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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復活我是復活我是復活我是復活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1:21-32 

 
馬大對耶穌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神求甚麼，神也必賜

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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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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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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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大說了這話，就回去暗暗的叫她妹子馬利亞說，夫
子來了，叫妳。馬利亞聽見了，就急忙起來，到耶穌那裏去。那時，耶穌還沒有進村子，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
方。那些同馬利亞在家裏安慰她的猶太人，見她急忙起來出去，就跟著她，以為她要往墳墓那裏去哭。馬利亞
到了耶穌那裏，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約 11:21-32) 

 
    我們比較熟悉的復活是耶穌曾經讓三個人從死裏復活。耶穌曾因著憐憫使拿因城寡婦之子復活。(路 7:15) 耶
穌也去管會堂睚魯的家，讓他十二歲的女兒復活。(路 8:55) 耶穌讓拉撒路從睡在墳墓中四天之後死裏復活。(約
11:44) 耶穌回答施洗約翰，使死人復活的能力是彌賽亞最重要的印證之一。(太 11:5) 在舊約中我們知道先知也
有能力使死人復活，以利亞在西頓的撒拉法使寡婦的兒子復活。(王上 17:22) 以利沙也使書念婦人的兒子復
活。(王下 4:35) 然而聖經所記載的復活例證遠超過這些，你我不可輕忽這一個重要的真理。讓我們一同思想聖
經中十七處記載復活的事實： 
 
 1 亞伯拉罕復活。 (路 16:25) 
 2 以撒、雅各復活。 (太 8:11) 
 3 摩西復活。(太 17:3) 
 4 以利亞在西頓撒勒法使寡婦的兒子復活。 (王上 17:22) 
 5 以利沙使書念婦人的兒子復活。(王下 4:35) 
 6 以利沙的骸骨使死人復活。(王下 13:22) 
 7以西結書在異象中看見無數的枯骨復活。(但 37:5) 
 8 耶穌使拿因城寡婦之子復活。(路 7:15)  
 9 耶穌讓管會堂睚魯十二歲的女兒復活。(路 8:55) 
10 耶穌讓拉撒路從睡在墳墓中，四天之後死裏復活。(約 11:44) 
11 耶穌死後第三日復活。(路 24:6) 
12 耶穌復活後，墳墓中有許多聖徒復活在聖城遊行。(太 27:52-53) 
13 彼得在約帕使多加復活。(徒 9:40) 
14 保羅在特羅亞使猶推古復活。(徒 20:9-10) 
15 啟示錄中有兩位見證人要從死裏復活。(啟 11:11) 
16 撒母耳死後在異象中對掃羅王說話。(撒上 28:15) 
17 約拿在魚腹中三日豫表耶穌復活。(太 12:40) 
 
    既然有這麼多從死裏復活的神蹟，聖經為何還要詳細記載拉撒路的復活? 在約翰福音所記載的七個神蹟中，
拉撒路的復活是最後的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讓我們從約翰福音第十一章來思想復活這個問題，以及我們
對復活的基督有多深的認識? 
 
一一一一 彰顯耶穌的神性彰顯耶穌的神性彰顯耶穌的神性彰顯耶穌的神性 
 
拉撒路病了，他的姊妹馬大，和馬利亞打發人從伯大尼到約但河外去見耶穌，請他快來醫治拉撒路的病。醫

治病人是耶穌在地上三年半的事奉中從未間斷的重點之一。(路 13:32) 這時已經有許多的病人來到耶穌面前全
都得了醫治。(路 4:40) 馬大，和馬利亞確信耶穌聽到拉撒路病了的時候，一定會立刻來救他的。但是，耶穌並
沒有立刻趕到伯大尼去，為甚麼呢? 難道耶穌不關心他們嗎? 不是的，耶穌不但是他們的好朋友，這個家也是
耶穌的家，耶穌愛他們全家的人。(約 11:5) 耶穌是神，祂知道萬事。祂知道即使立刻趕去，拉撒路也已經死
了。那時耶穌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等耶穌到了拉撒路家的村子時，他已經被放在墳墓裏有四天了。約翰
告訴我們，耶穌不立刻趕去的真正原因是為了神的榮耀。神的兒子要因此得榮耀。神的兒子如何得榮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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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是無所不知的神耶穌是無所不知的神耶穌是無所不知的神耶穌是無所不知的神 
耶穌讓門徒知道祂是神，因祂無所不知。耶穌聽見拉撒路患重病的時候曾對門徒說，這病不至於死。(約

