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凡」的受膏者
第⼗⼆課受難與復活（下）



第⼗⼆課⼤綱—受難與復活（1）
• 在伯⼤尼受膏抹
• 猶⼤出賣耶穌
• 預備逾越節的筵席
• 最後晚餐
• 預⾔彼得不認主
• 客西⾺尼園
• 耶穌被捕
• 耶穌在公會前受審和彼得不認主
• 在彼拉多前受審
• 在希律前受審
• 彼拉多宣布耶穌無罪
• 耶穌，還是巴拉巴？



第⼗⼆課⼤綱—受難與復活（2）
• 彼拉多交出耶穌釘⼗字架
• 釘⼗字架
• 耶穌在⼗字架上受嘲笑
• 兩個強盜
• 耶穌的死
• ⽬擊釘⼗字架的⼈
• 耶穌的埋葬
• 看守墳墓的⼈
• 婦⼥來到墳墓那裏
• 耶穌向婦⼥顯現
• 耶穌向⾨徒顯現，之後向多⾺顯現
• 在加利利頒布⼤使命



在伯⼤尼受膏抹（太26：6∼13；可14：3∼9；約12：1∼8）
• ⼀個⼥⼈拿了⼀瓶極貴的⾹膏（價值相當於⼀個普通⼯⼈⼀年的⼯
資），澆在耶穌頭上。⾨徒的反應是，這是浪費的⾏爲，因為這⾹膏
可以賣許多錢，周濟窮⼈。

• 福⾳書解釋，這個⾏動是爲安葬耶穌所作的準備，預期著將要發⽣的
事情。他們可以在以後照料窮⼈，也應該這樣做。這是耶穌說他們
「常有窮⼈和你們同在」的要點。



猶⼤出賣耶穌（太26：14∼16；可14：10∼11；路22：3∼6）
• 猶⼤與膏抹耶穌的婦⼈成爲對照。路加福⾳明確地說，猶⼤的⾏爲是
因爲撒旦⼊了他的⼼，指的不是撒旦附在他⾝上，⽽是指揮他的⾏動。
猶⼤去⾒祭司⾧，提議把耶穌「交給」他們。



預備逾越節的筵席（太26：17∼20；可14：12∼17；路22：7∼14）
• 對觀福⾳都提出，耶穌與⾨徒⼀起吃的最後⼀頓飯是逾越節的晚餐。
耶穌受難以前與⾨徒吃的最後⼀頓飯，紀念這個民族在出埃及的時候
被釋放，得到⾃由和拯救。耶穌要利⽤這頓飯象徵的意義，加以擴⼤，
紀念另⼀種⾃由和拯救的釋放。



最後晚餐（太26：26∼29；可14：22∼25；路22：15∼20）
• 這個筵席是強調舊時代已經逝去的另⼀種⽅式。現在，即使耶穌要轉去
⾯對祂的死亡，祂仍然帶來了舊約應許的實現。耶穌與⾨徒的筵席讓⼈
回顧帶著保護性犧牲的出埃及（出⼗⼆章），並且指向另⼀個帶來拯救
的死亡。在出埃及的時候，許多頭⽣的死了；在這裡，⼀位獨⽣的⾧⼦
要給予⽣命。在出埃及的時候，作爲祭牲的羔⽺所流的⾎代表審判要越
過以⾊列⼈中頭⽣的，這些是忠⼼地等候神採取⾏動的以⾊列⼈；現在，
獨⽣⼦所流的⾎要開通進⼊新時代的路。所以，這是⼀桌期待的筵席。
最後的晚餐要成爲主餐，紀念耶穌的死亡成了神聖歷史的轉捩點。在這
個獻祭中，羔⽺已經爲各⼈準備好了。

• 耶穌拿起餅來，指出那是祂要受死的象徵。「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
⾝體。」接著，耶穌舉起杯來，「這是我⽴約的⾎，爲多⼈流出來的。」

