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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讨论：你在哪⾥？ 

阅读约翰福⾳11: 1-44 

请讨论: 

1. 您认为耶稣与马⼤、马利亚与拉撒路的关系如何呢？ 

2. 当耶稣抵达伯⼤尼时，拉撒路他已死了多少天呢？为什么这件事如此重要    

    呢？ 

3.  在25-26节，耶稣对马⼤说了什么呢？这些话对于耶稣的真正⾝份有何重⼤ 

     的意义呢？ 

4. 耶稣对马利亚说的话如何反映出⼈性的软弱与耶稣的慈爱呢 

    (阅读希伯来书4:15) 



5. 耶稣知道拉撒路的离世并不会导致真正的死亡，祂也知道祂将让拉撒路从死

⾥重⽣。但耶稣仍旧让祂所爱的⼈去经历⽣离死别所带来的悲伤与痛苦，以便能

够成就更⼤的⽬的，让他们拥有更上⼀层的信⼼并把所有荣耀归于上帝。 

a. 您认为悲伤和痛苦的经历带来好的结果吗？您认为我们所经历的痛苦与悲伤

的背后有着什么更重⼤的⽬的与意义呢？(阅读罗马书8:28) 

b. 上帝是否曾利⽤痛苦悲伤的经历把祂美好的旨意带到您或⾝边的⼈呢？ 

c. 您是否曾因为⼀些痛苦的经历所带来的美好⽽去感谢上帝呢？ 

6. 您认为上帝想籍这篇章节告诉您什么，以便能够在这个季节⾥拥有更上⼀层

的信⼼呢？ 

请祷告 

把您⼀切悲伤和痛苦的经历交托给上帝，并请求祂利⽤这些经历把您带到更上⼀

层的信⼼和荣耀。 



                 你在哪裡? 

嗨，大家早上好，今天很高兴在网上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今天心中有一段神的话语, 相信会祝福你, 使你成长, 并让 

我们更加靠近耶稣。 

今天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 对我来说, 在这 4 个半礼拜的 Count 

down 期间, 我有更多时间去思想和对生命作出反省.当我们审察现

时的世界局势时, 不仅是我们自己, 而且是整个世界的人都在问很多

问题: “我今天应该什么时候去买我的杂货?””这个病毒什么时候

才会结束呢?”或“我现在可以在哪里找到工作呢?”更严重的问题, 

如“我可以向我所受爱的人, 在他死之前告别吗?”在这所有问题的

基础上, 我认为我们最想问的问题应该是“上帝啊, 你在哪里？” 

当我们面临收入损失时 ---我们会问, 上帝啊! 您在哪里？ 

当我们在对抗绝望和沮丧时---我们会问, 上帝啊, 你在哪里？ 

当人们努力相将下一顿饭放在餐枱上时--我们会问, 上帝啊, 你在哪

里？当那些患重病的病人为生存而战时---我们会问, 上帝啊! 你在

哪里? 

当今世界面对许多的挑战, 悲剧和不确定性时, 上帝对我们说什么？

因为他继续在说话. 在痛苦, 不安和不确定中--上帝在对我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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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用圣经简单分享约翰福音 11: 1 – 4.  

这是一个关于个人的悲剧, 失落和哀伤的故事. 但也表明主耶稣的 

同在, 和他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所面对的悲剧, 作出反应. 

上帝，你在哪里？ 

在这故事中. 拉撒路病了. 他有两个姐妹玛利亚和马大. 他们非常爱

耶稣。拉撒路生病时, 她们传信给耶稣告诉他有关拉撒路的病情. 但

耶稣没有马上起程去找他们. 其实, 祂在所住的地方住了多两天，当

耶稣抵达伯大尼的时候, 拉撒路已经死了, 而且埋葬了四天. 

我们知道主耶稣爱这个家庭, 并且经常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他没有

立即回应. 他的拖延必定有目的.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对事情的缓慢发

展感到不耐烦. 朋友! 今天让我用这段经文来鼓励你们. 

上帝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工作了. 我们要学习信靠祂。 

圣经告诉我们, 马大出去见耶稣. 马大是个大忙人, 不能坐下来与 

耶稣交谈. 当她看到耶稣的时候, 她就直接说：“耶稣你在那裡,  

如果您早到这里, 事情就不会这样, 我的兄弟就不会死”V. 21.                     

马大是一位踏实, 聪明, 博学的女人，因为当耶稣告诉她拉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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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复活, 她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定会复活 v.24. 这是 

犹太人的教导. 现在耶稣对马大说这最深刻的启示: “复活在我, 生

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远

不死.” v.25-26. 换句话说, 对信主的人, 死亡不是终点. 因此,  

当耶稣问马大：你相信吗？她回答说: “我相信你是基督, 你是上帝

的儿子.” 我喜欢马大与耶稣之间的交流. 因为在回答她的问题时, 

耶稣不是在挑战马大进入一个辩论或学术的认同, 而是通过知道,  

马大的信心已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然后, 马大去找还在屋子里哀悼的玛利亚, 当玛利亚看见耶稣的时候,

她俯伏倒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 你若早到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v.32。但是看到这次, 同样旳说话来自不同的人, 耶稣的反应亦不同. 

