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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复活我是复活我是复活我是复活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 11:21-32 

 
马大对耶稣说，主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甚么，神也必赐

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
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么? 马大说，主阿，是
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她妹子马利亚说，夫
子来了，叫你。马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
方。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犹太人，见她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她，以为她要往坟墓那里去哭。马利亚
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约 11:21-32) 

 
    我们比较熟悉的复活是耶稣曾经让三个人从死里复活。耶稣曾因着怜悯使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路 7:15) 耶
稣也去管会堂睚鲁的家，让他十二岁的女儿复活。(路 8:55) 耶稣让拉撒路从睡在坟墓中四天之后死里复活。(约
11:44) 耶稣回答施洗约翰，使死人复活的能力是弥赛亚最重要的印证之一。(太 11:5) 在旧约中我们知道先知也
有能力使死人复活，以利亚在西顿的撒拉法使寡妇的儿子复活。(王上 17:22) 以利沙也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
活。(王下 4:35) 然而圣经所记载的复活例证远超过这些，你我不可轻忽这一个重要的真理。让我们一同思想圣
经中十七处记载复活的事实： 
 
 1 亚伯拉罕复活。 (路 16:25) 
 2 以撒、雅各复活。 (太 8:11) 
 3 摩西复活。(太 17:3) 
 4 以利亚在西顿撒勒法使寡妇的儿子复活。 (王上 17:22) 
 5 以利沙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王下 4:35) 
 6 以利沙的骸骨使死人复活。(王下 13:22) 
 7以西结书在异象中看见无数的枯骨复活。(但 37:5) 
 8 耶稣使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路 7:15)  
 9 耶稣让管会堂睚鲁十二岁的女儿复活。(路 8:55) 
10 耶稣让拉撒路从睡在坟墓中，四天之后死里复活。(约 11:44) 
11 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路 24:6) 
12 耶稣复活后，坟墓中有许多圣徒复活在圣城游行。(太 27:52-53) 
13 彼得在约帕使多加复活。(徒 9:40) 
14 保罗在特罗亚使犹推古复活。(徒 20:9-10) 
15 启示录中有两位见证人要从死里复活。(启 11:11) 
16 撒母耳死后在异象中对扫罗王说话。(撒上 28:15) 
17 约拿在鱼腹中三日豫表耶稣复活。(太 12:40) 
 
    既然有这么多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圣经为何还要详细记载拉撒路的复活? 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七个神迹中，
拉撒路的复活是最后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来思想复活这个问题，以及我们
对复活的基督有多深的认识? 
 
一一一一 彰显耶稣的神性彰显耶稣的神性彰显耶稣的神性彰显耶稣的神性 
 
拉撒路病了，他的姊妹马大，和马利亚打发人从伯大尼到约但河外去见耶稣，请他快来医治拉撒路的病。医

治病人是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事奉中从未间断的重点之一。(路 13:32) 这时已经有许多的病人来到耶稣面前全
都得了医治。(路 4:40) 马大，和马利亚确信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的时候，一定会立刻来救他的。但是，耶稣并
没有立刻赶到伯大尼去，为甚么呢? 难道耶稣不关心他们吗? 不是的，耶稣不但是他们的好朋友，这个家也是
耶稣的家，耶稣爱他们全家的人。(约 11:5) 耶稣是神，祂知道万事。祂知道即使立刻赶去，拉撒路也已经死
了。那时耶稣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等耶稣到了拉撒路家的村子时，他已经被放在坟墓里有四天了。约翰
告诉我们，耶稣不立刻赶去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儿子要因此得荣耀。神的儿子如何得荣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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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 
耶稣让门徒知道祂是神，因祂无所不知。耶稣听见拉撒路患重病的时候曾对门徒说，这病不至于死。(约

11:4) 耶稣原知道他已经是死了。(约 11:14) 耶稣是神，祂知道拉撒路即将要复活。(约 11:44) 耶稣用睡了来代表
死了，因为睡了的人还可以醒过来，耶稣要去叫醒他。(约 11:11) 耶稣也知道几天后，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时，将有极大的欢喜。(约 11:15) 虽然门徒暂时不能明白耶稣的美意，但到时候他们不但明白，而且能确信耶
稣是神的儿子。(约 11:15) 