• 耶穌的死提供了進⼊新⽣命的途徑。



預⾔彼得不認主
（太26：30∼35；可14：26∼31；路22：31∼34；約13：36∼38）
• 耶穌在⾺太福⾳和⾺可福⾳預⾔，其餘⾨徒也要丟棄祂。雖然只有猶⼤
竭盡全⼒地出賣耶穌，可是其他⾨徒因爲過於懼怕，也沒有⽀持祂。耶
穌引⽤了撒迦利亞書13：7。神採取⾏動，已經決定牧⽺⼈要被擊打，
暫時讓⽺易受傷害，在那時候分散。雖然在撒迦利亞書的描述中，領袖
似乎受到擊打，可是餘民卻被保存了。

• 彼得相信，即使其他⼈都跌倒了，他是不會讓耶穌失望的。⾄少，彼得
開始明⽩，耶穌正在談及的將要的棄絕究竟是什麼。他的⼼意是正確的，
他想和耶穌站在⼀起，與猶⼤已經做的選擇完全不同。可是，如果彼得
只是依靠⾃⼰以為擁有的⼒量，他並不理解對抗他的勢⼒是多麽強⼤。
所以，耶穌預⾔彼得會跌倒。

• ⾨徒們受了彼得的影響，也都說出同樣的話。耶穌⽐那些⾨徒更清楚知
道將要發⽣的事情。事實上，祂了解他們，⽐他們⾃⼰更甚。這種靠⾃
⼰⼒量的⾃負，只會使他們⾮常脆弱。



客西⾺尼園（太26：36∼46；可14：32∼42；路22：39∼46）
• 路加福⾳⼀直把焦點放在⾨徒⾯對的試探和耶穌向天⽗提出的請求。耶
穌在禱告以前告訴⾨徒，他們應該祈求神使他們⾃⼰不⼊迷惑，⾺太福
⾳和⾺可福⾳在稍後提出這點。然後，耶穌離開他們約有扔⼀塊⽯頭那
麼遠，就求問神是否可以撤去將要來臨的那苦難和審判的杯。然⽽，耶
穌真正想作的是⾏神的旨意，⽽不是按照祂⾃⼰的意願，從這個處境中
脫⾝。

• 耶穌結束禱告回來，發覺⾨徒在睡覺，就再次警告他們要禱告，免得⼊
了迷惑。耶穌將要⾯對如此激烈的屬靈爭戰，需要禱告和神加添的⼒量。
在⾯對這樣的挑戰時，如果⾨徒不盡⼒轉向神，就必定會跌倒；那也正
是耶穌被捕時發⽣的情形。

• 然後，耶穌再次離開他們去禱告。⾺可福⾳說耶穌重複祂先前的話。耶
穌回來的時候，⾨徒再次反應遲頓地在打嗑睡。當耶穌第三次禱告回來，
⾨徒的情況還是⼀樣的時候，當前的失敗預⽰他們將會否認主。



耶穌被捕（太26：47∼56；可14：43∼52；路22：47∼53；約18：2∼12）
• ⾺太福⾳和⾺可福⾳記載，因爲那時天⾊已⿊，⽽且不是每⼀個⼈都
認識耶穌，猶⼤就說，他會給他們⼀個暗號。他們要捉拿的，是猶⼤
與祂親嘴的那個。原本表⽰尊敬和親密關係的⾏動被猶⼤扭曲成背叛
的記號。

• ⾨徒中有⼈砍掉了⼤祭司僕⼈的⽿朵。耶穌卻仁慈地治好他。耶穌吩
咐他們收⼑⼊鞘，因爲「凡動⼑的，必死在⼑下」。



耶穌在公會前受審和彼得不認主（1）
（太26：57∼75；可14：53∼72；路22：54∼71；約18：13∼28）
• 嚴格來說，那不是⼀場審問，卻更像是收集控告證據的階段。猶太⼈
的領袖沒有處死耶穌的法律權利，他們只能建議⾏動⽅針。這就是他
們最終要把耶穌帶到彼拉多那裡的原因。同時，這也是明智的政治舉
措。由羅⾺政府處死耶穌，就使外邦的統治者爲此負責，可以平息那
些反對的⼈，這會減輕了民眾認爲領袖最終應受苛責的感覺。