11:4) 耶穌原知道他已經是死了。(約 11:14) 耶穌是神，祂知道拉撒路即將要復活。(約 11:44) 耶穌用睡了來代表
死了，因為睡了的人還可以醒過來，耶穌要去叫醒他。(約 11:11) 耶穌也知道幾天後，當拉撒路從死裏復活
時，將有極大的歡喜。(約 11:15) 雖然門徒暫時不能明白耶穌的美意，但到時候他們不但明白，而且能確信耶
穌是神的兒子。(約 11:15) 

 
2 耶穌是無所不能的神耶穌是無所不能的神耶穌是無所不能的神耶穌是無所不能的神 
耶穌讓門徒知道祂是神，因祂無所不能。過去所有從死裏復活的前例，那些復活的人都是剛死了不久的。拉

撒路卻已死了四天都已臭了，他不可能今生再復活。馬大是這樣想。馬大聽說耶穌來了，就出去迎見他，對他
說的第一句話是:「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約 11:21)。她告訴耶穌，你現在才來，已經太遲
了。她不知道耶穌是無所不能的神。她以為耶穌和神有特殊的關係，神一定會聽耶穌的禱告。她認定耶穌可能
求神賜下一些幫助，來安慰傷心的人，讓這場悲劇有一個稍微好一點的結局。然而耶穌對馬大說:「你兄弟必然
復活。」馬大一點也聽不懂耶穌的意思，她以為耶穌是安慰她，在末日復活的時候，她的兄弟必復活。這時，
耶穌作了一個重大的宣告。祂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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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這話嗎?」 (約 11:25，26) 馬大知道耶穌的意思，耶穌正在宣告祂是耶和華。猶太人相信神只
有一位，耶穌宣告祂是獨一的真神。(申 6:4) 馬大回答耶穌說:「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就是
那要臨到世界的。」馬大真的信嗎? 耶穌明說祂是全能的神，祂是惟一能賜生命的，也是惟一能使人復活後，
且活到永遠的。等到拉撒路真從死裏復活時，耶穌的神性就彰顯出來，耶穌以無罪神聖的生命勝過了死亡，擊
潰了掌死權的魔鬼，以復活的大能顯明祂是神，顯明祂就是復活，祂就是生命。  

 
    馬利亞來到主前，所說的第一句話和馬大所說的完全一樣:「 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約
11:32) 馬利亞和馬大一樣，她對耶穌的能力的看法有限，她認為耶穌只能治病，即使能讓剛死的人復活，也不
可能將已經腐爛變臭了的死人復活，那時拉撒路已經在墳墓裏四天了。耶穌看見大家都在哭，祂心裏也悲歎，
又甚憂愁。「耶穌哭了。」(約 11:35) 這是聖經中最短的一節聖經，是非常寶貴的一節聖經。耶穌不是為拉撒路
的死而哭，因為祂知道復活的神蹟很快就要發生了。耶穌為甚麼哭了? 耶穌是愛，神愛世人，祂看見了罪所帶
來的咒詛，看見了死亡所帶來的痛苦。耶穌心裏悲歎，因為神所傳的救恩有誰相信呢? (賽 53:1) 人的心和眼都
被蒙蔽，看不見神所預備的羔羊，耶穌心裏憂愁(賽 53:3)。因為祂是神，祂看到末日審判的刑罰比這暫時的睡
了不知痛苦多少倍。人暫時的離別都這樣痛苦，何況那永遠的沉淪所帶來的懊悔。誰能擔當得住呢? 因這緣
故，耶穌哭了。 
 
