。無論基督徒如
何理解這些基本字詞的意義, 解釋者是否解釋得當, 基督徒按字⾯意即知他(她)會復活, 他(她)需
要積攢天上的財寶。有⼈聽此⽽不去讀聖經, 即便如此, 上帝還是會按照祂在聖經的啟⽰來對
待所有⼈, 包括非基督徒。

思想⾃⼰復活事
因復活是真會發⽣的事, 基督徒必在他⼈⽣某⼀階段誠實⾯對⾃⼰的復活, ⾯對時整個⼈必然
是⾚裸裸的, 那些外在的加添, 如權, 名, 財, 獎, 頭銜, 關係, 以及其他, 全將卸下。少數基督徒會
在現時將這復活事放在⼼上思想之, 但⼤部分基督徒卻是在他(她)成為⽗老的⼈⽣階段時才會
認真⾯對, 因為耶穌撒種的比喻已經明⽰, 當基督徒為道遭患難或受逼迫時, 很容易立刻跌倒, 
除此之外, 基督徒還有世上的思慮與錢財的迷惑, 這些可以把道擠住了, 不能結實(太13: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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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 迴盪在基督徒⼼中的問題是,「我到底有什麼底氣可以站在主⾯前?」在這問句之下
必有兩類基督徒, ⼀類是在基督裏得滿⾜的⼈, 另⼀類則是沒有, 這兩類基督徒內⼼思想⽅向與
陳現內容完全不同。

在基督裏得著滿⾜
在基督裏得著滿⾜的基督徒的特質必然是「聽了道, 持守在誠實善良的⼼裏, 並且忍耐著結
實」的⼈(路8:15), 他(她)亦是得著上帝全然的愛的⼈,「愛裏沒有懼怕, 愛既完全, 就把懼怕除
去, 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 懼怕的⼈在愛裏未得完全。」(約⼀4:18) 這些基督徒憶往過去想到的
是得結實與得完全的過程, 如何與⽇俱進, ⽇積⽉累地認識基督。當然, 其中過程必然曲折, 峰
迴路轉數次, 不乏屈辱事, 也有做不好的, 甚⾄有做錯了的事, 但這些事對其坦然無懼地站在主
基督⾯前上, 影響極微, 因為爾後的他(她)已不是先前的他(她), 聖靈藉著基督的道已改變了他
(她)。

區會三牧師開堂審判建立這教會的我, 以致造成教會的分裂, 這是我們教會發展中的不幸。然, 
我不會記恨這些牧師, 反⽽在這幾年當中發現到我潛藏的能⼒, 可週週近⼀個⼩時的講道, 不致
後退。若我⼼中藏有餘恨, 那能看⾒過去沒有看⾒的經⽂精意? 教會分裂雖有遺憾, 但也篩選出
假性聽道的基督徒, 使這些不是屬我們的⼈, 從我們中間出去, 他們若是屬我們的, 就必仍舊與
我們同在, 他們出去, 即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這使我可專⼼準備講章, 不必再花⼼思處理他們
的叼擾。

未在基督裏得著滿⾜
⾄於另⼀類的基督徒, 他們知道⾃⼰亦須站在主的⾯前, 為了使⾃⼰不致空空地站立, 表現出站
立在主⾯前的正當性, 他(她)為⾃⼰蒐集的天上財寶必然是他(她)曾在教會裏的所為, 如服事忠
⼼, 對⼈熱情, 安慰幫助⼈, 奉獻滿額, 奉神的名傳道與傳福⾳, 參加有助於社會和諧進步的活動
等正⾯的事。但是, 那些與其他基督徒⽣發的負⾯事, 如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
爭、忌妒, 不傳基督等, 依然迴繞在這些基督徒腦海中, 不會忘記。

請⼤家不要以為世上⼀切的紛爭到死時會沉入歷史的灰燼中, 煙消霧散, 因這些基督徒沒有從
基督⽽來的⽣命, 他(她)⽣命中恨的種⼦並沒有被基督的道給拔除掉。那, 怎麼辦呢? 他(她)必
找出正當理由, 好使⾃⼰站在正義的⼀⽅, 將⾃⼰塑造成⼀個正直的⼈, 不使這些負⾯的事妨礙
他(她)站在主的⾯前; 也就是,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我們繼續總結下去。

與不信的⼈聚會的後遺症
15.我們有了以上的認識之後, 再讀猶太⼈看到耶穌使拉撒路復活的反應,「那些來看⾺利亞的
猶太⼈⾒了耶穌所作的事, 就多有信他的, 但其中也有去⾒法利賽⼈的, 將耶穌所作的事告
訴他們。」(約11:45,46) 猶太⼈的反應明顯分出信耶穌的與不信耶穌的兩種⼈, ⽽我們看到
那些不信耶穌的猶太⼈為了除去⼼中疑惑便去問詢法利賽⼈, 盼得到⼀個理由, 為何這位穿
著布衣的拿撒勒⼈耶穌可使這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復活。

