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牧师短宣: 谢谢祷告

英文牧师侯选人

 6/12-14: 全教會退修會

 “本地宣教奉献”募款 (4/12, 午餐)

 “系統神學: 聖道論” (4/20, Mon, 7:30pm)

代祷:身體,心靈软弱肢体

复活节浸礼 (1:30PM): 10 位!

主餐 (11:45am)



SCRIPTURE

讀經



約翰福音 11:1-44

(PP. 1635-1636)



1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 住在伯大尼,
就是馬利亞和她姐姐馬大的村莊. 2 這馬利
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 又用頭髮擦他腳的,
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3 她姐妹兩個就
打發人去見耶穌, 說: “主啊, 你所愛的人病
了.” 4 耶穌聽見就說: “這病不至於死, 乃是
為神的榮耀, 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5 耶
穌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子並拉撒路. 6 聽見拉
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 7 然
後對門徒說: “我們再往猶太去吧.” 8 門徒說
: “拉比, 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 你還往
那裡去嗎?”



9 耶穌回答說: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時嗎? 人
在白日走路, 就不致跌倒, 因為看見這世上
的光. 10 若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因為他
沒有光.” 11 耶穌說了這話, 隨後對他們說: “
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12
門徒說: “主啊, 他若睡了, 就必好了.” 13 耶
穌這話是指著他死說的, 他們卻以為是說照
常睡了. 14 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拉
撒路死了. 15 我沒有在那裡就歡喜, 這是為
你們的緣故, 好叫你們相信. 如今我們可以
往他那裡去吧!” 16 多馬, 又稱為低土馬, 就
對那同做門徒的說:“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17耶穌到了, 就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裡已經四
天了. 18伯大尼離耶路撒冷不遠, 約有六里路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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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馬大聽見耶穌來了, 就
出去迎接他; 馬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裡. 21馬大
對耶穌說: “主啊, 你若早在這裡, 我兄弟必不
死. 22就是現在, 我也知道, 你無論向神求什
麼，神也必賜給你.” 23耶穌說: “你兄弟必然
復活.” 24馬大說: “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
他必復活.” 25耶穌對她說: “復活在我, 生命
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26凡
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27 馬大說: “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28 馬大說了這話, 就回去暗暗地叫她妹子
馬利亞, 說: “夫子來了, 叫你.” 29 馬利亞聽
見了，就急忙起來，到耶穌那裡去。 30 那
時耶穌還沒有進村子，仍在馬大迎接他的
地方。 31 那些同馬利亞在家裡安慰她的猶
太人，見她急忙起來出去，就跟著她，以
為她要往墳墓那裡去哭。 32 馬利亞到了耶
穌那裡，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 “
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



33 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
人也哭，就心裡悲嘆，又甚憂愁， 34 便說
：「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他們回答說
：「請主來看。」 35 耶穌哭了. 36 猶太人
就說: “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 37 其
中有人說: “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 豈不能
叫這人不死嗎?”

38 耶穌又心裡悲嘆, 來到墳墓前. 那墳墓是
個洞, 有一塊石頭擋著. 39 耶穌說:“你們把
石頭挪開!” 那死人的姐姐馬大對他說:“主啊
,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40 耶穌說: “我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信, 就必
看見神的榮耀嗎?”

41 他們就把石頭挪開. 耶穌舉目望天, 說: “
父啊, 我感謝你, 因為你已經聽我. 42 我也
知道你常聽我, 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著的
眾人, 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 43 說了這
話, 就大聲呼叫說: “拉撒路出來!” 44 那死
人就出來了, 手腳裹著布, 臉上包著手巾. 耶
穌對他們說: “解開,叫他走!”





“行過死蔭的幽谷”

(約翰福音 11:1-44)

邓牧師
4/5/2015
(复活节)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 . 死了” (vv. 3, 14):

 “信耶稣: 无忧无虑?!” (成功神学, 水牛福音)

疾病, 死亡: 个人的罪?

罪恶世界的特征 (罗 6 “罪的工价乃是死”)

 启 21-22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
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
前的事都过去了. … 以后再没有咒诅!”

少数有关: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
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约 5)

多数无关: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
母犯了罪, …” (约 4; 9; 11)

小心谨慎: 约伯三友的误诊!



CBCOC: “主所爱的人病了!”
 P. Chiu, Alice, Susanna, Gu, George, Stephen, 

Mary, Liu, Donald, Perry, . . .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 . .” (v. 4)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26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赛 25 “在这山上, 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
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 7 他又必在这山
上, 除灭…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 8 他已经吞
灭死亡, 直到永远, 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
的眼泪, 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 . .”