耶稣知道这时候不是与马利亚进行神学讨论的时候, 那耶稣做了些什

么呢？圣经告诉我们, 当他看到玛利哭泣时，他深受感动和困扰。 

耶稣问他们把拉撒路放在哪里? v.34. 当我们继续读下去, 我们会读

到圣经中最短的经文,“耶稣哭了” V.35 

我相信门徒约翰特别强调这件事，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关心我

们的主。在使徒约翰写这福音书时, 希腊人对神有一个很普通的观

念: 神是没有情感的, 也不要和人类有任何的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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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主耶稣了解我们的情感, 因为祂也经历过. 

我要大家看见在这个人间的悲剧中, 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需求是何等

的敏感. 马大需要的是了解复活的意义, 玛利亚的需要是看到的耶稣

的眼泪. 当她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时, 主就满足了她们的需求. 

今天, 我们也是如此.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都非常敏感。他不

是远离我们的神, 因为在耶稣里面, 我们和祂是很接近的。 

在我们努力去理解周围的处境时, 主耶稣给我们来带来启示和亮光. 

不单使我们可以明白, 更提升我们的信心. 我们在那裡有悲伤，痛苦

和焦虑, 祂也与我们同行和同哭. 祂靠近伤心的人. 在祂的同情中，

我们不仅得到安慰, 更得到力量去信靠祂. 因此, 当我们呼喊上帝啊, 

您在哪里的时候. 答案是, 无论我们在那里, 那就是神与我们相遇的

地方. 

美好之处就在于：无论我们在何处又如何与耶稣相遇, 总是意味著, 

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和对祂的信靠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因此, 无论是

对自己的需要, 还是我们需要的同情和同理心. 上帝会将这一切的需

要赐给我们. 当你得到满足时, 你和我的生命都会改变. 我们的信心

会增长到一个新的境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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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在那里？ 

当我们继续阅读时, 我们看到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当他吩咐拿

走石头时, 他再次深深地受感动. 那位很现实的马大说：主啊, 他现

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但是，请听耶稣对马大说的

话:“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 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V.40. 

从这里到第 44 节，我们读到耶稣向天父祈祷，然后呼叫拉撒路出

来. 拉撒路出来的时候, 他手脚包著布.  

今天, 我们许多人都会问: 上帝, 你在那里？ 我相信上帝也在问我们

同样的问题. “朋友, 儿子, 女儿啊, 你在哪里? 你相信什么？你相信

干吗？ 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告诉了你吗? 如果你相信, 你会看到

上帝的荣耀. 在这个悲剧中, 上帝的荣耀出现在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

事实中。 

朋友, 我今天想鼓励你们. 就像马大, 玛利亚和拉撒路一样. 我们经

历的一切会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荣耀归上帝! 战胜死亡是我们在 

耶稣基督裡的事实, 我们不单止要经历未来的事实, 且也要把握当前

的事实. 因此, 我相信上帝问我们每一个人, 你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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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面对目前生活中所有的不确定因素时, 你相信什么? 你会看到即

使没有马大和玛利亚的信心, 耶稣是完全有能力使拉撒路复活的. 然

而, 假如他们不相信, 他们将永远看不到上帝的荣耀. 他们可以看到

最后的结果并为此感到开心, 但他们会错过了与上帝同工去成就祂的

计划的荣耀。   

与上帝同行的荣耀是什么？就是信心在我们心中提昇, 和相信上帝的

目的将会实现. 因为上帝是一位良善的神，我们知道祂的计划和目的

都是好的. 我们不是在谈论否认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是

在谈论仅仅坚持一种盲目的信仰，而是在谈论建立一种足够强大的

信仰, 以审察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说: “上帝! 我相信.”在

这大流行病毒结束时, 在这场悲剧结束时, 将会有生命. 我会看到上

帝的荣耀. 在我的家人中将有生命, 我们将看到上帝的荣耀. 在我的

事业中将有生命, 我们将看到上帝的荣耀. 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国中, 

将有生命, 我们将前所未有的看到上帝的荣耀. 

在这种大流行病毒以及我们面临的所有挑战中, 我们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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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通过以下三点鼓励大家： 

在这种大流行病毒之中 ----不要怀疑上帝的爱 

在这种大流行病毒之中 ----不要怀疑上帝的大能 

在这种大流行病毒之中 ----你要受到鼓励. 

我们经历的一切, 都会强化生命, 荣耀归上帝! 

以下是 Charles Spurgeon 的名言： 

上帝太仁慈, 不至于不仁不义；上帝太聪明, 不至于会被误解.  

当你找不到祂的手时. 你可以相信祂的心. 

所以,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 我们都要向上帝大声呼喊! 无论您在何处, 

有何需要, 祂都会与你相遇. 祂不仅会在我们的身旁, 而且还要陪伴

我们经过一切。耶稣与我们同行的美丽之处在于, 因为耶稣是生命, 

祂不祗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与我们同行, 而是当我们相信祂对我们

是善良时, 祂就会带领我们脱离了我们现时的经历, 并进入丰盛的 

生命！永远的生命之中.  荣耀归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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