這些猶太⼈欲解開⼼中疑惑本無可厚非, 他們當時有兩種選擇, ⼀是跟隨耶穌, 問個究竟, 另
⼀就是約翰所寫, 問法利賽⼈。這些不信的猶太⼈終究問錯了⼈, 選擇去問不信的法利賽
⼈。不信的問不信的, 疑惑不僅未解, 卻觸發了將耶穌釘在⼗字架上的歷史事件, 悖逆上帝
⾄極。有些法利賽⼈早⽣殺耶穌的念頭, 但形成猶太公會全體的共識卻遲遲找不到機會, ⽽
現在這些無知不信的⼩⺠問詢之舉卻成了猶太公會形成殺耶穌的共識的催化劑, 他們成了
殺耶穌的幫兇。無名的⼩老百姓點燃了殺耶穌之火, 豈不讓今⽇平信徒⼼悸不已, 怎知⾃⼰
⼿中還有這等使⼈死的能⼒?

第  ⾴ (共  ⾴)2 5



再觀我們, 對主耶穌的神性與⼈性有疑惑是很⾃然的事, 解開其中疑惑也是必要的事, 但看
著當時猶太⼩⺠的無知與不信所造成嚴重的後果, 我們就當儆醒, 謹慎擇選求問的對象。若
基督徒問詢不愛傳揚基督的傳道⼈有關基督的事, 那是⾃找死路, ⽩⽩喪送⾃⼰的靈魂; 兩
者⼀起聚會的沆瀣⼀氣正如不信的猶太⼈與法利賽⼈同⼼是⼀樣的。

不過, 話⼜說回來, 倘若爾後知曾求問對象的教導有誤, 應當果斷捨棄之, 這不是⾯⼦問題, 
⽽是⽣死問題。當我們認識基督有誤⽽有機會改正, 這必是主恩典使然。這⼜讓我想到猶
⼤, 他的錯誤蒙耶穌在最後晚餐時更正數次, 但猶⼤絲毫不為所動, 執意按魔⿁的意思⾏, 他
屬靈全然的死是必然的。我們認識基督的過程當然也會錯誤百出, 但若有機會聽得真道, 若
不因⽽改正, 結局就如猶⼤。

我需在此提醒各位, 有些話聽起來好像不錯, 但⼀細想並查考聖經時便發現問題多多。最近
有⼀本書再次被推廣與建議閱讀, 就是Thomas A. Kempis (⾦碧⼠, 1380-1471)寫的「效法
基督 (The Imitation of Christ)」。沒錯, “效法基督”是使徒寫的話, 但保羅寫的是「你們該
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樣。」(林前11:1) 我們效法的對象是保羅, ⽽不是基督; 也就是, 我
們當效法保羅如何信知傳基督。另外, 說要像耶穌, 或要學耶穌, 這話也要講清楚, 若像與學
之後不能產⽣信, 所為就是不對的。⼦與⽗是同尊同榮的, 耶穌明⽰:「⼈看⾒了我, 就是看
⾒了⽗。...你們當信我, 我在⽗裏⾯, ⽗在我裏⾯。」(約14:9b; 11a) 我們怎可能學這樣的
耶穌, 像這樣的耶穌?

我⾒, ⾃稱是上帝的僕⼈卻不遵守使徒的教訓, 不戮⼒⾒證基督並他釘⼗字架, 基督徒還尊
敬這樣的⼈為「神的僕⼈」, 不敢督促與要求他們, 其實已經賤賣⾃⼰是上帝兒女的名份; 
基督徒容忍這樣牧師的講章, 明擺著就是愛⼈甚於愛基督; 基督徒怕傷到這樣的僕⼈, 卻不
怕傷到真正的主⼈, 到頭來, 傷到的卻是⾃⼰。

問對⼈, 抑或問錯⼈, 兩者是天差地, 天堂與地獄的分別。

財主
16.拉撒路是個財主, 除他以外, 福⾳書記的財主有增建倉房的財主(路12), 天天奢華宴樂的財
主(路16), 少年官(路18), 稅吏長撒該(路19), 取耶穌⾝體的約瑟(路23:50; 太27:57), 以及漁
夫彼得(路18:28)等。蒙耶穌肯定的財主是撒該, 拉撒路, 亞瑟, 以及彼得, ⾄於其他財主, 他
們有機會與耶穌產⽣正⾯關係, 但都拒絕之。上帝對增建倉房的財主說:「無知的⼈哪! 今
夜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豫備的要歸誰呢?」(路12:20) 耶穌對少年官說:「你若願意作完全⼈, 
可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窮⼈,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路18:22; 太19:21) 
這兩個財主的共同點是死守財富, 錢財是他們的上帝, 所以耶穌說:「有錢財的⼈進上帝的
國是何等的難哪! 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路18:24,25) 今天啟應經
⽂詩篇52:7節說:「看哪! 這就是那不以上帝為他⼒量的⼈, 只倚仗他豐富的財物, 在邪惡上
堅立⾃⼰。」