二二二二 彰彰彰彰顯復活的能力顯復活的能力顯復活的能力顯復活的能力 
 
    眾人看見耶穌哭了就說，祂既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麼(約 11:37)? 說這話的人並不相信耶穌真
能叫人不死，他們說這話是因為他們認識耶穌是誰，也不相信耶穌竟能讓死了四天的人立刻復活。耶穌此在行
復活的神蹟時，作了幾件事: 
 
1挪開石頭挪開石頭挪開石頭挪開石頭 
    此石頭必定是很重的石頭，石頭擋在墳墓的洞前其目的是讓人和動物都不能進墳墓去騷擾死人。耶穌移開石
頭的目的並不是要看一看死去的拉撒路，乃是要讓即將復活的拉撒路可以從墳墓中出來。 耶穌可命令石頭從洞
口移開，就如耶穌教導門徒信心可以移山一般。(太 17:20) 但是他沒有這樣作。耶穌可差遣天使將墳墓的石頭
移開，就如後來耶穌從死裏復活時所發生的。(太 28:2) 耶穌也沒有這樣作。耶穌卻吩咐在那裏的人將石頭移
開，耶穌要他們在親眼看見拉撒路從死裏復活前，親手摸著石頭，讓他們親身參與並且經歷神蹟，好增添他們
日後的信心。他們雖然不知道將要發生甚麼事，馬大對耶穌說，死了四天的人已經臭了，也就是要他們預備
好，石頭一移開，臭氣就會從墳墓裏漫出來。耶穌吩咐他們將石頭移開是帶著權柄說的，不然，沒有人會作這
徒勞無功，有損無益的事，但是他們順服了。因著他們的順服，他們就看見這神蹟。 
 
2感謝天父感謝天父感謝天父感謝天父 
耶穌舉目望天，感謝父神。祂這樣作並不是求天父聽他的禱告，祂知道天父一直是聽祂的禱告的。(約 11:42) 

祂感謝天父，是因為站在那裏的人將要看見神蹟而相信耶穌是父神所差遣來的。(約 11:42) 耶穌憐憫人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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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若不看見神蹟總是不信。在行這神蹟前，耶穌歸榮耀給父神，因父神將要藉著耶穌從死裏復活，使人得
重生，叫人有活潑的盼望。(彼前 1:3) 

 
3大聲呼叫大聲呼叫大聲呼叫大聲呼叫 
耶穌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死人就出來了，這是豫表將來死人都要復活。人聽見神兒子的聲音就要復
活，從墳墓裏出來，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約 5:29)。為甚麼要大聲呼叫? 要讓死人聽見，末後耶
穌親自從天降臨，將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帖前
4:16)。當耶穌叫拉撒路出來時，耶穌叫他的名字，牧人按著名叫羊的名字，把他們領出來。(約 10:3) 羊也會聽
牧人的聲音，羊認識牧人，也跟著牧人，耶穌答應跟隨祂的永不滅亡。(約 10:27，28) 耶穌有權柄讓死人復
活，他必須要叫拉撒路的名，不然，耶穌喊叫說，出來，墳墓裏的死人都要起來了。(太 27:52，53) 已死的聖
徒都在等那一天來到，那是快樂的日子，是復活得永生，得賞賜的日子。(但 12:2) 但復活有先後的次序，信主
的人將先復活，不信主的人要在千禧年之後才復活。那些不信的人要受被扔到硫磺火湖裏，必晝夜受痛苦，直
到永永遠遠。(啟 20:10-15) 
 
三三三三 帶進更大的復活帶進更大的復活帶進更大的復活帶進更大的復活 
 
    看見這樣的神蹟，應該每一個目擊者都相信了，然而事實並不是如此。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
所行的事，就多有信祂的。但其中也有人去見法利賽人，將耶穌所作的事告訴他們。大祭司該亞法從此就想要
殺耶穌。他豫言耶穌必要死，耶穌是要替這一國死，並且要將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歸一。(約 11:52) 這樣的
豫言居然從耶穌的仇敵口中說出來。該亞法並不知他自己在說豫言，這事是出於神，不是出於他自己。(約
11:51)  
 
