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督复活之为了这日 
 

──约翰福章第二十章 

引言、都是为了甚么？ 
 

约翰福音已经来到第二十章，按原初的「版本」，约翰福音的结束可能就在这章，而二十章

最后的两节，顺理成章，应该就是全书的结语： 

 
30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

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

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全书用一个关乎「信耶稣得生命」的信息来作结，遥遥呼应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4
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以至全书中不断出现的关乎「基督是生命之源」和「信子的人有永生」的信息： 

 
3：16

【一锤定音】「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

灭亡，反得永生。......
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

在他身上。」 

 
4：13

【与撒马利亚妇人谈道时】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14
人若喝我所赐

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5：39

【对反对祂的犹太人从反面讲】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

见证的就是这经。
40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6：51【对追随祂「找吃」的群众严正表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

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53
耶

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

在你们里面。......」 

 
8：51

【又郑重声明】「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10：10

【以叫人得生命来厘定自己的使命】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11：25

【在拉撒路复活事件上清楚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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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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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却不要忘记，就是在越接近后面的经文里面，关于「耶稣自己会死」和「信耶稣

会死人」的明示或暗示，与「信耶稣得生命」的信息比较，若非更多，至少是一样的多： 

 
2：19

【一开始主就以「拆毁这殿」来暗喻自己遇害】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5：15【耶稣安息日治病，一再冒犯犹太人，以至招致杀机】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

他痊愈的是耶稣。
16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17
耶稣就对他

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18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

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
7：１

这事以后，耶

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8：37

【主对自己的说话和身分的「超然性」的宣告，也招来杀机】我知道你们是亚伯

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58
耶稣说：「我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59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

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10：11【主叫人「得生命」，但自己却要「舍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10：31

【主再因身分的争论，招来犹太人的杀机】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
32
耶稣对

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33
犹太

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

自己当作上帝。」 

 
11：45

【拉撒路复活事件带来拉撒路的「暂时复活」，却招来了犹太人对主耶稣以至祂

身边的人的杀机，某意义看，是「得不偿失」】那些来看马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

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46
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

47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

48
若这样由

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
49
内中有一个人，

名叫该亚法，本年作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甚么。
50
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

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
57
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

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明，好去拿他。......
12：9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

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10 但

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11
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12：23

【耶稣清楚表明能「结出生命」的方式是必需先通过祂的死亡，并暗示祂的追随

者也要走类似的「先死后生」之路】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24 我实实在

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

来。
25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

生。
26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

我，我父必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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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在十四至十七章的「遗嘱」里，主重申祂会为我们舍命，并暗示门徒将以类似

的方式（殉道）来回报主】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14 你们若遵行

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15：18

【越往后的经文，就更多提到门徒（真正信耶稣的人）需要预备为主而死】「世

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20 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

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

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16：2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

的就以为是事奉上帝。 

 
19：14

【最后，是直接记述主的被杀遇害】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午正。彼拉

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
15
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

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

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16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30
耶稣尝

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 

 

不错，「信耶稣得生命（永生）」，是真理非常重要的一面，但圣经没有粉饰太平，没有只

报喜不报忧，它同时告诫我们「信耶稣会死人」──基督徒会比不信的人和「一般人」更容

易死甚至死得更惨。事实上，「信耶稣得生命」这信息的重要性和震撼力，正是对应着「信

耶稣会死人」这个现实才能更加凸显出来的。 

 

对于今天以西方饱食无忧的「主流教会」为「蓝本」的所谓基督教，「信耶稣得永生」只是

聊备一格锦上添花的信仰装饰而已，绝大多数信徒满脑子关怀的，只是如何在今生现世过好

日子而已。但对于当日的使徒，以至首几个世纪的信徒，这是他们真实的信仰与有意义意关

怀。问题是，如何处理「信耶稣得生命」与「信耶稣会死人」这个绝对是生死攸关的「矛盾」

呢？一切答案和解救，原来就在本章──第二十章，也是约翰福音原初的结局之章里。 

 

