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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12 月 24 日晚，在会所办了一个年终福音聚会。有
超过 200 位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参加了爱宴。李
壮志弟兄在聚会结束时受浸。感谢赞美主。
2. 为期 12 周的初信训练马上就要结束了。借着弟兄
姊妹们的彼此配搭，主实在是大大祝福了这个训练。
定于周六 1 月 7 日 5：30-9：00pm 在会所开一个
结业相调暨爱宴聚会。欢迎弟兄姊妹参加。 在初信
训练结束后，我们会安排一个为期 12 周的福音训
练。请大家踊跃邀请福音朋友。愿主祝福，把更多
的福音朋友赐给我们。
3. 冬季录影训练于周二 12 月 27 日开始。具体时间
是: 周二至周四 8:00pm, 周六 10:30am, 主日
1:00pm。
召会追求进度
一、圣经主题：《约翰福音 19 章》
二、生命读经：《约翰福音生命读经 43 篇》
三、职事训练：《回归召会的正统第八周 在老底嘉的召会》
四、背诵圣经：《歌罗西书》一章 22-28 节
五、旧约读经：《以西结书》36-40 章
约翰福音 第十九章
十九章 生命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

约翰十八、十九章告诉我们主如何被出卖、受审、钉十字架
并埋葬。我们读四福音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记述，就发现前
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是循同样的路线记载。但
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却完全不同。例如，前三卷福音书记载主
耶稣被钉并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随着好些神迹；譬如：
天变黑暗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太二七 45，
51；）还有，主从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
甚么弃绝我?”这是其他福音书所有，却在约翰福音中看不
到的。然而，约翰福音也记载了一些前三卷福音书所看不到
的，如兵丁戏弄主，（约十九 2～3，）以及从主的肋旁有
血和水流出来。（约十九 34。）所以，这些记载是沿着两
条不同的线。我们必须知道这两条线背后的目的。
按照马太、马可和路加的记载，主的死主要的目的是要救赎
我们。祂为我们并为我们的罪死了，以完成救赎的工作。主
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甚么弃绝我?”因为那一刻
神将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身上，祂成了担罪的人，替我们
成了罪人，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弃绝了祂。路加特别记载，
主是救赎主，救赎我们脱离罪。因那里告诉我们，主和两个
罪人，两个强盗同死，一个得救了，一个沉沦了。（路二三
32，39～43。）这样的记载在约翰福音里找不到。那么约翰
记载的目的是甚么？约翰福音既是生命的福音，他对基督之
死的记载就遵循生命的线。约翰的目的是要表明，主耶稣是
神的彰显，作我们的生命，祂死在十字架上，目的是要将祂

自己释放给我们作生命。祂在十字架上的死，目的是为了将
祂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
肆 在神旳主宰中为死亡所试验
一 在各各他被钉十字架在不公正的判决之后，祂在各各他
被钉十字架了。（约十九 17。）
“各各他”在拉丁文的意思是髑髅地。主被钉十字架之地的
意义，指明侮辱和羞耻。祂在侮辱和羞耻中受死。
二 被列在罪犯之中
在各各他，“他们就在那里钉祂十字架，另有两个人和祂同
钉，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约十九 18。）这应验了
以赛亚五十三章十二节的豫言所说：弥赛亚将被“列在罪犯
之中。”祂不但在侮辱和羞耻之地被处死，且被当作一个罪
犯来对待。
三 被希伯来宗教、罗马（拉丁）政治和希利尼文化代表的
人类所杀
约翰十九章十九节说，“彼拉多又写了一个标示，安在十字
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标示是用希
伯来文、拉丁文、希利尼文写的。（约十九 20。）希伯来
文代表希伯来宗教，罗马文（拉丁文）代表罗马政治，希利
尼文（希腊文）代表希利尼文化。这三样加起来，代表全人
类的全世界。这表征主耶稣作神的羔羊，是被全人类所杀，
也是为全人类被杀。当犹太人的祭司长要求彼拉多更改他所
写的字时，彼拉多回答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
（约十九 22。）彼拉多所写的，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在
神主宰的手下，他无法更改。
四 兵丁分祂的外衣
他们既将耶稣钉在十字架，就拿祂的外衣，每兵分得一分。
因祂的里衣原没有缝，他们就拈阄看谁得着。（约十九
23～24。）这不是出于兵丁，乃是出于神的主宰。这事发生，
使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的豫言得以应验。兵丁完全按着诗篇
二十二篇十八节的话作了。我们由此看出主的死是神的主宰
所计画的。神若没有计画这事，就没有人能将生命的主处死。
所有得应验的豫言，都证明主的死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
的主宰。
五 将祂的生命分赐给门徒，以照顾祂的母亲
主对祂母亲和祂门徒说话。主的母亲怎能成为祂门徒的母亲？
祂的门徒怎能成为祂母亲的儿子？是藉着救赎么？当然不是。
只有藉着生命，藉着生命的联结，藉着生命的合一，藉着重
生的生命才能。主藉着死，将祂自己分赐给门徒约翰，约翰
藉着神圣的生命得与主联结并成为一。所以，主的母亲成了
约翰的母亲
六 戏弄祂，送醋给祂喝
主钉十字架之前，人给祂苦胆和没药调和的酒，是作麻醉用