我記得, 有⼀個⾝家億萬的基督徒要換⼀個新冰箱, 便將舊冰箱送給教會, 這就是財主的⼼
態, 寧可教會窮。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位基督徒做這事之後, 他必須費極⼤的⼒氣才能改正
其他⼈對他的看法, 然財主那會在乎其他⼈的意⾒。請注意, 沒有⼈教這位基督徒這麼做, 
是他⾃⼰的意思。我曾說過, 家財萬貫的基督徒⾏當納時必短少許多, ⽢⼼納上數千上萬, 
但再多⼀點時, 按其⼗⼀當納之額, 必想東想⻄。教會裏有億萬資產的基督徒是兩刃的劍, 
他(她)的當納或許可使教會財政不致羞澀, 但卻亦牽動牧師的服事走向, 牧師不得不尊重他
(她)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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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各位, 福⾳書未對拉撒路做過的事記上⼀筆, 那為什麼耶穌特別使拉撒路復活? 富者拉
撒路善⽤⾃⼰的財富, 使多⼈因之受到眷顧, 當他死後, 有好些猶太⼈來看⾺⼤和⾺利亞, 要
為他們的兄弟拉撒路安慰他們(約11:19), 以為回報。這拉撒路在世時的善舉造福了許多⼈, 
耶穌在這拉撒路⾝上作為可以吸引所多⼈的⽬光, 包括⾨徒, 耶路撒冷城的⼈, ⼤祭司該亞
法等, 使所有⼈認識到他是使⼈復活的主, 且是使⼈何時復活的主。可⾒, 為主所⽤的財主
是何等地有福!

我們將富者拉撒路, 貧者拉撒路, 以及不屬主的財主等三⼈放在⼀處, 福⾳書只有記財主說
的話, 但兩位拉撒路連⼀句話都沒有記。我們看到, 貧者拉撒路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
懷裏(路16:22), 耶穌使富者拉撒路復活, 兩位拉撒路死後在陰間都不孤獨, 唯獨財主在陰間
卻是孤苦⼀⼈。以死後結果論, ⼤家都想當拉撒路, 但問, 是那個拉撒路? 相信所有⼈的答
案是富者拉撒路。好, 有資財是每⼀個⼈的想望, 且越多越好, 但我要問, 我們有了資財, 就
⼀定會成為蒙主耶穌喜悅的富者拉撒路嗎? 還是, 我們比較有可能成為那財主, 不顧在他桌
下, 取桌⼦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的拉撒路(路16:21)?

我最近聽到⼀個好友的故事, 他在美時任職的研究中⼼, 每年皆配給股票, 他原可在股票⾼
檔時返台任教, 卻因當時研究的項⽬恰遇突破關鍵, 離開不了, 便遲了幾年才回台, 但回台那
年該公司的股票卻跌到剩幾塊美⾦的價值。也就是, 他⽩⽩失去百萬美⾦財富。按這⼈當
時的成就, 在股票⾼檔時回台, 現在不僅擁有相當的財富, 也可能坐上科技主管的地位。

這事會不會令⼈感到惋惜? 當然會, ⽽多⼈會對這樣的事感概⽽說, 這就是⼈⽣。基督徒會
對世上財富的流失⽣發惋惜之情, 但對天上財寶有機會得卻不得之, 不僅覺得沒什麼⼤不
了, 甚⾄沒有感覺。彼得說:「⾦銀我都沒有, 只把我所有的給你, 我奉拿撒勒⼈耶穌基督的
名, 叫你起來⾏走。」(徒3:6) 希伯來書說:「你們存⼼不可貪愛錢財, 要以⾃⼰所有的為⾜, 
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 也不丟棄你。』」(來13:5)

注意錢財
17.如果耶穌沒有教導關於錢財的事, 使徒書信從未論及錢財⽅⾯的事, 講台就可以不必講, 但
事實是教會牧師根本不敢在講台上教導有關錢財的事。耶穌論錢財運⽤⽅⾯最深動的教訓
莫過於他誇獎不義的管家(參路加福⾳第⼗六章), 主誇獎不義的管家做事比光明之⼦更加聰
明, 因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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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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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你的財寶在那裏, 你的⼼也在那
裏。」(太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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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說:「我們應當靠著耶穌, 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上
帝, 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嘴唇的果⼦, 只是不可忘記⾏善和捐輸的事, 因為這樣的祭, 是上
帝所喜悅的。」(來13:15,16) 保羅說:「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
勞苦傳道教導⼈的, 更當如此。」(提前5:17) 