 
2 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 
耶稣让门徒知道祂是神，因祂无所不能。过去所有从死里复活的前例，那些复活的人都是刚死了不久的。拉

撒路却已死了四天都已臭了，他不可能今生再复活。马大是这样想。马大听说耶稣来了，就出去迎见他，对他
说的第一句话是:「主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约 11:21)。她告诉耶稣，你现在才来，已经太迟
了。她不知道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她以为耶稣和神有特殊的关系，神一定会听耶稣的祷告。她认定耶稣可能
求神赐下一些帮助，来安慰伤心的人，让这场悲剧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结局。然而耶稣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
复活。」马大一点也听不懂耶稣的意思，她以为耶稣是安慰她，在末日复活的时候，她的兄弟必复活。这时，
耶稣作了一个重大的宣告。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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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11:25，26) 马大知道耶稣的意思，耶稣正在宣告祂是耶和华。犹太人相信神只
有一位，耶稣宣告祂是独一的真神。(申 6:4) 马大回答耶稣说:「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
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真的信吗? 耶稣明说祂是全能的神，祂是惟一能赐生命的，也是惟一能使人复活后，且
活到永远的。等到拉撒路真从死里复活时，耶稣的神性就彰显出来，耶稣以无罪神圣的生命胜过了死亡，击溃
了掌死权的魔鬼，以复活的大能显明祂是神，显明祂就是复活，祂就是生命。  

 
    马利亚来到主前，所说的第一句话和马大所说的完全一样:「 主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约
11:32) 马利亚和马大一样，她对耶稣的能力的看法有限，她认为耶稣只能治病，即使能让刚死的人复活，也不
可能将已经腐烂变臭了的死人复活，那时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耶稣看见大家都在哭，祂心里也悲叹，
又甚忧愁。「耶稣哭了。」(约 11:35) 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圣经，是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耶稣不是为拉撒路
的死而哭，因为祂知道复活的神迹很快就要发生了。耶稣为甚么哭了? 耶稣是爱，神爱世人，祂看见了罪所带
来的咒诅，看见了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耶稣心里悲叹，因为神所传的救恩有谁相信呢? (赛 53:1) 人的心和眼都
被蒙蔽，看不见神所预备的羔羊，耶稣心里忧愁(赛 53:3)。因为祂是神，祂看到末日审判的刑罚比这暂时的睡
了不知痛苦多少倍。人暂时的离别都这样痛苦，何况那永远的沉沦所带来的懊悔。谁能担当得住呢? 因这缘
故，耶稣哭了。 
 
二二二二 彰彰彰彰显复活的能力显复活的能力显复活的能力显复活的能力 
 
    众人看见耶稣哭了就说，祂既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么(约 11:37)? 说这话的人并不相信耶稣真
能叫人不死，他们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认识耶稣是谁，也不相信耶稣竟能让死了四天的人立刻复活。耶稣此在行
复活的神迹时，作了几件事: 
 
1挪开石头挪开石头挪开石头挪开石头 
    此石头必定是很重的石头，石头挡在坟墓的洞前其目的是让人和动物都不能进坟墓去骚扰死人。耶稣移开石
头的目的并不是要看一看死去的拉撒路，乃是要让即将复活的拉撒路可以从坟墓中出来。 耶稣可命令石头从洞
口移开，就如耶稣教导门徒信心可以移山一般。(太 17:20) 但是他没有这样作。耶稣可差遣天使将坟墓的石头
移开，就如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所发生的。(太 28:2) 耶稣也没有这样作。耶稣却吩咐在那里的人将石头移
开，耶稣要他们在亲眼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前，亲手摸着石头，让他们亲身参与并且经历神迹，好增添他们
日后的信心。他们虽然不知道将要发生甚么事，马大对耶稣说，死了四天的人已经臭了，也就是要他们预备
好，石头一移开，臭气就会从坟墓里漫出来。耶稣吩咐他们将石头移开是带着权柄说的，不然，没有人会作这
徒劳无功，有损无益的事，但是他们顺服了。因着他们的顺服，他们就看见这神迹。 
 
2感谢天父感谢天父感谢天父感谢天父 
耶稣举目望天，感谢父神。祂这样作并不是求天父听他的祷告，祂知道天父一直是听祂的祷告的。(约 11:42) 