，（太二七 34，可十五 23，）祂不肯喝。但这里祂在十字
架上临终时，人拿醋给祂是戏弄祂。（路二三 36。）在主
被钉十字架时，祂穿衣和饮水的权利，和祂的生命一并被剥
夺了。
七 完成了祂包罗万有之死的工作
主不断作工，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约五 17。）然而，
甚至在祂钉十字架时仍在作工。我们怎么知道祂在十字架上
仍在作工？因为在祂临终前，祂说，“成了！”祂被钉十字
架时，仍在作工以救赎罪人，毁坏蛇，释放神圣的生命，并
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在最后一分钟，每一件事都完成后，主
就向整个宇宙宣告说，“成了！”然后祂死了，进入安息。
赞美主耶稣！只有祂能这样作。祂藉着钉十字架，完成了包
罗万有之死的工作，藉此成功救赎，结束旧造，并释放祂复
活的生命，以产生新造，完成神的定旨。
伍 在血与水中流出
从主被扎的肋旁，流出两样东西：血和水。血是为着救赎，
为着买召会（徒二十 28）而对付罪；（约一 29，来九 22；）
水是为着分赐生命，为着产生召会（弗五 29～30）而对付
死。（约十二 24，三 14～15。）主的死在消极一面，除去
我们的罪；在积极一面，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因此，主
的死有救赎和分赐生命这两面，救赎的一面是为着分赐生命
的一面。主这分赐生命的死，乃是亚当沉睡产生夏娃所豫表
的，（创二 21～23，）也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
许多子粒，（约十二 24，）为著作成饼－基督的身体（林
前十 17）－所象征的。因此，主的死也是繁殖生命，扩增
生命的死，产生并繁生的死。
一 祂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主受死的每一面都是按照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下，主的骨
头一根也没有折断。犹太人不愿意身体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
上，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于是兵丁将与主同钉那
两个强盗的腿打断了，只是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祂已经
死了。主既已死了，就不用打断祂的骨头了。在某种意义上，
这指明主耶稣不是被人手处死的，乃是祂自己死的。祂虽然
被钉十字架，却是自己死的，这应验了祂在十章十七、十八
节所说的话：“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
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再取回来。”
表面看来，耶稣是被杀的；实际上，祂是舍去祂的朴宿克生
命，祂的魂生命。那两个罪犯是被杀的，耶稣却不是，祂是
为救赎我们而舍了祂的朴宿克生命。祂既已死，兵丁就没有
打断祂的腿。这主宰的应验了“祂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的豫言。（约十九 36。）
主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是由逾越节羊羔的骨头所豫表。在
设立逾越节时，神命定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出十
二 46，民九 11～12。）这是奇妙的豫表。以后在诗篇三十
四篇二十节，又豫言了这事，这豫表和豫言都因主在十字架
上的死应验了。
二 祂的肋旁被扎
在论到主的骨头这事件之后，有一个兵用枪扎祂的肋旁“随
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约十九 34，37。）主复活的生命

虽然不被毁坏，祂自己却被裂开，使祂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
水在这里象征生命。这在旧约由被击打、流出活水解以色列
人干渴的磐石所描绘。（出十七 6。）主就是在十字架上被
击打的磐石。祂被裂开，使神圣的生命能从祂流出来作活水。
从祂身上流出来的不但有水，还有血，血是救赎的象征。在
我们能接受主作生命的活水以前，我们必须先得洁净。所以
首先题到血，其次题到水。在我们被血洁净之后，我们才能
接受主作生命。
1 由亚当裂开的肋旁所豫表的
主的肋旁被扎由亚当裂开的肋旁所豫表。（创二 21。）亚
当的肋旁裂开，有一根肋骨被取出来。这里，耶稣的肋旁裂
开，从这裂开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
2. 流出血来为救赎
从主肋旁流出的血是为着救赎。（来九 22，彼前一 18～19，
罗三 25。）希伯来九章二十二节说，“没有流血，就没有
赦罪。”这里的血表征基督的死救赎的一面。（约一 29。）
为救赎我们而流出的血，由逾越节羊羔的血所豫表。（出十
二 7。）
3. 流出水来为分赐生命
从祂肋旁流出来的水，表征基督的死分赐生命的一面。（约
十二 24。）水是为着分赐生命。主的死第二面乃是释放生
命、繁殖生命和繁增生命的死，也是生产的死、繁衍的死。
当主耶稣说，祂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
来，（约十二 24，）祂是指祂的死分赐生命的一面。这粒
麦子的死不是为着救赎，乃是完全为着将原有子粒中的生命，
分赐到许多子粒里面。
陆 安息于人的尊贵中
有一个财主亚利马太人约瑟，（约十九 38，太二七 57，）
和一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约三 1，）带来细麻布和极
贵重的香料－没药与沉香，（约十九 39～40，）为埋葬而
豫备祂的身体。照料祂遗体的不是穷人，乃是尊贵的人，将
祂“与财主同葬”在一座新坟墓里。（约十九 41，赛五三
9。）我们由此可见，整个情况变为富足的光景、尊贵的情
形、崭新的领域。主现今是人所宝爱的，他们十分看重祂。
因此，主在人的尊贵里安息了。祂虽在羞辱中被钉死，却在
尊贵中被安葬。问题原在于死；但主死之后，问题就解决了。
祂死了，难处和邪恶的事就过去了。如今按照神的主宰，主
在安息日，在高标准的人性尊贵里安息了，（约十九 42，
路二三 55～56，）等候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刻来到。在约翰
五章十七节，犹太人在守安息日时，主告诉他们，父和祂在
作工。既然祂的工作完成，祂就安息了，享受了真正的安息
日。在这安息日之后，就在一周的第一天，祂要从祂的安息
之处复活。在下一篇信息里，我们要看主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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