牧師過著⽇⼦與⼀般⼈沒有不同, 養家活⼝, 培育兒女, 計畫將來等。我最近看到某傳道⼈
對於教會未付其全薪感到無奈, 教會長執所持的理由是不可積⽋其他同⼯薪⽔, 但傳道⼈可
以再等⼀等。長執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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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碰到這樣的事, ⼜能說什麼, 因說什麼都不對。

當牧師傳道⽣活衣食有慮, ⾃⼰不重視⾦錢的正⾯意義, ⼝中講的⼜是聖經, 屬靈字詞⼀堆,  
這樣不⼀的⼼態早晚必出問題, ⽽這樣不接地氣的講道, 反給⾃⼰與會眾起了反效果, 謂講
得頭頭是道, ⽣活卻出現了問題。牧者若認為思想與宣講⾦錢⽅⾯的教訓是不屬靈的,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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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於現實的⼼態, 後遺症就是講章準備也脱於現實, 這也是今⽇牧師講章的風貌。華⼈牧師
因薪⽔微薄, 難捐輸⾦錢, 當牧師⾃⼰不做捐輸的事, ⽽要求會眾做, 說這話的底氣是虛的。

我可以告訴各位, ⾦錢已經是使華⼈教會陷在⼀個出不去的深坑, 死胡同。教會沒有按理給
⾜牧師當得的薪酬, 這是今⽇所有基督徒之過, 承受的後果難以估計。聖經多次題到要善待
尊敬上帝的僕⼈, 基督徒必須如此⾏, 因聖經說,「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 且要順服; 
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 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 不⾄
憂愁, 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來13:17)

⾺⼤
18.約翰記⾺⼤與耶穌的對話多於其他⼈, 聖靈感動使徒這麼做並不是偶然, 因為⾺⼤乃是集基
督徒⽑病於⼀⾝的代表, ⾺⼤聽話遲鈍, 固執, 堅持⼰⾒, ⾃以為聰明等。⾺⼤在主耶穌親⾃
引導之下, 其回應與成長尚且緩慢, 教會教導者⼜有何能⼒助長會眾的屬靈⽣命? 主耶穌親
為之下, 改變不易, 我們⼜怎敢不依靠聖靈以求改變?

死後下到陰間
19.福⾳書記有兩個拉撒路, ⼀個家財萬貫, 富可敵國, ⼀個是討飯的, ⼀貧如洗, 路加記安貧的
拉撒路時另有⼀個財主(路16:23), 彼得論舊約的⼤衛時說「⼤衛並沒有升到天上」(徒
2:34a), 這些⼈不分貴賤貧富, 死後皆在陰間。不屬主的財主死後下到陰間, 屬主的⼤衛, 以
及兩位拉撒路死後也下到陰間, 有罪性的⼈, 無論是信主的, 或是不信主的, 死後都下到陰間
去; 我們也不例外。

雖全部⼈死後都下到陰間, 但還是有分別的, 主將屬他的⽺匯集⼀起, 不屬他的則孤獨⼀⼈,  
屬他的⽺在世時認識他, 常聽到他的聲⾳, 故認得並熟悉他的聲⾳(約10:3-5), 故當主召喚他
們時, 他們必聽到並熱切回應主的召喚聲。要知道, 主知道每⼀個在他名下, 屬他的⼈的名
字, ⼀個也不失落(約6:39)。反觀財主, ⽣前穿著紫⾊袍和細⿇布衣服, 天天奢華宴樂, ⽣前
從不缺朋友, 但死後卻是孤獨⼀⼈。教會裏熱絡的交通使基督徒⼼靈有所依靠, 但若不知基
督是誰, 無法⾔明主的⼗架, 死後將是孤獨⼀⼈。

耶穌哭了
我們定約翰福⾳第⼗⼀章的主題是「耶穌哭了」, 主的這哭是為死亡⽽哭, 但不是為拉撒路的
死亡⽽哭, ⽽是為屬他的⾨徒的死亡⽽哭, 後者的死是因不信他之屬靈的死, 由於這群⾨徒已是
資深⾨徒, 跟隨耶穌已有三年半, 耶穌哭時必痛徹⼼扉。知此, 我們豈不應當警惕⾃⼰的不信!

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間教會雖然是我開始的, 但當我離開了使徒的教訓, 當我不傳講基督, 當我
離棄了⼗字架的道理, 你們有權利指責我, 甚⾄把我轟下台。按使徒約翰之⾔, 這樣的傳道⼈就
是敵基督, 為魔⿁⼯作, 不是為基督⼯作。使徒說:「誰是說謊話的呢? 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
的麼? 不認⽗與⼦的, 這就是敵基督的。凡不認⼦的, 就沒有⽗, 認⼦的, 連⽗也有了。」(約⼀
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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