祂感谢天父，是因为站在那里的人将要看见神迹而相信耶稣是父神所差遣来的。(约 11:42) 耶稣怜悯人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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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若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在行这神迹前，耶稣归荣耀给父神，因父神将要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使人得
重生，叫人有活泼的盼望。(彼前 1:3) 

 
3大声呼叫大声呼叫大声呼叫大声呼叫 
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死人就出来了，这是豫表将来死人都要复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复
活，从坟墓里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 5:29)。为甚么要大声呼叫? 要让死人听见，末后耶
稣亲自从天降临，将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前
4:16)。当耶稣叫拉撒路出来时，耶稣叫他的名字，牧人按著名叫羊的名字，把他们领出来。(约 10:3) 羊也会听
牧人的声音，羊认识牧人，也跟着牧人，耶稣答应跟随祂的永不灭亡。(约 10:27，28) 耶稣有权柄让死人复
活，他必须要叫拉撒路的名，不然，耶稣喊叫说，出来，坟墓里的死人都要起来了。(太 27:52，53) 已死的圣
徒都在等那一天来到，那是快乐的日子，是复活得永生，得赏赐的日子。(但 12:2) 但复活有先后的次序，信主
的人将先复活，不信主的人要在千禧年之后才复活。那些不信的人要受被扔到硫磺火湖里，必昼夜受痛苦，直
到永永远远。(启 20:10-15) 
 
三三三三 带进更大的复活带进更大的复活带进更大的复活带进更大的复活 
 
    看见这样的神迹，应该每一个目击者都相信了，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那些来看马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
所行的事，就多有信祂的。但其中也有人去见法利赛人，将耶稣所作的事告诉他们。大祭司该亚法从此就想要
杀耶稣。他豫言耶稣必要死，耶稣是要替这一国死，并且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约 11:52) 这样的
豫言居然从耶稣的仇敌口中说出来。该亚法并不知他自己在说豫言，这事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自己。(约
11:51)  
 
    如果看见和听见拉撒路的复活人心变得更硬，那么行这神迹的目的是甚么呢? 这神迹乃是要引进耶稣的复
活。那时逾越节近了，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了。耶稣不死就不能复活，耶稣的复活与拉撒路的复活不同。拉撒
路复活后仍然要再死，他也不能救别人脱离死亡。耶稣复活后，死亡的权势被摧毁，耶稣不受第二次死之害。
耶稣的死如同一粒麦子死了，埋葬了，却在复活里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约 12:24) 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也必
要复活。(林前 15:22) 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复活的盼望贯穿全本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都讲到复活及活到永远的真理。豫表基督是我们的复活。 
 
1 基督为童女所生击败撒但基督为童女所生击败撒但基督为童女所生击败撒但基督为童女所生击败撒但  
    夏娃和亚当先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曾经警告他们吃的日子必要死。但是女人的后裔将要与蛇的后裔
争战而得胜。既然有女人的后裔，他们就不会立刻死，乃是还有存活的机会，亚当就给妻子取名叫夏娃，就是
活了的意思。吃了禁果本来是死了，但是有神的话临到。(创 3:15) 他们就有复活的盼望。夏娃是众生之母，所
有的后裔都直接或间接从夏娃而出，这复活的盼望也临到所有亚当的后裔。(创 3:20) 这复活的盼望就是女人的
后裔，豫表基督为童女所生。(太 1:23)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如此记载:「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祂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 4:4-5) 
 
2 基督羔羊的血有赎罪之功基督羔羊的血有赎罪之功基督羔羊的血有赎罪之功基督羔羊的血有赎罪之功 
    亚当的长子该隐杀了次子亚伯。(创 4:8)亚伯死后并没有灭绝，因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他仍然能说话，他向
神哀告。(创 4:10) 到了新约时代，希伯来书记载亚伯是一个对神有信心而献羊羔为祭的人。神悦纳他信心的祭
物，亚伯因信称义。虽然死了，仍旧说话。(来 11:4) 亚伯所献的羊羔豫表基督为代罪羔羊，基督的血与亚伯的
血都流出，但是基督所说的话，比亚伯所说的更美，基督的血救赎我们脱离死亡，赐给我们新生命，使我们在
基督里得以复活。(来 12:24) 
 