• 審問不是正式的，原因有⼆。⾸先，這些宗教領袖⾄少在三⽅⾯違反
了他們⾃⼰的律法規則：在宗教節⽇期間處理死刑的審判，在晚上審
訊，沒有辯⽅證⼈。其次，他們的⽬標是要提出政治上的指控，導致
羅⾺⼈因爲他們的利益採取⾏動。如果⼈們可以證明耶穌有計劃要破
壞聖殿，祂就對治安構成威脅，這是彼拉多要嚴格控制的事情。如果
耶穌聲稱⾃⼰是進⾏對抗的王，凱撒就不會⾼興。



耶穌在公會前受審和彼得不認主（2）
（太26：57∼75；可14：53∼72；路22：54∼71；約18：13∼28）

• ⾺太福⾳和⾺可福⾳指出，全公會的成員都在那裡，開始他們對審訊
這⼀幕更詳盡的討論。那些⼈要找可以治死耶穌的⾒證。他們把主要
的精⼒都放在耶穌的⼀句話，即祂能拆掉聖殿，在三天後把它重建起
來。當時，聖殿正處於多年的擴建⼯程中，擴充聖殿是讓以⾊列民族
感到⾃豪的話題。他們那麽努⼒，是要證明耶穌正在質疑聖殿的存在，
從⽽煽動宗教政治的緊張局勢，同時暗⽰祂拒絕接受⽬前的權⼒結構。
值得注意的是，⾺太福⾳和⾺可福⾳都清楚地指出，這個無法證實的
指控失敗了。那些領袖知道他們需要有可信賴的控告帶到羅⾺⼈前。



耶穌在公會前受審和彼得不認主（3）
（太26：57∼75；可14：53∼72；路22：54∼71；約18：13∼28）
• ⼤祭司現在介⼊了。他問耶穌對這些指控是否有甚麼答辯，可是耶穌
保持緘默。⼤祭司現在開始考慮耶穌是否基督這個問題。他問耶穌是
否那當稱頌者的兒⼦基督。耶穌肯定地回答，「我是」。然後耶穌作
出關鍵的陳述。⾺太福⾳和⾺可福⾳記載，耶穌說，「你們要看⾒⼈
⼦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太福⾳加上有關時
間的說明，指出他們會在「後來看⾒」。這裡的關鍵是引喻了舊約聖
經的兩段經⽂。⾸先是詩篇110：1。這段經⽂談到輔助神的攝政者有
皇室的權柄，最終關係到彌賽亞的權柄。耶穌聲稱祂會藉著將要來的
伸冤證明祂與神的權柄有份，祂有權利直接進⼊天上神的⾯前。第⼆
段引喻經⽂出⾃但以理書7：13，保證了耶穌的聲稱—駕著天雲⽽來。
這節經⽂描述了⼀個擁有權柄去伸冤審判的⼈物，在末世從神得到審
判的權⼒；耶穌把這個⾓⾊應⽤於⾃⼰⾝上。換句話說，耶穌諷刺地
聲稱，與其說是公會在審訊祂，不如說祂是最後審判的法官。



耶穌在公會前受審和彼得不認主（4）
（太26：57∼75；可14：53∼72；路22：54∼71；約18：13∼28）
• 坐在神的右邊，然後駕著天雲，清楚地表明耶穌正在聲稱⾃⼰有直接
來⾃天上的權柄。對那些領袖來說，耶穌的話完全是冒犯性的，他們
不相信耶穌擁有這樣的權柄。

• 所以，⾺太福⾳和⾺可福⾳記述，因為耶穌說⾃⼰是坐在神右邊的⼈
⼦，⼤祭司就撕裂⾐服。撕裂⾐服是表⽰他們聽到有⼈說褻瀆的話，
或者看到有⼈⾏了可恥的事。⼤祭司指出，耶穌已經親⼝說了僭妄的
話，他們何必再⽤其他⾒證⼈呢！這⼀幕有兩個諷刺的地⽅。⾸先，
耶穌⾃⼰提出導致祂死亡的證詞。耶穌把領袖無法從虛假的證詞那裡
得到的證據給了他們。其次，雖然他們以爲⾃⼰正在進⾏審判，譴責
耶穌聲稱⾃⼰擁有權柄的話，可是耶穌說，受審的其實是這些領袖，
⽽且祂是他們的審判官。



