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個城市

•14間房子

•2間幼稚園

•2間小學

•2間初中

我的搬家史



搬到新的地方，要先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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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健身房？

找華人超市? 找教會？



耶穌是我的良友

1. 耶穌永遠都會給我們最好，最適當，最及時的幫助

2. 耶穌愛你



約翰福音 11

•人物：耶穌，馬大，馬利亞，拉撒路

•她姐妹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
人病了。」

(約翰福音11:3)

兄弟姊妹



耶穌到了

耶穌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裡已經四天了。伯大尼
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六里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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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出去迎接他；馬利亞卻仍然坐在
家裡。

(約翰福音 11:17-20)



耶穌和馬大對話

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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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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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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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1:21-27)



馬大叫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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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利亞聽見了，就急忙起來，到耶穌那裡去。那時耶穌
還沒有進村子，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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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1:28-31)



耶穌和馬利亞對話

馬利亞到了耶穌那裡，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
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

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心裡悲嘆，
又甚憂愁，便說：「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

他們回答說：「請主來看。」

耶穌哭了。

猶太人就說：「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其中有人說：
「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嗎？」

(約翰福音 11:32-37)



耶穌來到墳墓前

耶穌又心裡悲嘆，來到墳墓前。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
石頭擋著。

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

那死人的姐姐馬大對他說：「主啊，他現在必是臭了，
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
耀嗎？」

(約翰福音 11:38-40)



耶穌叫拉撒路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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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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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

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

(約翰福音 11:38-40)



想要找怎麼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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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真理



同時用愛和真理來給最好的幫助

• (v.21)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
死。…」

• (v.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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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
話嗎？」

• (v.32)馬利亞到了耶穌那裡，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
「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

• (v.33, 35)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
就心裡悲嘆，又甚憂愁… 耶穌哭了。



耶穌是我的良友

1. 耶穌永遠都會給我們最好，最適當，最及時的幫助

• 同時用愛和真理來給我們最好的幫助

2. 耶穌愛你



耶穌是我的良友

1. 耶穌永遠都會給我們最好，最適當，最及時的幫助

• 同時用愛和真理來給我們最好的幫助

2. 耶穌愛你



耶穌愛你

1. 耶穌為什麼來世上？

2. 耶穌來世上做了什麼事情？



耶穌為什麼來世上？

• (v.41-42) 耶穌舉目望天，說：「父啊，我感謝你，因
為你已經聽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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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被差來做什麼？

• (v.33) 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心
裡悲嘆，又甚憂愁…

• (v.38) 耶穌又心裡悲嘆，來到墳墓前。

•心裡激動 (新譯本)

•靈裡憤怒 (中文標準譯本)

• deeply moved"(深受感動)

• "angry in his spirit”(NLT) 和"indignant”(ESV) (憤怒)



耶穌為什麼對死亡感到悲嘆？

• 神創造了完美的世界

• 人犯了罪(sin)，破壞了神完美的創造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
不合理的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
嫉妒、凶殺、爭競、詭詐、毒恨；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
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
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羅馬書1:28-31）



耶穌為什麼對死亡感到悲嘆？

• 神創造了完美的世界

• 人犯了罪(sin)，破壞了神完美的創造

• (羅馬書6:23) 罪的工價乃是死

• 死使我們永遠與神隔離



耶穌愛你

1. 耶穌為什麼來世上？

• 耶穌被差來這世上，就是為了要勝過罪，勝過死亡，
也為了讓你知道神愛你

2. 耶穌來世上做了什麼事情？



耶穌愛你

1. 耶穌為什麼來世上？

• 耶穌被差來這世上，就是為了要勝過罪，勝過死亡，
也為了讓你知道神愛你

2. 耶穌來世上做了什麼事情？



票房億萬美元的電影



耶穌愛你

1. 耶穌為什麼來世上？

• 耶穌被差來這世上，就是為了要勝過罪，勝過死亡，
也為了讓你知道神愛你

2. 耶穌來世上做了什麼事情？

• 為我們捨命，成為了你的代罪羔羊

• 耶穌以復活戰勝了死亡，給我們盼望



耶穌戰勝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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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
這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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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1:25-27)



耶穌戰勝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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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21:4）



耶穌戰勝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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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
這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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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1:25-27)



福音

• 神創造了完美的世界

• 人犯了罪(sin)，破壞了神完美的創造

• (羅馬書6:23) 罪的工價乃是死

• 死使我們永遠與神隔離

• 神差派祂的獨生愛子，耶穌，來成為
我們的贖罪祭，成為我們的代罪羔羊



福音

The gospel tells us that we are 
more sinful than we could ever dare 
imagine,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more loved and accepted by 
God than we could ever dare hope.

福音告訴我們，我們比我們想像的更
罪惡，但與此同時，我們比我們想像
的更被神愛和接納。



耶穌是我的良友

1. 耶穌永遠都會給我們最好，最適當，最及時的幫助

• 同時用愛和真理來給我最好的幫助

2. 耶穌愛你

• 成為了我們的代罪羔羊，為我們獻上了他的生命

• 耶穌以復活戰勝了死亡，給我們盼望



如何回應？

•Admit(承認)：承認我沒有把神當神，沒有
順服神，沒有達到神的標準，是位罪人

•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相
信耶穌成為我的代罪羔羊，相信耶穌因為
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
與基督的關係，公開表明耶穌是我生命的
主，是我的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