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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26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路四：3 – 七：50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路四：31 至七：50）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基督徒的婚姻］ 
(2) 弗五：23,25 

 
兩人一組複習。 
(2) 愛與領導。弗五：23,25。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你們作丈

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4 
研經（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十一：1-57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約十一：1-57。約十一（約十：40 - 十一：57）描述耶穌基督從主後

29 年 12 月至主後 30 年 2 月（三個月）期間，在比利亞（路十三：22 – 十九：27）和伯大尼的事工。 
 

在約十一：1-44，耶穌從約旦河的另一邊來到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拉撒路從死裏復

活是比一切神蹟更大的神蹟，證明耶穌基督確實是彌賽亞。正如使餅增多的神蹟是一個標記，表明耶穌基督是

生命的糧（六：35）；治好生來瞎眼的人的神蹟又是一個標記，表明耶穌基督是世上的光（八：12）；叫拉撒

路從死裏復活的神蹟也是一個標記，表明耶穌基督是復活和生命（十一：25）。這個神蹟直接引致猶太公會正

式商議要殺耶穌基督（十一：47-55）。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約十一：1-57。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十一：9-10 
探索 1. 神賜給我去完成祂交託予我的任務的時間。 
 

門徒看見這情況，就勸耶穌不要回到猶大去，因為猶太人想要殺祂。可是，耶穌回答說每天都有固定的時間有
光。人必須在有光的時候走路。耶穌的意思是，神給祂一段明確的時間去履行祂在世上的工作，並完成祂的工

作。那段時間不會因門徒想要採用的任何方法而延長，也不會因祂仇敵的任何計謀而縮短。神是滿有權能的，

祂分給各人的時間不會因各人在地上的環境而改變！父神也給我一段明確的時間活在世上，履行祂交給我的任

務，並完成我的任務。只要我按照神的計劃行事，就不用害怕任何人或任何境況。我不會遭受任何真正的傷

害，也不會失敗！神坐在宇宙的寶座上，掌管所有人和所有境況，這是何等奇妙的確據（讀太十：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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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33-35 
探索 2. 耶穌如何心裏悲歎。  
 

耶穌看見馬利亞和猶太人為已死的拉撒路哭泣，就心裏悲歎，又甚憂愁。 
 

第一個詞“心裏悲歎”的意思是“像馬一樣噴鼻息”或“變得憤怒或不高興”。當耶穌看見別人受苦，就滿心

憤恨。為什麼？祂對罪滿心憤恨，因為罪是一切痛苦、死亡、悲哀和憂愁的根本原因。但耶穌是心靈上悲歎，

而不是臉上悲歎。這個詞表達的是同情，而不是憤怒。因此，它的意思是為受苦的人“深感同情而悲歎”。 
 

第二個詞“憂愁”的意思是“搖動發抖”，在約十二：27，它是指內心不安。它的意思是“由於內心不安而顯

得焦慮不安”。當耶穌看見別人受苦時，祂顯得焦慮不安。 
 

這兩個詞連在一起表明一個事實：耶穌對罪感到憤怒，因為罪是所有痛苦和悲傷的根源，但祂也對受苦的人深

感同情而悲歎。耶穌終於哭了起來。祂的眼淚表明祂對受苦的人深表同情和關愛。我也要表達如耶穌那樣的情

感。我要對罪感到憤怒，也要對那些因罪所帶來的後果而受苦的人深表同情！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約十一：1-57 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十一：12-13 
問題 1. 基督徒如何看死亡和復活？ 
筆記。 
 

 (1) 死人的靈魂並不會在房子或墳墓裏游蕩。 
聖經說死人的靈魂並不會在他們居住的房子裏游蕩。他們也不會在墳墓周圍游蕩。因此，基督徒並不害怕死人

的靈魂，也不會在他們的家裏、墳墓裏、寺廟裏或任何地方敬拜死人的靈魂。聖經指出，死人的靈魂會立即去

到天堂或地獄。根據腓一：23，基督徒死了就是“離世與基督同在”。 
 

 (2) 在聖經中，“死”常比作“睡了”。 
舉例說，太二十七：52 寫道：“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這個相比意味着在睡了的另一邊是滿有榮耀