CBCOC: “主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 . .” (v. 4)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26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赛 25 他已经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 …必擦去各
人脸上的眼泪, 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赛 26 “死人要复活, 尸首要兴起. 睡在尘埃的
啊, 要醒起歌唱! 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
甘露, 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眼泪/丧礼] [歌唱/婚礼]



[眼泪/丧礼] (约翰 11) [歌唱/婚礼]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 . . .” (v. 20)

第七个神迹 (末后): 拉撒路复活

 目的 (vv. 1-16):   荣耀与信心

 意义 (vv. 17-39): 复活与生命

 本身 (vv. 40-44): 祷告与吩咐

 反应 (vv. 45-54): 预言与谋杀

神迹 (Signs)? – “好奇, 魔术师, 特异功能?”

 “路标”: 指向实体 (信心)

 “荣耀的路标”: 张显基督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
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路加 16)



第七个神迹 (末后): 拉撒路复活 (约翰 11)

场景/目的 (vv. 1-16):   荣耀与信心

伯大尼: “往犹太去吧 …离耶路撒冷不远”

 vv. 8, 16 “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 … 我
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约翰 12 “逾越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伯大尼, 
… 由她吧! 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

奔丧? -- 耶稣的冒死?! --为朋友舍命!

拉撒路: vv. 3, 11 “你所爱的人病了. … 我们
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约 15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
的. ..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拉撒路: vv. 3, 11, 14 “你所爱的人病了. ..朋友
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拉撒路死了”

你我: Anaheim的 “拉撒路!” 

弗 2:1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v. 4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
儿子因此得荣耀!”

或吃或喝, 或病或康,..或活或死,为荣耀神!

 “我是复活..生命”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v. 15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好叫你们相信!”

病得医治 死人复活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我的主! 我的神!”
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神迹意义 “耶稣到了” (vv. 17-39): 复活与生命

 v. 17 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v. 39 他现在必是臭了,..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黑暗死荫笼罩; 腐尸恶臭扑鼻!

vv. 21,32,37 “我兄弟必不死,..叫这人不死吗?”

今生医治福乐 永生复活喜乐?!

马大 vv.25-6:“..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将来要复活: “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约 6)

现在有永生: “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
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 5)



神迹意义 “耶稣到了” (vv. 17-39): 复活与生命

马大 vv.25-6:“..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v. 27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
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6:68-9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
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20:30-31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
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你信耶稣的话吗? – 2015 马大? 彼得?



神迹意义 “耶稣到了” (vv. 17-39): 复活与生命

马利亚 vv. 28-32: “夫子来了, 叫你!..马利亚听
见了, 就急忙起来, 到耶稣那里去. … 看见他, 
就俯伏在他脚前!” (信心的行动)

2015 马利亚? – “耶稣来了, 叫你!?”

v. 33-35 “看见她哭,… 犹太人也哭, ..耶稣哭了”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317 我受死, 是為你的眼淚

你曾說你要來; 與我分擔憂傷; 

你說你會同在; 解我明天惆悵. 

我几乎拒絕; 不願讓你進來;

但正如你應許, 你已經進來, 你與我同在!



v. 33-35 “看见她哭,… 犹太人也哭, ..耶稣哭了”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317 我受死,是為你的眼淚

你曾說你要來; 與我分擔憂傷; 

你說你會同在; 解我明天惆悵. 

我几乎拒絕; 不願讓你進來;

但正如你應許, 你已經進來, 你與我同在!

主耶穌說:來, 到我身旁, 飲我活水;

我知道你乾渴; 請不要拒絕

你黑夜裡哭泣; 我也為你落淚

深願你知我受死; 是為你的眼淚



神迹意义 “耶稣到了” (vv. 17-39): 复活与生命

vv. 33-35 “看见她哭,..犹太人也哭,..耶稣哭了”

vv. 33,38 “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又心里悲叹”

悲叹(忿怒): 死亡, 坟墓 (末后的仇敌)

悲叹(忿怒): 小信, 不信 (末代的教会)

v. 38 “来到坟墓前” (复活生命之主)

祷告 vv. 41-2 父啊,..你已经听我,..你常听我, 
..为..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约 16 “到那日,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
的名赐给你们…如今你们求, 就必得着,..”

约 17 “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 
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v. 38 “来到坟墓前” (复活生命之主)

吩咐 vv. 43-44 “..拉撒路, 出来! 那死人就出
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
们说: “解开, 叫他走!”
Wu (David,Anna,Lucy); Lo (Donald,Lisa,Perry)

Emma, Michael, Jamie, Bryan: 出来! 解开!

罗 6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埋葬,..一举一
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
向神, 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约 8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吩咐 vv. 43-4 “拉撒路, 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手
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解开, 叫他走!”

“耶稣来了, 叫你, _________” : 出来! 解开!

弗 5 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
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没有裹尸布!)

约 10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
羊, 把羊领出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又赐
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现在有永生; 将来要复活 (vv. 25-26)
4/9/1945 Bonhoeffer: 

“This is the end – for me, the beginning of Life”

“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