    如果看見和聽見拉撒路的復活人心變得更硬，那麼行這神蹟的目的是甚麼呢? 這神蹟乃是要引進耶穌的復
活。那時逾越節近了，耶穌快要被釘十字架了。耶穌不死就不能復活，耶穌的復活與拉撒路的復活不同。拉撒
路復活後仍然要再死，他也不能救別人脫離死亡。耶穌復活後，死亡的權勢被摧毀，耶穌不受第二次死之害。
耶穌的死如同一粒麥子死了，埋葬了，卻在復活裏結出許多的子粒來。(約 12:24) 因著耶穌的復活，我們也必
要復活。(林前 15:22) 這是我們榮耀的盼望。  
 
    復活的盼望貫穿全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都講到復活及活到永遠的真理。豫表基督是我們的復活。 
 
1 基督為童女所生擊敗撒但基督為童女所生擊敗撒但基督為童女所生擊敗撒但基督為童女所生擊敗撒但  
    夏娃和亞當先後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神曾經警告他們吃的日子必要死。但是女人的後裔將要與蛇的後裔
爭戰而得勝。既然有女人的後裔，他們就不會立刻死，乃是還有存活的機會，亞當就給妻子取名叫夏娃，就是
活了的意思。吃了禁果本來是死了，但是有神的話臨到。(創 3:15) 他們就有復活的盼望。夏娃是眾生之母，所
有的後裔都直接或間接從夏娃而出，這復活的盼望也臨到所有亞當的後裔。(創 3:20) 這復活的盼望就是女人的
後裔，豫表基督為童女所生。(太 1:23) 保羅在加拉太書第四章如此記載:「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祂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加 4:4-5) 
 
2 基督羔羊的血有贖罪之功基督羔羊的血有贖罪之功基督羔羊的血有贖罪之功基督羔羊的血有贖罪之功 
    亞當的長子該隱殺了次子亞伯。(創 4:8)亞伯死後並沒有滅絕，因為人的靈魂是不滅的，他仍然能說話，他向
神哀告。(創 4:10) 到了新約時代，希伯來書記載亞伯是一個對神有信心而獻羊羔為祭的人。神悅納他信心的祭
物，亞伯因信稱義。雖然死了，仍舊說話。(來 11:4) 亞伯所獻的羊羔豫表基督為代罪羔羊，基督的血與亞伯的
血都流出，但是基督所說的話，比亞伯所說的更美，基督的血救贖我們脫離死亡，賜給我們新生命，使我們在
基督裏得以復活。(來 12:24) 
 
3 基督是義人復活的盼望基督是義人復活的盼望基督是義人復活的盼望基督是義人復活的盼望 
    約伯在列祖時代受聖靈感動知道他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他對神有信心，他深信在這皮肉毀
壞、滅絕之後，他必在肉體以外得見神。他說:「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伯 19:25-27) 舊
約先知稱約伯為義人，是對神有信心以至於得救的人。(結 14:14,16,18,20) 新約雅各書也稱讚約伯，「你們聽見
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雅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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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伯拉罕因為信神，願意順服神。他將他的獨生子以撒獻在祭壇上為燔祭。(來 12:24) 神喜悅亞伯拉罕對神
的信心和順服，就從天上應許他，將來世上的萬國都要因亞伯拉罕的後裔得福。(創 22:18) 他的後裔是單數
的，不是指著他的眾子孫，是指著那一個子孫，乃是指著基督。(加 3:16) 亞伯拉罕所獻上的獨生子，豫表了神
將要獻上祂自己的獨生子。亞伯拉罕在摩利亞的山地獻上獨生子，神也在摩利亞的山上，就是聖城耶路撒冷城
外的各各他山上獻上基督。(創 22:2; 代下 3:1) 亞伯拉罕如何親手獻上獨生子，父神也如何親手獻上獨生子耶穌
基督。(創 22:12; 羅 8:32) 亞伯拉罕如何在神的聖山上得到神的預備，以一隻羔羊的生命代替他的兒子，神也為
人在聖山上預備了救恩，基督是神的羔羊，以祂自己的生命代替了我們被獻在祭壇上，為我們而死。(創 22:13; 
約 1:29) 亞伯拉罕如何在曠野三天彷彿已失去他的兒子，基督也如何在地底下三天，天父三天失去祂的兒子。
(創 22:4; 太 12:40) 亞伯拉罕如何在失去獨生子後第三天得回他的獨生子，父神也如何在失去獨生子後第三天得
回他的獨生子。(創 22:14; 太 20:17) 這就是最寶貴的信心，得到最寶貴的應許。亞伯拉罕信神能使他的獨生子
從死裏復活，豫表父神能使祂的獨生子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來 11:19; 羅 1:4) 復活的盼望早在列祖時代就賜
給敬畏神的人了，感謝神! 
 