的醒來。在聖經中，從死亡的睡夢中醒來稱為身體的復活。耶穌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這話是指

“拉撒路死了，他的身體卻要從死裏復活！” 
 

 (3) 死人的靈魂不知道世上發生的事情。 
雖然死亡被比作睡眠，但聖經並沒有教導，死人的靈魂是在完全無意識的狀態下睡了。靈魂只是對它已離開了

的這個世界沒有意識。死人的靈魂，例如亞伯拉罕和雅各，無法看見或認識世上的人（賽六十三：16）。死了

的人“毫無所知”，“在這世上所發生的一切事上，他們永不再有分了”（傳九：5-6）。雖然那個死了的財

主想起五個還在世上的兄弟，卻不知道他們的光景，也無法與他們說話（路十六：23-31）。死人的靈魂不知

道地上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也無法與地上仍活着的人有任何接觸。他們無法計劃、無法工作，也無法對仍活在

地上的人產生任何影響。撒上二十八所描述的事件是邪靈假冒的。 
 

 (4) 死人的靈魂不是很清楚天堂就是很清楚地獄。 
在路十六：23-31，我們讀到死人不是睡了的，而是完全清醒的。他們很清楚知道自己永恆狀態，到底是在地

獄裏受苦，還是在天堂上享福。已死的基督徒的靈魂對於他們已離開的世界是有意識的！對於神、基督、在天

上的人，如亞伯拉罕，他們是有意識的。他們與神同在、與祂談話、敬拜祂，也事奉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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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5-26 
問題 2. 耶穌說基督徒永遠不死，這話是什麼意思？ 
筆記。 
 

在 25-26 節，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

死。” 
 

 (1)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這意味着從死裏復活與耶穌基督的關係密不可分。這句話也可以翻譯成“復活和生命就是基督”，意思是從死

裏復活和不朽壞的生命都植根於基督（啟一：18）。因為基督自己從死裏復活並永遠活着，基督徒也會從死裏

復活並永遠活着！耶穌是死人復活和永生的源頭。 
直到如今，耶穌基督是從死裏復活的“果子”（林前十五：23），也就是首先和唯一從死裏復活的那一位！基

督徒只有在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才會從死裏復活，然後與祂不朽壞的生命有分。 
 

 (2) 耶穌說：“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當拉撒路病重，他的姊妹就打發報信者去見耶穌。在第 4 節，耶穌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

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但耶穌並沒有立即趕去醫治拉撒路。祂延遲回去，因此，當祂到了伯大尼時，拉撒路

已經死了四天，他的身體在墳墓裏漸漸腐爛了。在 21-22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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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無論向神求什麼，神也必賜給你。”這並不是表示責備或怨恨，而是表達痛

苦悲傷之情。她意識到耶穌來得太晚，無法醫治拉撒路。然而，或許因為報信者已經告訴她耶穌說這病不至於

死，她心中仍有一線希望，就是耶穌甚至能使拉撒路復活。馬大心裏並沒有排除拉撒路從死裏復活的可能。現

在，她至親的家人去世了，她心裏出現巨大的掙扎。一方面，雖然她相信拉撒路在末日復活的時候必從死裏復

活，但她為拉撒路現在已死了的事實而感到悲傷。另一方面，因着耶穌對報信者所說的話，她希望神蹟會發

生。悲傷所帶來的黑暗與盼望所帶來的光明，正在進行一場殊死搏鬥。 
 

接着，耶穌說：“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耶穌所說的話遠遠超過馬大所相信的！ 
 

這句話是指着死亡的時刻。雖然一直相信基督的信徒的身體終必死亡，但他的靈活着！雖然他的身體必死，並

歸於塵土，但他的靈卻永遠不死！他的靈必與基督復活的生命有分，並且體驗到擁有永生確實是一種沒有死亡

的生命。基督徒在死的那一刻，身體歸於塵土，但他的靈立即進到天堂與耶穌基督同在。在腓一：23，保羅說

他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他死去的身體什麼也經歷不到，但他的活着的靈經歷到與基督同在並得享永生！基督