大家心清眼利，就会发现本章所记的其实只是某日发生的事。那日就是主耶稣的复活日！原

来，基督信仰的一切「矛盾」的纾解，都在这一日。可以说，前面十九章的圣经，最后都聚

焦到这一日、这一章来，所以本篇就定名为「为了这日」。而这一日指向的是一个终极事实

──耶稣会死，信祂的人也会死，而且死得更易，死得更惨，但不要紧，因为复活在主。请

永远记得，基督教不是一个「信了不用死」的信仰，而是一个「死了会复活」的信仰。 

 

今天的信息，要讲的就是这日──主的复活日──对我们的信仰的决定性意义。不过，一如

我既往强调的，基督信仰是一个「主体化」的信仰，不是按「数理方程式」运作的。不是主

耶稣自顾自地复活（在坟墓出来走走），我们就「自动转账」似的得永生。主复活会带给我

们生命（永生），仍必需要有一个「主体相遇」的过程来使之「生效」。事实上，约翰福音

第二十章所记载的主的复活日的事迹，亦刚好可以一分为二，上半部是「人寻找主」，下半

部是「主寻找人」，并合起来，就成了我们与主耶稣在复活日里「奇妙相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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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情的人寻找亡命之主 
 

第十九章说到我们的主殉道、「亡命」，本来会尸骨不全地当「垃圾」弃置，幸有好心的约

瑟和尼哥底母，给祂安葬，稍稍安置在一个新坟墓里。至于彼拉多、祭司长、罗马兵等一众

「无情的人」，他们只希望耶稣死了，草草安葬，事情就会「告一段落」，不了了之。彼拉

多只希望这宗「无头公案」就此了结不要节外生枝，祭司长只希望耶稣这口眼中钉的影响力

尽快消失，不再扰乱他们的「好日子」，罗马兵分了耶稣的衣服，再补上一枪「了结」祂的

性命后，早就不把祂放在心上了。就连曾经一度「拥戴」过耶稣的群众，也因觉得受了耶稣

的骗，而想尽快忘记这个不快和可耻的记忆。 

 

主耶稣尸骨未寒，「全世界」却都在「努力」地忘记祂。只有在这几年里头，多多少少曾与

主耶稣「共走一路」的门徒和妇女，仍多少把主放在心上，不能够说忘就忘。信心？恐怕没

有多少；但情分，却总是有的。对于主耶稣一定会复活的应许，他们的信心小得可怜，但心

底里，主对他们几年来的深情厚义，却使他们隐隐然渴望主真的会复活过来。这些门徒和妇

女，毕竟都是「有情的人」。 

 

本章的第一部分所记的，正是以「抹大拉的马利亚」为代表，代表这些「有情的人」在这个

复活日去寻找并且寻见「亡命的主」的过程。 

 
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

墓挪开了，
2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

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主耶稣复活显现之前，没有一个人对主的复活说得上有信心，「抹大拉的马利亚」【以下简

称马利亚】当然也没有，不过，她有情。这份情，使她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

候，（就）来到坟墓那里」。她一定自从前天主被埋葬后，两天也没有得好睡，都在等安息

日快点过去，好可以第一时间来看望主的遗体，或再为祂做一点「身后事」。这就好象「殓

房」还未开门，却一早就在门外等候，只是想尽早看见对方的遗容，我想，若果不是死者的

至亲或挚友，怎会如此？我们又看到，她一发现主耶稣的遗体不见了，就发慌似地「跑来见

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

哪里。」这分焦灼之情，比不见了亲人的遗体还要「肉紧」（紧张）啊！ 

 

今天，「主流教会」开口闭口后说主耶稣为我们死的「意义」是如何地伟大，如何地有救赎

功效，但是对主的死「本身」，却是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流过。主在他们眼中，就像一具「死

尸」，他们在意的，高兴的，只是这具死尸是多么的「有用」──眼角膜、内脏、皮肤......