耶穌在公會前受審和彼得不認主（5）
（太26：57∼75；可14：53∼72；路22：54∼71；約18：13∼28）
• ⾺太福⾳和⾺可福⾳在結束的時候指出，公會判決耶穌是該死的。他們
要把耶穌帶到羅⾺當局⾯前。

• ⾺可福⾳和⾺太福⾳在審訊以後，記載彼得不認主的事。雞叫之後，彼
得想起了耶穌的話，就出去痛哭。儘管彼得作了最好的打算，他還是失
敗了，試探制服了他。耶穌現在要單獨⾯對死亡和羅⾺政府的權⼒。

• 對那些領袖⽽⾔，耶穌聲稱⾃⼰是他們的審判官，並且共享神的權柄；
就神的獨特性⽽⾔，這話不僅具有冒犯性的宗教意味，⽽且就他們⾃⼰
的權柄來說，也帶有政治⾊彩。現在，他們可以把耶穌帶到彼拉多跟前，
指控祂⾃封為王。



在彼拉多前受審
（太27：11∼14；可15：2∼5；路23：2∼5；約18：29∼38）

• 路加福⾳記載，宗教領袖在彼拉多⾯前以三項罪名控告耶穌：
1) 耶穌破壞了以⾊列民族的習俗（誘惑國民）。

2) 耶穌禁⽌猶太⼈納稅給凱撒。
3) 耶穌說⾃⼰是王。
因此，耶穌在三⽅⾯威脅著羅⾺當局的法律和秩序，彼拉多必須爲此作出回應。

• 每⼀卷福⾳書都記載，彼拉多問耶穌祂是否猶太⼈的王。耶穌回答：
「你說的是」。領袖們開始提出進⼀步的指控，耶穌對這些都不作答覆。

• 所有記述都指出，彼拉多嘗試去理解這些事件和要進⾏調查的理由。在
他⾯前的是⼀群想要除去耶穌的領袖。雖然耶穌有許多跟隨者，可是祂
似乎對羅⾺政府沒有構成任何真正的威脅。路加福⾳說，彼拉多要尋求
另⼀個⼈的意⾒。



在希律前受審（路23：6∼12）
• 希律似乎重視事情的娛樂性多於它是否公正，也許因爲他知道耶穌這
個⼈，也已經決定耶穌對他的治理並不構成任何威脅。希律⾒耶穌，
是因爲他要向加利利⼈負責。這項⾏動顯出彼拉多尊敬他的地位。希
律和他的⼠兵藐視耶穌，並且嘲弄祂。希律把耶穌送回彼拉多那裡，
讓他裁決耶穌是無辜的（路23：15）。



彼拉多宣布耶穌無罪（路23：13∼16）
• 耶穌從希律那裡受審回來後，彼拉多在祭司⾧、官府、和百姓⾯前作
出宣告：「祂沒有做甚麼該死的事」（路23：15）。



耶穌，還是巴拉巴？
（太27：15∼23；可15：6∼14；路23：17∼23；約18：39∼40）

• 祭司⾧和⾧⽼（⾺太福⾳）帶領眾⼈，要求釋放巴拉巴，並且要求把
耶穌釘在⼗字架上。以無辜的耶穌取代了有罪的巴拉巴，這象徵了整
個⼗字架的經歷。雖然沒有⼀本福⾳書作出任何解釋，可是巴拉巴這
個名字在亞蘭⽂的意思是「⽗親的兒⼦」。熟悉這個語⾔並謹慎對待
宗教象徵的⼈會理解，⼀個兒⼦交換了另⼀個兒⼦。⼀個被判死刑的
⼈得到釋放，⽽另⼀個無辜的⼈卻要代他受死。



