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 第廿五课第廿五课……

从复活开始从复活开始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我们常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可是实际的情况可是实际的情况─
好的开始不一定是成功的结果，

句 有 命 真相完全这句话没有把生命的真相完全地显示。

当然我们不相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我们也常常用好的预备来开始

也常常有这样的经验 ─
我们的期望跟我们的收获，

不一定与我们的付出成为一个的正比

生活里有许多的因素是超过准备、计画、研究的，

好的开始不一定就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开始不 定就是成功的 半。

比方说有人大半生都在健康的环境里面工作，

有健康的生活 饮食作息既定时也有序有健康的生活、饮食作息既定时也有序，

不吸烟、不喝酒，不料却得到肺癌！

以彼得为例，他就有很好的开始…
彼得是耶稣呼召第 批门徒约一 彼得是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

也是非常突出的学生，

有 音书 载 得 是众 首所有福音书的记载，彼得可以说是众徒之首，

在加利利的海旁，

离 稣当群众和部分的跟从者纷纷离耶稣而去时，

耶稣问：「你们也要离去吗？」

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何等的回应 (约六68)

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有人说耶稣

是以利亚、是施洗约翰、是先知的一位，

耶稣要求门徒表达意见时，他们愣住了，谁讲话？

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太十六16)

何等的开始、漂亮的开始！

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向门徒说他要离去了，

矢志跟从的彼得甚至说 「我愿意为你舍命 」矢志跟从的彼得甚至说：「我愿意为你舍命。」

可是几个小时后，彼得却先后三次说：「我不认识他。」

是却在 个晚 栽倒 很好的开始，可是却在一个晚上栽倒了

 他比谁都知道 ─ 好的开始不见得就是成功的一半

可以想象，如果抹大拉的马利亚
来到墓前看到耶稣的身体，

回去告诉门徒说：「主安详睡了。」

他们必定沉默、必定沮丧、很无奈，

打鱼的打鱼、做买卖的做买卖、收税的收税，

一定在嘀咕 ─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一定对自己、自己的生命都感到很无奈，

不是吗？无论有多好的开始，是 有多 开 ，

我们都可以是很脆弱的。



约翰福音二十 1 - 18
01七日的第一日清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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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跑来见西门 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对他们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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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03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
04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
05低头往里看 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05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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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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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在 处卷着。
08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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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就见两个天使 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12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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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对她说 「妇人，你为甚么哭？」

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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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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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3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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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也是你们的 神。」

18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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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的头一日，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面前，

坟墓是空的 她的反应是很正常 很合理的坟墓是空的，她的反应是很正常、很合理的 ─
一定有人把主的身体拿走了。

是她跑去找来主所爱的门徒 彼得于是她跑去找来主所爱的门徒、彼得，

进到坟墓里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

却发现耶稣的裹尸布、头巾都在原处，

哪一个偷墓的人会先解去这些布、再放回原位呢？

只是门徒还不明白经上所说「他必须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人就回家了。

读到这一节我就非常纳闷 ─跟从耶稣已经三年之久，

耶稣讲过不知道多少次，这两位还是不明白经上所说的…
 跟从耶稣三年之久的人，有很好的开始，成功吗？

他们回家了，他们做什么，约翰福音没有讲，他们回家了， 做什 ， 翰 音 有讲，

回去时是怎么样一个心情？约翰也没有讲

人在坟墓外的马利亚她还在哭…
在 抹大拉的马利 她挺窝囊的在 二十章抹大拉的马利亚，她挺窝囊的 ─

发言几次，2、13、15，身体的行动 11、17，

每 次都显 出她没有好的 始每一次都显示出她没有好的开始，

哭、看不到耶稣、不知道是耶稣、

不知道是天使、以为耶稣的身体被人拿走了，

如果根据「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就断定抹大拉的马利亚一定是失败的。

没有好的开始的马利亚，

却是见证耶稣的第一人，

 有什么比这个福音更让人

觉得感动、兴奋、得到激励的呢？

 虽然没有好的开始，然 有好 开 ，

我们还是可以靠着主、彰显他的荣美的



抹大拉马利亚的改变不在于她的开始，

是在于耶稣的呼唤马利亚是在于耶稣的呼唤马利亚，

就好像羊听到牧羊人的声音一样，

她 复活主的呼唤 得到改变她因复活主的呼唤而得到改变，

离开坟墓再到门徒那里时，已经有新的开始 ─
久前她 着说 「 墓不久前她还哭着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走了。」

