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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認識到生命就是創造主的恩賜，
這是
這是可以體會、經歷的生命，
體會
歷
命
不作遐想、不言懊悔，只是凝視、
珍惜此間在我們身邊的生命，
 如果能夠這樣珍惜，
「永生」在某個角度已經實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如果瞥見恩典，而對生命有非常的擁抱、珍惜，
已經是從黑暗入奇妙光明、出死入生了
雖然因為福音的緣故，能夠品嘗永生的味道，
 可是就好像拉撒路一樣 ─
雖
雖然從死裡復活，還是最後要到墳墓裡去
還 最
墳
 今天思想這段經文的時候，
讓我們再來想 想
讓我們再來想一想
「永生」究竟對我們有什麼樣的意義

死亡真實、讓人傷痛，
這是馬
這是馬大、馬利亞、任何一個曾經
馬
曾
在醫院裡、在墳墓面前站立的人，
都能夠深深體會的傷痛。
就在這個傷痛的現實裡，也有很珍貴的一面，比方：
 我們能夠永遠擁有的，大概不會珍惜
 我們不能夠永遠擁有的，應該會非常地珍惜，
像身邊的父母、配偶、子女、朋友、弟兄姊妹，
我們都知道這些生命有一天要離我們而去，
明白這一點，我們應該非常珍惜
在
時
非常珍惜
命
和他們在一起的時間、非常珍惜他們的生命
這一種對生命的珍惜、對生命的體會，
就是約翰福音所講「永生 的部分意義
就是約翰福音所講「永生」的部分意義。

約翰福音十一38 - 44
38 耶穌又心裡悲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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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死人的姊姊馬大對他說：
「主
「主啊，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他 在 是臭
為他
40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信 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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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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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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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撒路是從墳墓裡面出來了，
 永生在此刻好像已經實現了
永生在
像
實
 可是沒有完全，因為拉撒路
總有一天還是要回到墳墓裡面去的
我們在信主的經歷當中，嘗過恩典給我們的好處 ─
 生命得到了莫大的恩惠
 從黑暗進入奇妙光明、是死而復生的
可是也體會在實際的生活當中，
無論如何珍惜、努力，生命還是要過去的。
儘管我們是耶穌基督的跟從者、神的兒女，
 肉身還是要過去、還是會衰敗的
 無論多麼地努力，
生命當中還是免不了淚水、苦痛

是以色列在 1948 立國的宣言，
覆滅
覆滅了接近二千年，就好像拉撒路從墳墓出來一樣，
近 千年
像
墳墓 來 樣
以色列民族也從歷史的墳墓裡面走出來。
可是中東一直以來的局勢都是那麼的血腥，
究竟以西結書對猶太人、我們今天、
甚至對整個世界有什麼意義呢？

以西結書卅七章

1948/5/15 七十五萬巴勒斯坦人

隨著以色列立國失去家園，直到今天，
上百萬的巴勒斯坦人成為無家可歸的難民。
 以色列人曾經飽經被擄掠、遭放逐的痛苦
 諷刺的是，曾在這地居住的巴勒斯坦人
諷刺的是 曾在這
斯
被極端的以色列人攆出去，悲劇再重演，
這 次的苦痛是在其他人身上
這一次的苦痛是在其他人身上，
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跟 約翰福音十一章 有挺密切關係的一段舊約經文 ─
以西結書卅七章11-14
11 主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主對我說：「人子啊 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
我們的指望失去了 我們滅絕淨盡了
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
12 所以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
『我的民
『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墓，
我 開你們的墳墓
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
我
我 你
墳墓
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
我
我的靈
就 活
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
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們來看教會的歷史，不免也會看到
基督的身體 就是教會
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何嘗不是支離破碎呢？
嘗 是支 破碎
二千年的教會歷史，
 可歌可泣的歷史片段當然很多
 糾結、腐敗痛苦的片段，也真的不少，
一點也不比教會以外的處境來得少
 讀新約，會看到保羅所寫的教會，
每一個都有她自己的問題、困難
所以我們說 ─
約翰福音所講的永生、我們信仰裡所講的永生，
不僅僅是這
不僅僅是這一生的體會，
的體會
無論個人或是群體經歷了
何的恩典
何的力量
如何的恩典、如何的力量，
都是沒有完全的一種生命。

永生，是已經發生的、已然的現實，
可是這不是永生的全部，
可是這不是永生的全部
 無論是個人的人際的關係、
教會的整體、整個世界的發展，
都有許許多多的創傷、痛苦
 此生雖然是真實地體會永生，
還沒有完全體會永生的應許、永生的恩典
林前十五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眾 更可憐
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永生不僅僅是我們這幾十年的光景，
也不僅僅是幾百年、
幾千年人類歷史的光景，
我們必須要等候、仰望一個永遠的生命！

這是一個永遠的生命，至於是怎麼一回事呢？
沒有 個人說得很清楚
沒有一個人說得很清楚…
保羅在 林前十五 花了很多筆墨來形容這個身體，
只能說是一個榮耀的身體，
 耶穌基督復活、有一天我們都要從死裡復活
 都要享受我們今天還沒有完全體會的、
永生真正的意義
約壹三2a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