4 基督的靈魂必不被撇在陰間基督的靈魂必不被撇在陰間基督的靈魂必不被撇在陰間基督的靈魂必不被撇在陰間 
    大衛在主前一千年前受聖靈感動說:「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必將生
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 16:10-11) 「至於我，我必在義中
見你的面，我醒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就心滿意足了。」(詩 18:15) 
 
5 基督再來時人必要復活基督再來時人必要復活基督再來時人必要復活基督再來時人必要復活 
    論到世界的末日，但以理書如此記載:「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勒，必起來，並且有大艱難，從
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
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但 12:1-2) 「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
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6 基督明說人聽見祂的聲音就要復活基督明說人聽見祂的聲音就要復活基督明說人聽見祂的聲音就要復活基督明說人聽見祂的聲音就要復活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
了。」(約 5:25) 又說:「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行
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約 5:28-29) 
 
7 保羅說我們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保羅說我們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保羅說我們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保羅說我們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 
    保羅指出舊約聖經以賽亞書論到所有的人將來都要復活接受主的審判。「我們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經上寫
著，「主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認。」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
事，在神面前說明。」(羅 14:10-12，賽 45:23)  
 
    使徒保羅告訴我們，我們既然有復活的盼望，就不可活著像沒有指望的人。(帖前 5:13-18) 如果我們不相信
死人會復活，我們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憐。(林前 15:12-19) 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中有三千人信主，彼得的中心信
息就是基督從死裏復活。(徒 2:32) 彼得在聖殿的講道讓五千人信主，他所講的是基督從死裏復活。(徒 3:15) 現
在若有人沒有聽過復活的事，那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所要傳的內容就是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聽見就信的人有
福了。聖經應許我們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相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羅 10:9) 我們得救乃是本乎
恩，因著信，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 願多人因著耶穌基
督從死裏復活的憑據，悔改，信主，免得被神審判。(徒 17:30-31) 你願意現在就禱告，求神赦免你的罪，赦免
你自我為中心的罪，心思意念犯姦淫的罪，貪婪的罪，驕傲的罪，自私的罪，說謊的罪，不原諒別人的罪，不
憐憫人的罪，不公義的罪，傷父母心的罪，不照顧家人的罪。不要再活在罪惡之中，不懼怕死亡，不懼怕審
判，不懼怕地獄。你願意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邀請耶穌進到你心中，使你成為神的兒女，得到永生嗎? 不要
錯過這個機會!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不完全，願意到上帝面前來認罪，現在請低頭如此禱告：「親愛的天父，我來到祢面前，
承認我是罪人，求祢赦免我的罪。我願意打開心門請耶穌進入我心中，作我的救主，並作我生命的主。我相信
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顯明祂是神的兒子。感謝您赦免我的罪，感謝您接受我作您的兒女，感謝您揀選我，感謝
您賜我永生，感謝您救我脫離地獄的刑罰，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N04111孫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