可以怎样的移植或「循环再用」。我只能说，这种「基督教」简直是「丧心病狂」。就算是

亲人、朋友以至一般人的死，我们也不会「冷血无良」到这个地步，但对主耶稣的死，「主

流教会」竟可以如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早就被我们的「牧师」和「学者」们「处理」到

只剩下一堆「功能」，连值得你为祂的死而流一滴眼泪的「人的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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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因为祂总会为自己留下一些「有情的人」，一些信心虽然小，却至少会为祂的死而

哭泣，会为祂的复活而雀跃的人，并预备向他们显现。 

 
3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

4
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

了坟墓，
5
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

6
西门‧彼得随后也

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7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

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
8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9
因为他们

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10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

了。
11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门徒对主耶稣也是有情的，我们看「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就知道他们都是各自拼命地

跑，都好想尽快知道主的情况。不过，男人一般都是比较「理性」的，只是看了看，得了点

含含糊糊的「证明」后，觉得「无事可作」，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然而马利亚这位女

性，却有女性恋恋不舍的那种「非理情」──明知道留下「无事可作」，还是舍不得走，明

知道按道理多看几回也是一样，但还是要「低头往坟墓里看」。大概在她的潜意识里，希望

多看几回就会有点「不同」。这很不理性，不合逻辑，对，但人若有情，就顾不得甚么理性

和逻辑了！但感谢主，因为祂求于我们的，不是绝不疑惑的「超级信心」，不是面面周全的

「完美理性」，而是那一点「不讲道理」的执着与深情。马利亚因着她的执着与深情，她有

福了，得以成为最先见到复活主的人。她「赖死」不走，就看见奇迹： 

 
12
就见两个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13

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甚么哭？」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

在哪里。」
14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

15
耶稣

问她说：「妇人，为甚么哭？你找谁呢？」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16
耶稣说：「马利

亚。」马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17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

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 

 

看啊，马利亚不顾「牧师」们最看重的道德上的「男女有别」，也不顾「学者」们最重视

的神学上「神人之分」，竟然「摸」（原文有「拉住」之意）主耶稣，那分着紧，那分不

舍得再失去主的关切之情，何等「人性」？何等动人！我们的主没有责备她，说她「不合礼

制」、「不符神学」，反倒温柔地安慰她说：「不要摸（拉住）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

我的父。」意思是我没走得这么快，不要担心。 

 

我们看到，这一天，马利亚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直到主喊她的名字前，她仍是迷迷

糊糊的。但一个如此迷迷糊糊的人，竟然能够找着复活的主，因为主眷念她的有情，祂绝

不会忍心叫一个对祂有情的人失望，所以，祂向她主动显现。这一段，表面上是说一个有情

的人带着关切之情来找亡命的主，终而遇上了复活的主，不过，说到底，真正「主动」的仍

是主自己。下一段，就更直接，说到我们多情的主，如何来寻找我们这些「亡命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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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情之主寻找亡命之人 
 
18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她又将主对她说的这话告

诉他们。 

 

本来，主理应不用来寻找门徒的。按别的福音书的记载，马利亚不仅告知主已复活，还告知

主相约他们到加利利去会合。但是门徒不信，还因为害怕犹太人，而把自己锁在楼房上。这

一晚，这一十个门徒（当晚在场只有十个）倒成了半个「死人」，而这楼房也成了他们自设

的「坟墓」。在这个复活日，主耶稣一早就复活了，出来了，门徒却怕得躲在楼房上，倒好

象是死了一般。清早，是马利亚找主，晚上，是主来找门徒，为要叫他们「复活」过来。 

 
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

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这些门徒，包括彼得和约翰，都没有在主的「墓穴」里面遇见主，但主却进入他们「自设」

