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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11:1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
伯大尼、就是馬利亞和他姐姐馬大的村莊
。

• 11:2 這馬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頭
髮擦他腳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復活的重要性

• 羅馬書 10:9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
信 神 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

• 林前 15: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
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約翰福音十一章的首尾對偶
A)與神溝通- 主阿、你所愛的人病了 (11:3)

B)活出神的榮耀- 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 (11:4) 

• 延遲-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 (11:5-7)

• 阻攔- 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 (11:8)

• 黑暗-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 (11:9-10)

C)主的愛- 我去叫醒他(11:11-14)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
(11:15-20)

D)復活的信心(11:21-32)

C)主的愛- 請主來看 (11:34-36) 就心裏悲歎、又甚憂愁
(11:33) 

• 黑暗- 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麼 (11:37)

• 阻攔- 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石頭擋著 (11:38)

• 延遲- 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11:39)

B)活出神的榮耀- 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 (11:40)

A)與神溝通- 父阿、我感謝你、 因為你已經聽我 (11:41) 



復活的信心
D)馬大對耶穌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11:21)
E)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 神求甚麼、
神也必賜給你 (11:22)

F)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我知道在
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 (11:23-2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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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F)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
(11:26) 

E)馬大說、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 神的
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11:27-31) 

D)馬利亞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11:32)



與神溝通
A)將問題交給神- 主阿、你所愛的人病了 (11:3)

A)將問題交給神- 父阿、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
我(11:41) 

• 神知道我們所需要的(太 6:8), 但…

• 耶穌自己亦向父禱告(11:41)

• 學馬大和馬利亞如何向神申訴(11:3)



主的愛
C)主的愛- 我去叫醒他(11:11-14)我沒有在那裏就
歡喜(11:15-20)

C)主的愛- 請主來看 (11:34-36) 就心裏悲歎、又
甚憂愁 (11:33) 

• 無論什麼情況,都是主先愛我們(11:15-20,11:33)。

• 無論什麼情況,都是主都和我們一起感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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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看見他哭、並看見與他同來的猶太人也哭、
就心裏悲歎、又甚憂愁- Enebrimesato

(11:33; 太 9:30/可1:43;可 14:5)



活出神的榮耀
B)活出神的榮耀- 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
(11:4) 

B)活出神的榮耀- 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
(11:40)

一切事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林前 10:31)。

• 延遲- 延遲是因為主的愛;要用主的愛來解釋我們
的處境，而不是我們的處境來量度主的愛。

• 阻攔- 在延遲和黑暗中要拿開絆腳石，讓神的光
被顯現出來。

• 黑暗- 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
到日午(箴言4:18)。基督徒會跌但不會倒(猶 24)



復活的信心

D)馬大對耶穌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11:21)

E)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 神求甚麼、
神也必賜給你 (11:22)

F)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我知道在
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 (11:23-2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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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F)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
(11:26) 

E)馬大說、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 神的
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11:27-31) 

D)馬利亞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11:32)



Horatio G. Spafford [1828-1888] 
• 1871年,唯一的兒子去世。

• 1871年芝加哥大火中,差不多失
去一切; 但仍然與慕迪救濟貧人。

• 1873年去英國與慕迪會面及傳福
音。Spafford 因工事忙,準備與
家人在英國見面。妻子安娜與四
個女兒在法國油輪沉船遇難。妻
子來電說,”獨自生還”。

• 在去英國接妻子的路上，寫了”
我心靈得安寧”。

• 他見到慕迪說,”一切很好。 讓
上帝完成祂的旨意” 。

• 1881年, 他與妻子往耶路撒冷去
事奉貧人。



我心靈得安寧[生命聖詩342]
• 有時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穩，有時悲傷來似浪滾。
不論何環境，主已教導我說﹕『我心靈得安寧，
得安寧。』

• 副歌﹕我心靈得安寧，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 撒但雖來侵，眾試煉雖來臨，我有主保證在我心，
基督深知我無依靠之苦境，甘流血救贖我賜安寧。

• 回想我眾罪已全釘十架上，罪擔得脫下心歡暢，
我要深思念主慈愛，主恩情，讚美主，我心靈得
安寧。

• 求主快再來，使信心得親見，雲彩將捲起在主前，
號筒將吹嚮，我救主臨空中，願主來，我心靈得
安寧。



約翰福音十一章的首尾對偶
A)與神溝通- 主阿、你所愛的人病了 (11:3)

B)活出神的榮耀- 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 (11:4) 

• 延遲-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 (11:5-7)

• 阻攔- 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 (11:8)

• 黑暗-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 (11:9-10)

C)主的愛- 我去叫醒他(11:11-14)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
(11:15-20)

D)復活的信心(11:21-32)

C)主的愛- 請主來看 (11:34-36) 就心裏悲歎、又甚憂愁
(11:33) 

• 黑暗- 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麼 (11:37)

• 阻攔- 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石頭擋著 (11:38)

• 延遲- 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11:39)

B)活出神的榮耀- 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 (11:40)

A)與神溝通- 父阿、我感謝你、 因為你已經聽我 (11:41) 



約11-重要經文的出現次數

• 復活/不死 - 8

• 信- 7

• 愛- 3

• 榮耀- 3

永生 - 是籍著神的愛,和復活的盼望，與神
溝通，活出神的榮耀。



• 永生 - 是籍著神的愛,和復活的盼望，與
神溝通，活出神的榮耀。

• 將所有問題交給神, 因為神愛我們 (11:3, 
41)

• 能活出神的榮耀,因對復活有盼望(11:21-
32)。

總結 (1)



總結 (2)
如何活出神的榮耀 - 明白延遲,拿開石頭,行
在光明中

• 禱告答覆的延遲是因神愛我們，要我們成
長(11:6,11:39)

• 要拿開所有障礙(石頭,11:8,11:38)，將榮
耀歸給神 (11:4,11:40)

• 在聖經的光照中行走，不在黑暗中跌倒
(11:9-10)

永生從接受主那刻開始



總結 (3)

• 如何活出神的榮耀 - 要效法基督

• 我們的大祭司,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
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
犯罪(來 4:15)。

• 當我們成長, 主就歡喜 (11:15)

• 當我們因受試驗而痛苦，主和我們一起悲
歎、憂愁 (11:33)

永生從接受主那刻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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