3 基督是义人复活的盼望基督是义人复活的盼望基督是义人复活的盼望基督是义人复活的盼望 
    约伯在列祖时代受圣灵感动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他对神有信心，他深信在这皮肉毁
坏、灭绝之后，他必在肉体以外得见神。他说:「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伯 19:25-27) 旧
约先知称约伯为义人，是对神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的人。(结 14:14,16,18,20) 新约雅各书也称赞约伯，「你们听见
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雅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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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拉罕因为信神，愿意顺服神。他将他的独生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为燔祭。(来 12:24) 神喜悦亚伯拉罕对神
的信心和顺服，就从天上应许他，将来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创 22:18) 他的后裔是单数
的，不是指着他的众子孙，是指着那一个子孙，乃是指着基督。(加 3:16) 亚伯拉罕所献上的独生子，豫表了神
将要献上祂自己的独生子。亚伯拉罕在摩利亚的山地献上独生子，神也在摩利亚的山上，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城
外的各各他山上献上基督。(创 22:2; 代下 3:1) 亚伯拉罕如何亲手献上独生子，父神也如何亲手献上独生子耶稣
基督。(创 22:12; 罗 8:32) 亚伯拉罕如何在神的圣山上得到神的预备，以一只羔羊的生命代替他的儿子，神也为
人在圣山上预备了救恩，基督是神的羔羊，以祂自己的生命代替了我们被献在祭坛上，为我们而死。(创 22:13; 
约 1:29) 亚伯拉罕如何在旷野三天仿佛已失去他的儿子，基督也如何在地底下三天，天父三天失去祂的儿子。
(创 22:4; 太 12:40) 亚伯拉罕如何在失去独生子后第三天得回他的独生子，父神也如何在失去独生子后第三天得
回他的独生子。(创 22:14; 太 20:17) 这就是最宝贵的信心，得到最宝贵的应许。亚伯拉罕信神能使他的独生子
从死里复活，豫表父神能使祂的独生子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来 11:19; 罗 1:4) 复活的盼望早在列祖时代就赐
给敬畏神的人了，感谢神! 
 
4 基督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基督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基督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基督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 
    大卫在主前一千年前受圣灵感动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
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 16:10-11) 「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
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像，就心满意足了。」(诗 18:15) 
 
5 基督再来时人必要复活基督再来时人必要复活基督再来时人必要复活基督再来时人必要复活 
    论到世界的末日，但以理书如此记载:「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
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
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 12:1-2) 「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
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6 基督明说人听见祂的声音就要复活基督明说人听见祂的声音就要复活基督明说人听见祂的声音就要复活基督明说人听见祂的声音就要复活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
了。」(约 5:25) 又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
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 5:28-29) 
 
7 保罗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保罗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保罗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保罗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 
    保罗指出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论到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复活接受主的审判。「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
「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罗 14:10-12，赛 45:23)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有复活的盼望，就不可活着像没有指望的人。(帖前 5:13-18) 如果我们不相信
死人会复活，我们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怜。(林前 15:12-19) 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有三千人信主，彼得的中心信
息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徒 2:32) 彼得在圣殿的讲道让五千人信主，他所讲的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徒 3:15) 现
在若有人没有听过复活的事，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所要传的内容就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听见就信的人有
福了。圣经应许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 10:9) 我们得救乃是本乎
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 2:8-9) 愿多人因着耶稣基
督从死里复活的凭据，悔改，信主，免得被神审判。(徒 17:30-31) 你愿意现在就祷告，求神赦免你的罪，赦免
你自我为中心的罪，心思意念犯奸淫的罪，贪婪的罪，骄傲的罪，自私的罪，说谎的罪，不原谅别人的罪，不
怜悯人的罪，不公义的罪，伤父母心的罪，不照顾家人的罪。不要再活在罪恶之中，不惧怕死亡，不惧怕审
判，不惧怕地狱。你愿意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邀请耶稣进到你心中，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生吗? 不要
错过这个机会!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不完全，愿意到上帝面前来认罪，现在请低头如此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来到祢面前，
承认我是罪人，求祢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打开心门请耶稣进入我心中，作我的救主，并作我生命的主。我相信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明祂是神的儿子。感谢您赦免我的罪，感谢您接受我作您的儿女，感谢您拣选我，感谢
您赐我永生，感谢您救我脱离地狱的刑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N04111S孙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