现在她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了、复活的主。」

我们再想一想 约廿一 的彼得，

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三次回答复活主的话：

「主阿，你知道我爱你！」复活的主向他说：

「西门的儿子彼得，你要牧养我的羊！」

从那一天开始，彼得就开始了新的生命。

不论开始是好还是坏 生命的真正开始不论开始是好还是坏，生命的真正开始

在于复活的主，一切从复活开始！

徒一–八 想想四散的门徒，是怎样从恐惧、

变成勇敢的宣讲者 甚至殉道者变成勇敢的宣讲者、甚至殉道者？

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一切从复活的主开始。

保罗的改变 生命从大马色的路上保罗的改变，生命从大马色的路上

那一天遇见了复活的主，

如果不是那一天碰到复活的主，

他往后的生命不见得就是我们今天

所认识、所传颂、所感恩的保罗。

好牧人的声音和他的呼唤，

让所有人都可以有新的开始，

只要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有所回应，声

我们的生命都会不再一样。

整部新约圣经都是从复活的角度来写的整部新约圣经都是从复活的角度来写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也应该从复活的角度来开展。

虽然从表面来看，我们的生活、世界，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是有许多的因素 条件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是有许多的因素、条件
是我们不能控制、不能改变的。

像早期的教会 苦 就好像早期的教会要面对困苦、

饥饿、刀剑、逼迫、赤身露体一样

今天的我们还是得面对生活中种种的不明朗、意外，

没有因为我们准备好、计画好，

而不会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限制，

不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开始，往后的路一定顺畅无阻

罗八33-34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定他们的罪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一切从复活的主开始。

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我们可以像马利亚 彼得 保罗我们可以像马利亚、彼得、保罗、

许多基督徒一样，展开活泼的新生命，

之所以如此行之所以如此行，

 不因为我们的背景、身分、学识、聪明才智、金钱

 能够展示一个新的生命、活泼有力的生命，

全然是因为复活的主，一切从复活开始！

你认为自己的起跑线不如别人、

生命注定失败，如果这样想的话，

今天这段经文要向你来说话了，

 我们为好的开始而感恩

 只是生命的成长、生命的结果不在于我们的开始，

在于那位生命的主宰、复活的主，在于那位生命的主宰、复活的主，
一切从复活开始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从小到大 我总觉得自己不如人从小到大、我总觉得自己不如人，

我的名字「孙宝玲」，一个女生的名字

我长得比较 也很笨拙我长得比较小、也很笨拙

在班上的功课、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烂

埋怨我常常埋怨说：为什么不长得高一点、不聪明一点，

考试总是考不好、总是没有办法达到应该达到的？

我说：我没有好的家庭背景、没有好的环境、

没有好的预备、我没有站在好的起跑线上。

这一种纠结缠绕了我好久好久，直到我认识了主，

直到我听到他告诉我说：「一切从复活的主开始」，

无论起跑线是前、是后，开始是好、不好、不堪，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这都 要， 要的是

你把生命交托给这位生命的主！

我不知道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

当你 看自己的时候当你回看自己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很好的开始、还是怎么样？

如果你有很好的 始 我为你感恩如果你有很好的开始，我为你感恩，

也希望你能够感恩，

 不能够把这些好的开始看成理所当然的

 往后的路还是要很努力的、很谨慎地去走

好的开始不见得就是成功的一半，

你必须认识这位复活的主、必须跟从他的脚步、

必须让他牵着你的手、让圣灵保惠师

不断地提醒你 ─「这是真道，走在其中！」真
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在生命的路上走的时候，

都能够让我们的主喜悦都能够让我们的主喜悦
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祷告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祷告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都是一样的是你的儿女、

都是你所爱的、
都是你要赐给我们新生命的，

为此我们感恩、为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把我们的过去呈现在你的面前，

始我们把我们的开始呈现在你的面前，
求你亲自地塑造我们、让我们明白 ─

是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是你掌管我们的生命。
就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定睛跟随你，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
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立志，

阿门奉你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