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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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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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這話是指著他死說的，他們卻以為是說照常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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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
「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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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大尼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六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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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求甚麼， 神也必賜給你。」
23 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耶穌說 「你兄弟必然復活

01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就是馬利亞和她姊姊馬大的村莊。
02 這馬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頭髮擦祂腳的；
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03 她姊妹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
她姊妹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 說：
「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
04 耶穌聽見
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
就說
這病不至於死 乃是為 神的榮耀
神的榮耀，
叫 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05 耶穌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子並拉撒路。
06 聽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
07 然後對門徒說：「我們再往猶太去吧。」
08 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往那裡去嗎？」
門徒說：「拉比 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 你還往那裡去嗎？
09 耶穌回答說：「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時嗎？
人在白日走路 就不至跌倒 因為看見這世上的光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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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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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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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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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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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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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祂，就俯伏在祂腳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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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悲歎 又甚憂愁
就心裡悲歎，又甚憂愁。

如果你是傳道人，你的會友經歷喪親之痛，
你希望會友的反應像馬利亞、還是像馬大呢？
希望會
應像馬利亞 還是像馬大
多年前，我有一位團契姊妹的父親突然去世，
出殯的晚上我去殯儀館安慰她、還有她的家人，
這個姊妹就抓著我的手臂一直在哭、話都說不出來，
我只能拍拍她的肩膀說：「不要哭、不要難過。」
後來我想，如果這位姊妹對親人離世的反應
好像馬大，那會多好，意思就是說 ─
我看到她時，她馬上站起來，說：「孫先生，謝謝你來，
父親前天突然在家裡暈倒，送到醫院已經來不及了。
在在
懷
我
事
他現在在天父的懷裡，我們很好、沒事，
因為我知道他有永生，他已經在天父的懷裡。」
如果我的朋友能夠像馬大這樣的回應，
說「我知道」，那會是多好。

剛剛那段經文有兩個人回應耶穌的探訪，
 一個是「我知道、我知道」的馬大
是「我 道 我 道
馬大
 另一個就是她的妹妹馬利亞，
回應時沒有講「我知道」
「
當然不是說馬利亞一無所知，而是在此時此刻，
知道能夠托住、能夠盛載的，實在是非常有限，
 應該卸下的是她的知道，承認自己是無能、無助，
在這個苦痛中，經歷倚靠神的憐憫、神的同在
 這是因為情感、關係，而建立的信心，
而不是一種理智的信心
我們需要從理智而來的信心，也需要
我們需要從
智而來的信
需要
由關係、能夠有感情建立的體會、信心。
我們 得容得下這 種的不 道 悲慟
我們必得容得下這一種的不知道、悲慟，
才能體會生命的連結、喚醒那退縮的信心。

後來我再仔細地思想 ─
我的姊妹，有必要什麼都知道嗎？
有
麼
也許在這一刻她最需要的，不是理性的知道，
而是在信心裡仰仗、等候，主的憐憫、主的安慰呢！
 一個什麼都知道的人，還能相信嗎？
 一個所有事情都有答案的人，有必要相信嗎？
我就想到，作為一個傳道人我自己，
我就想到
作為 個傳道人我自己
我需要凡事都知道嗎？
我應該 我能夠知道 切嗎？
我應該、我能夠知道一切嗎？
假裝自己知道嗎？
還是在那 刻，我只能在信心裡面
還是在那一刻，我只能在信心裡面
祈求主憐憫，
使得我能夠有憐憫的心、有智慧的心，
與我的會友、團契的姊妹同行呢？

我們現在身處的世代，可以說是資訊泛濫的世代，
「不知道 是不可思議 不能接受的
「不知道」是不可思議、不能接受的，
幾乎可以說我們什麼都應該有答案，
 不管遇到什麼問題，搜尋一下就馬上知道了
 但這些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夠帶來答案呢？
有很多所謂的知道、答案，都是扭曲的贗品，
不僅僅不能幫助、建立我們，
還可能帶來更大的破壞、更大的傷害
這些所謂知道的答案，
恐怕只會止息我們對生命的渴望和敬畏 ─
你什麼都知道，你還要相信什麼呢？
什 都 道
還
什
於是我們就把信心的種子給扼殺了！
你能夠接受有所不知嗎？能夠接受
在生命、體會中，有些事情你沒有答案、不知道的嗎？

作為父母的能夠完全知道、明白我們的子女嗎？
還是 為承 我
還是因為承認我們的不知道、不瞭解，謙卑下來
道
瞭解 謙卑 來
和兒女對話，彼此地建立、彼此的幫助呢？
你對配偶是完全知道、完全瞭解嗎？
我在神學院畢業以後結婚，師母跟我是同學，都覺得
自己很成熟、彼此瞭解對方、對自己有很好的把握，
可是結婚一個月就出了問題 ─
 有一天師母削了馬蹄放在一盤水裡，
我說：好有心、削得好美，我不好意思吃，
她那麼辛苦地弄、我就不敢吃了
 到了晚上感覺到我們之間有一些的困難，
到了晚
覺到我們 間有
的困難
原來師母是為了我去削馬蹄的，希望我要吃這些食物
我以為很瞭解 知道她
我以為很瞭解、知道她，
這個以為的知道，反而成為我們之間幾乎的一個誤解。