徒在肉身上必死的生命必終結，但他在靈裏的永生卻永遠長存。 
 

 (3) 耶穌說：“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這句話是指着死之前的時候。這描繪基督徒死之前活在地上的情景。所有屬靈生命活着並一直相信耶穌基督的

人，永遠不會嘗到永死的滋味。根據帖後一：9，“永死”是靈魂和身體都與神的慈愛和眷顧隔絕。然而，基

督徒永遠不會經歷這種情況。他的靈和他的身體永遠不會與神的同在、慈愛和眷顧隔絕。只要他還活在世上，

他的靈就可以經歷永生，他必死的身體也可以經歷神的慈愛和眷顧。 
 

當他的身體死了，他的靈立即進到天堂與神同在。雖然他的身體必躺在墳墓的塵土裏，但神永不丟棄他的身

體。根據約五：25-29，當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祂必使身體復活。根據腓三：21，祂必將我們卑賤的身體

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根據林前十五：42-44，基督徒的身體將會是榮耀和不朽壞的！ 
 

總結。在第 25 節，耶穌應許基督徒的靈魂永遠不會經歷死亡。在 26 節，祂應許即使基督徒的身體在墳墓裏也

不會被神丟棄！雖然基督徒在肉身上必死，但他的靈永遠不死，不但如此，他那躺在塵土裏的身體也總不會與

神的眷顧隔絕。 
 
 

十一：47 
問題 3. 公會是什麼？ 
筆記。 
 

公會是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太五：22），也是羅馬帝國裏猶太人的最高統治機構。它在馬加比時期（約主前

150 年）開始出現，設在耶路撒冷。公會由七十一個成員組成：包括大祭司，他們是最重要的祭司家族的成

員、族長，他們又稱為長老、文士，他們是詮釋猶太聖經的專家，以及教法師，他們不斷闡述那些基於成文律

法的口頭傳統。在任的大祭司是公會的主席。公會管理一切宗教事務，甚至包括住在外國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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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49-52 
問題 4. 該亞法是誰？  
筆記。 
 

從主後 18 年到 36 年，他是大祭司，也是公會的主席。他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發出了一個關於耶穌基督的重要預

言。耶穌將要替神的子民死，也就是為猶大國的信徒死，祂必將神四散的子民，也就是外邦人的信徒，都聚集

在一起，使他們成為一國（參看約十：16；彼前二：9-10）。 
 
 

十一：47-53 
問題 5.  像該亞法這樣邪惡的人怎能說預言呢？ 
筆記。 
 

 (1) 該亞法的意圖。 
該亞法說：“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這個惡棍並不是心懷好意。該亞法

的意思是，如果以色列人跟隨耶穌，羅馬人就會來毀滅猶大國。但如果耶穌被處死，猶大國就得救了。卑鄙無

恥的該亞法試圖以高尚的愛國精神為幌子來除掉耶穌，因為耶穌對他的聲望和榮耀構成阻礙！可是，諷刺的

是，在歷史上發生的事情恰恰相反。當猶太人殺害耶穌時，他們在個人和國家的層面上都把自己置於死地。羅

馬人在主後 70 年摧毀耶路撒冷、聖殿和猶大國！該亞法想要殺害耶穌的陰謀得逞了，但結果卻與他的意圖完

全相反！ 
 

 (2) 該亞法的預言。 
可是，約翰為什麼在 51-52 節說，該亞法這話不是出於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一

國死？約翰指出神以祂的權能掌管歷史。在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定意、容許和掌管的（參看賽十

四：24，27）。神以祂的權能掌管該亞法的話，使他的話蘊含更深的含意，連該亞法自己也意識不到。該亞法

因他的職分而不由自主地發出預言。在舊約時代早期，以色列的大祭司用烏陵和土明宣告神的旨意（出二十

八：30）。現在，神容讓該亞法說預言，雖然他自己也不明白所說的是什麼。該亞法在他所說的話中注入一個

意思，但神在他所說的話中注入另一個意思。 
 

雖然該亞法和猶太人的公會密謀殺害耶穌，但神已計劃了藉着祂的死來拯救世上多人！該亞法定意行惡，他要

為他的說話中的邪惡意念負責，但神定意要作榮耀的事。這段經文讓我們得以一窺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之間的