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
無論保羅、約翰，都是非常渴望、等候，
無論保羅
約翰 都是非常渴望 等候
也堅信這永遠、將來、復活的生命。
可是沒有 個人可以說得清楚，我們只能因為
可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得清楚，我們只能因為
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相信、等候、盼望。

耶穌的話不僅有象徵的意義，也有非常實質的應許 ─
我們必須相信 個永遠的生命
我們必須相信一個永遠的生命，
 超過我們今天所能夠體會、品嘗、經歷的生命
 耶穌所說的永生，必須要由突破
裹屍布和墳墓的耶穌基督來代表，
就是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所代表，
是永遠的生命、將來的生命
啟廿一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號 疼痛 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這個生命是還沒有來臨、未然、將來的、not yet，
 我們已經品嘗了永生的已然，不是永生的全部
 我們必須渴望、等候、永生的未然，
一個 not yet 的永生的一面

約十一25-26 耶穌對馬大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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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都會說「相信」。
可是在已然、未然的張力當中，
 有許多的現實
使得我們覺得很沮喪、很困苦
 眼前的苦痛、困難，掩蓋了我們
對永生的的盼望、對永生的憑據
然而神藉著耶穌基督釘十字架來提醒我們，
祂的榮耀 祂的能力
祂的榮耀、祂的能力
是在人想不到的情況下彰顯出來的，
在我們看來是軟弱 苦痛當中
在我們看來是軟弱、苦痛當中，
卻是神大能的彰顯！

約十二24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看起來是很無奈的結局，卻是衍生出
更多更多的榮耀、更多更多的能力！
神常常藉著一些很微小的、看起來沒有能力、
神常常藉著
些很微小的 看起來沒有能力
很無奈、很痛苦的人，來激勵我們 ─
 提醒我們永生是真實的
提醒我們永生是真實的，永生的盼望是不能
永生的盼望是不能
被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限制所奪去的
 我們為著這
我們為著這一些微小的肢體來感謝神，
些微小的肢體來感謝神，
 是他們讓我們體會什麼叫盼望
 讓我們體會怎麼樣在苦痛當中
依然能夠堅持保羅所說的 ─
沒有一個事情可以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個愛在基督耶穌裡的

母親對源三的反應非常的興奮，
回家就馬上寫
回家就馬上寫了一張日文的五十音表，當母親指到
張日文的五十音表 當
他想要表達的文字、他就眨了一下眼，
如此一字、兩字、一句、一段地記錄下來。
在母子心靈的默契之下，
1975 距離開始眨眼創作的二十二年，
出了第一本的詩集【我的恩典夠你用】，
接著那一年，母親就去世了。
他在詩集裡面表達對母親的謝意：
做我的手、做我的腳，悲傷痛苦總與我同擔的母親，
「要讓原三先去天國，我才去」，
總是這麼說的母親得先走了，真對不起，
― 初春的早晨蒙召去了天國的母親。
一個癱瘓的身體，盛載的是喜悅，這不是永生、是什麼？

一位日本的基督徒水野源三，生於 1946 年，
九歲時染上 赤痢 導致全身癱瘓 唯
九歲時染上了赤痢、導致全身癱瘓，唯一
可表達的就是眼睛，有耳可聽、不能說話。
源三患病後三年，用盡能力說出「我想死」，
「
可以想像悲傷如何地籠罩這個家庭。
可是神的恩典臨到這個家庭，
福音藉著肌肉萎縮、行動不便，
但堅毅、不離不棄的宮尾隆邦牧師臨到水野一家，
因為「約九3 是要在孩子的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得到安慰，源三、還有他的父母，先後都信了主，
家 掙
暗
墳
整個家庭掙破了黑暗沮喪的墳墓，
相互扶持地走向光明和溫暖。
某天，源三到診所複診，醫生說：「如果你
某天，源三到診所複診，醫生說：
如果你
聽懂我的話，眨一眨眼睛。」源三馬上眨了眼睛…

還有一首詩表達出永生的力量…
蘋
蘋果結實的秋天身體癱瘓了。
實
身體癱瘓
波斯菊綻放的時刻、初聞耶穌的話語，
翻讀聖經在蟋蟀鳴叫的夜，
救贖的喜悅無法成眠的夜。
無法成眠不是糾結、痛苦、埋怨、癱瘓，
是因為救贖的喜悅！
 除了復活的能力、還會是什麼，
使得這樣一個朋友、這樣一個家庭
有如此的力量呢？


謝謝神，藉著這些微小的子粒、微小的肢體，
謝謝神
藉著這些微小的子粒 微小的肢體
來提醒我們 ─
永生是真實地在我們當中，
無論我們的環境多麼的艱困。

親愛的主，你是復活的主，
生命在你、復活在你。
生命在你
復活在你
我們不僅僅是品嘗了恩典的能力和美，
我們也等候全然得贖的日子，
所以在我們困倦的日子、軟弱的日子，
求主繼續幫助我們。
謝謝你藉著很多的看起來微弱的肢體，
提醒我們福音的能力，我們感謝你，
也祈求你幫助我們能夠成為別人的提醒。
聽我們的禱告和立志
奉你的名求，阿門。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