馬大說她知道，可是剛剛那個經文發現 ─
 她講完馬上就走，沒有再跟耶穌有對談
她講完馬
走
有
有對
 馬利亞沒有說她知道，只在耶穌的面前哭
這一個故事發生在耶穌愛的一個家庭，
跟耶穌有非常親密的關係…
5 耶穌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子並拉撒路。

耶穌所愛的人也有所不知，如果與耶穌那麼
耶穌所愛的人也有所不知
如果與耶穌那麼
親密的家庭還會有這樣的情況，何況你跟我呢？
在 們的生活 信仰的道路當中
在我們的生活、信仰的道路當中，
不知道、不明白就是生命的現實，
 不需要假裝、不需要埋怨
 在沒有辦法知道的處境中，我們得學習相信，
在相信的過程中，會慢慢地知道 ─ 真知道！

這一個小小的插曲讓我學會一個功課 ─
不因為我是一個傳道人、二十幾、三十歲、
為我是
傳道
歲
讀過很多的神學，不因為我的太太
也是一個傳道人、成熟的基督徒，
 我們必然可以彼此瞭解、彼此溝通的，
不見得是我們可以完全知道
 我們還是要謙卑地下來，
把生命敞開、彼此地對談
你願意接受你有所不知嗎？
 當學習接受不知道的時候，
會學習
課─ 信
信心的功課
的功課
就會學習另一個功課
 我們學習在行動當中來實踐 ─
實踐信心
實踐信心，
在信心裡面，我們會越來越真知道

2001/06/02 突然收到哥哥的電話，

「父親已經離開了！」
我趕到醫院去，大姊跟我說：
「寶玲，父親已經不在，回天家了。」
那時我從美國讀完博士、已經在神學院教書，
教了有七年之久、每天都在講聖經，
可是就在我的父親離開我們的那一天，
我突然間沒有辦法面對這個事實 ─
 我所學的一切、一切的知道，關於
聖經的、神學的、心理學的…，我是知道，
可是沒能托住那 刻 命中的那 種落差
可是沒能托住那一刻生命中的那一種落差
 在那個時候，我們只能夠謙卑下來，
求主幫助我們 托住我們 讓我們知道
求主幫助我們、托住我們，讓我們知道
生命真正的根源、穩當是在哪裡

約翰福音再一次提醒我們 ─ 耶穌是生命的主，
我們繼續讀下去
我們繼續讀下去，拉撒路果然是從死裡復生了，
果然是
復
可是拉撒路總有一天要死去。
所以我剛剛說「復生」、沒用「復活」這字眼，
「
「
 復活只有耶穌、這一位神的兒子
 拉撒路只是復生，再一次有了生命，不是永遠的，
有一天他還是會倒下來、生命最後的結束
耶穌就是要藉著這樣一個經歷，
讓馬大、馬利亞知道 ─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它的限制、
許多 不 道 不
許多的不知道、不能完全的理解
解
 最重要的是 ─ 我們知道生命的主宰是誰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如果你在這樣的處境當中，
希望你能夠在主面前謙卑下來 ─
傾倒一切的感情、一切的聲音、
一切的渴望、甚至一切的埋怨，
把你的知道放下來，讓主觸摸你、擁抱你、
讓主牽著你的手，走過這一段艱難的道路。
記得主給我們的應許 ─
不僅僅是向馬大和馬利亞家說的，
也是向我們說的…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願復活的大能在你、我的生命當中，
常常成為力量和勇氣。

耶穌說：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命。
 儘管有更多的不瞭解、不知道，
儘管有更多的不瞭解 不知道
這也是我們生命的現實、很真實的限制，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突破這些限制
 如果知道生命的主就是復活、就是生命，
我們相信 ─ 因為相信祂，能夠走過最艱困的道路、
走過死蔭的幽谷，祂的杖、祂的竿都安慰我們，
祂的同在賜給我們力量、幫助
希望你能夠在今天的經文裡面看得到 ─
就是主很愛的家庭、很愛的弟兄姊妹，
 還是必然經歷生命中的現實、包括死亡，
還
命中
實
死
不完全知道生命的奧祕、不見得有所有的答案
 他們能夠做的，就是在主的面前謙卑下來，
他們能夠做的 就是在主的面前謙卑下來
也許哭、也許難過，把自己完全地傾倒下來

親愛的主耶穌，

禱告

生命實在不能由我們的知道所能夠托住，
有許多的日子 我們很困惑
有許多的日子，我們很困惑，
當這些日子來臨的時候，
幫助我們學會相信
幫助我們學會相信。
當我們看不清、摸不透的時候，
讓我們緊緊地跟隨你 聽你的聲音
讓我們緊緊地跟隨你、聽你的聲音、
回想你的應許，幫助我們再一次地體會 ―
你就是復活、你就是生命，
信你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而這種能力在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當中，
每天的賜能、加力，讓我們有勇氣地過每一天的活。
奉主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