關係之奧秘。該亞法完全有自由說出他邪惡的心促使他說的話。然而，神權能的旨意和大能掌管該亞法選擇要

說的話，使這個冷血凶手所說的話準確地表達神偉大的救贖計劃！邪惡的該亞法成了先知，連他自己也不知

道。正如在舊約時代神透過邪惡的先知巴蘭說話（民二十三），現在祂透過邪惡的大祭司該亞法說話。 
 
 

十一：51-52 
問題 6.  耶穌基督只是為猶大國死嗎？ 
筆記。 
 

不是，經文說：耶穌“也不但替這一國死，並要將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歸一。”該亞法使用了“以色列國”這

個詞，指的是一個政治單位。然而，約翰使用它作為一個屬靈的概念，因為它與“神的子民”的概念相似。神

的子民就是相信耶穌基督的人，也就是重生的兒女。耶穌為兩種人受死： 
• 首先是“猶太人當中相信神的人──神的子民” 
• 其次是“神四散的子民”，也就是“外邦人當中相信神的人──神的子民”。 

約翰在這裏重述了耶穌在約十：16 中所說的話。耶穌有羊是在猶太人圈裏的，除此之外，祂另外有羊是在外

邦人圈裏的，祂必領他們來，並且使他們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耶穌在約十二：32 中也重述了同樣的觀點：“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最終，萬膝必

向耶穌基督跪拜，無論是甘心樂意的，還是不情願的。萬口必承認耶穌基督是真正的“主”，無論是相信的，

還是不相信的。（腓二：9-11；參看弗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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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55 
問題 7. 約翰指的是哪個猶太人的逾越節？ 
筆記。 
 

猶太人的逾越節是為了紀念主前 1447 年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約翰提到耶穌在地上傳道期間的三個猶太人

逾越節： 
• 第一個逾越節在主後 28 年 4 月（約二：13，23） 
• 第二個逾越節在主後 29 年 4 月（約六：4） 
• 第三個逾越節在主後 30 年 4 月（約十一：55；十二：1；十三：1；參看十九：31）。 

 

其餘三卷福音書只提到最後的一個逾越節。 
 

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約十一：1-57 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約十一：1-57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十一：4。 要明白到雖然疾病源自世上的罪，但有些疾病可能是為了榮耀神！ 
十一：6。 要知道真正信靠神有時會讓你等待，而不是匆匆行動。 
十一：20-27。 在路十：38-42，馬大忙碌煩亂卻沒有坐在耶穌腳前聽祂的話；但是在約十一：20-27，馬大出

去迎接耶穌，聽祂的話。馬大改變了，你也可以改變。 
十一：25。 雖然信徒的肉身必死，但他的靈或靈魂卻永遠不死，而是與耶穌基督同在。在復活的時候，他

必死的身體也要復活，得着不朽壞的生命。 
十一：26。 雖然信徒的肉身必死，但他的靈和將來復活的身體卻永遠不死。也就是說，總不會被扔進地獄

裏。 
十一：33-35。 基督徒應當像耶穌基督那樣，對罪感到憤恨，因為罪是所有痛苦和悲傷的根源，卻要對受苦的

人深感同情而悲歎。 
 十一：47-48。 要明白到有些宗教人士關心政治權力和利益過於關心神的國和神的義。 
 

2. 從約十一：1-57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要更像耶穌。當耶穌看見人們受苦的時候，祂心裏悲歎，又顯得甚憂愁。祂對罪感到憤恨，因為罪是一切痛

苦和悲傷的根源，但祂對受苦的人深感同情而悲歎。我要表達如耶穌那樣的情感：我要對罪感到憤慨，也要對

那些因罪所帶來的後果而受苦的人深表同情！ 
 

我要好好利用每一天。神給我一段明確的時間活在世上，履行祂交給我的任務。只要我按照神的計劃行事，就

不用害怕任何人或任何境況。我不會遭受任何真正的傷害，也不會失敗！神掌管所有人和所有境況（讀太十：

28-31），我要靠着這奇妙的確據在世上完成指派給我的任務！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約十一：1-57 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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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約十一的研經。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路八：1 至十一：28 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3.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3) 愛與順服。多二：4-5。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4.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5.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