的「墓穴」里遇见他们，给他们最需要的「平安」──他们因为不平安才躲进楼房上。 
 
20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早上，彼得与约翰没有在主耶稣的墓穴看见主「死了的遗体」，但现在，主却让他们看得到

主「活着的身体」，实在喜出望外。所以，「门徒......就喜乐了」。 
 

21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22
说了

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23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主不但给他们平安、喜乐，更给他们原初的「使命」。受圣灵，是得新生命的象征，预指

着五旬节领受圣灵与大使命的展开。定罪或赦罪，指的是人对教会传的福音的反应，同样指

向大使命。总之，主没有因门徒的失败而「收回成命」，却重申最初给他们的呼召，这是

更令人惊讶的。不过，主要叫门徒「复活」，比天父叫主复活难千万倍，因为人总是自以为

是，不肯简简单单就顺服的。多马因为当晚不在场，就唠唠叨叨了： 

 
24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25 那

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

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但其它十个其实都好不了多少：  
 

26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看他们还是躲着，主复活了，但他们似乎仍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迷迷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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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27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

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28
多马说：「我的主！我

的上帝！」29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在这美妙的复活日（再延伸到之后的四十天），有情的人去找主，多情的主来找人，不过归

根到底全是恩典，没有主主动的恩典，马利亚不可能找到主，门徒反锁在楼房上也不可能遇

见主，至于小信的多马，就更不可能遇见主。不过，他们多多少少都是有情的人。情，不

在多，只要有，却也必需有，即使一点，因为无情的人不能信。记得，不是这些人特别有

信心，所以会「看到」主复活，而是他们对主多少有情，于是，主就选择向他们显现。 

 

甚么谓之有情？──最起码，对主的死会难过，对主的复活会雀跃。约瑟、尼哥底母、马利

亚、彼得、约翰、多马，他们对主的复活的信心都是小得可怜，不过，他们的心底深处，却

是真心盼望主会复活。不是由于他们希骥主复活的「果效」，而是非常人性地，乐见一个

对自己有恩有义的人能够「不死」。换言之，不是因为他们对主复活大有信心，所以看得见

复活的主，而是他们对主复活毕竟心里有所期盼想望，所以，一旦看得见复活的主，他们就

信了。告诉大家，那些终归不想信的人，譬如祭司长、罗马兵等，就是给他们看见主，也

是不信！多马信心再小，至少「看见了」也会信，但那些人，是看了也不信的。主求于我们

的只是小小的情份，悲哀是我们连这小小的情份都不能给祂，如此而灭亡，还可怨谁呢？ 

 

简单说，对主的降生也好、复活也好、再来也好，有绝对坚定不移的信心的人，恐怕没有多

少个。但是，只要你不是「坚定不移」地「不信」，见到了，或见到若干迹象了，你总仍有

相信的可能。唯有「坚定不移」地「不信到底」的人──譬如要死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

尊严面子的人，才会见到也不信。（记得那些祭司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不太担心你的

信心小，我只担心你在这个世界「太成功」，以至有太多「放不下」的既得利益和面子，会

叫你像那些祭司一样「硬了心肠」。 

 

结语、都是为了这一天 
 

30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

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约翰福音的最初的「版本」就是在这里结束的，告诉我们，前面十九章的圣经，都归结在这

里。主耶稣的一生，以至我们对主的一生相信，都归结在这一日、这一章里，也可以说，我

们的信仰，「都是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一天，主的复活日，主为我们生为我们死，我们也

值得为主而生为主而死。而基督信仰里面，「信耶稣得生命」同时又「信耶稣更易死」这个

不解之谜，亦在这一个主的复活日里得到了完满的解答。 

 

好了，既是如此，约翰福音为甚么不停在这里，后来又补上个第廿一章呢？难道还有甚么是

主的复活也不能解决或解答的吗？难道，除了主自己的复活日之外，我们还要等待另一个日

子吗？答案请细听我的下一篇讲章《基督复活之为了那天》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