彼拉多交出耶穌釘⼗字架
（太27：24∼26；可15：15；路23：24∼25）
• 每⼀卷福⾳書都指出，彼拉多被困於不同⼒量的漩渦中，朝著⼀個他
無⼒阻⽌的⽅向前進。他在最後沒有令⼈尊敬地維護正義。相反地，
他在眾⼈⾯前洗⼿，企圖推卸責任。這種拒絕負責的情形，讓⼈想起
猶太⼈的領袖在27：4也⽤同樣的⽅法對待猶⼤。

• 然⽽，眾⼈接受了這個責任：「祂的⾎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孫⾝上！」
眾⼈認為⾃⼰在捍衛神與祂的尊榮，反對⼀個虛假的聲稱（參：申：
13：1∼5）。這是⼀個⽀持或反對耶穌是「基督」的決定。眾⼈在這
裡投了反對票，他們拒絕了爲他們差來的那位（參：賽53：3）。



釘⼗字架（1）
（太27：33∼37；可15：22∼26；路23：33∼34；約19：17∼27）
• 兵丁嘗試讓耶穌喝苦膽（⾺太福⾳）或沒藥（⾺可福⾳）的酒，雖然
⾺太福⾳指出耶穌嘗了⼀⼝，可是祂拒絕接受。在這個環境，它被視
爲憐憫和同情的⾏為，可是耶穌拒絕了，祂要承擔完全的痛苦。

• 路加福⾳23：34，耶穌爲那些處決祂的⼈求赦免，因爲他們不知道⾃
⼰在作甚麼。耶穌⼼裡沒有報復的想法，祂只盼望看⾒⼈們悔改。司
提反在使徒⾏傳七章也效法了這個榜樣。路加經常把耶穌與在使徒⾏
傳裡跟隨耶穌的⼈相⽐。

• 兵丁爲耶穌的⾐服拈鬮。耶穌在恥辱中⾚裸裸地死去，⽽在祂周圍的
⼈卻以祂剩下的最後⼀些⾐物作樂。



釘⼗字架（2）
（太27：33∼37；可15：22∼26；路23：33∼34；約19：17∼27）

• 所有記述都在不同地⽅提到彼拉多留下的提字，這是重要的細節，因
為它讓⼈知道耶穌被釘⼗字架的理由，也成爲爭議的要點。所有福⾳
書都提到「猶太⼈的王」，這在古時候，完全表達了王權的意思。約
翰福⾳提到祭司⾧對這樣的措辭提出抗議，可是彼拉多為此辯解，說
這是耶穌的聲稱，因此彼拉多不會更改他已經寫下的題詞。最後，耶
穌在這個民族之上的王權成了祂死亡的原因。

• 約翰福⾳還指出⼀些看⾒耶穌釘⼗字架的⼈：耶穌的母親、祂母親的
姐妹、⾰羅罷的妻⼦⾺利亞、和抹⼤拉的⾺利亞。此外，還有耶穌所
愛的那⾨徒。耶穌告訴她的母親和這⾨徒，現在他們就是彼此的母親
和兒⼦了。經⽂指出這個⾨徒（也許是約翰）從此就開始照顧她。耶
穌在臨死的時候仍然想著要如何照顧別⼈。



耶穌在⼗字架上受嘲笑
（太27：38∼43；可15：27∼32；路23：35∼38）
• 耶穌被釘在兩個強盜中間，路過的⼈就嘲笑祂。他們的嘲諷涉及耶穌
曾經說祂會拆毀聖殿，然後在三⽇內重建的聲稱。他們取笑耶穌沒有
作這事，可是諷刺的地⽅就是耶穌正在成就這事。他們慫恿耶穌救⾃
⼰，從⼗字架上下來，「你如果是神的兒⼦」，就如魔⿁在試探耶穌
時講的話。宗教領袖也譏笑耶穌「救了別⼈，不能救⾃⼰」。耶穌沒
有理會這些譏諷，代表了祂廣闊的愛。



兩個強盜（太27：44；可15：32；路23：39∼43）
• ⾺太福⾳和⾺可福⾳指出，釘在耶穌兩旁的強盜也辱罵祂。連那些真
正有罪的⼈也取笑祂。

• 路加福⾳卻描述了兩個強盜之間的爭論。有⼀個強盜改變了⼼意。這
個罪犯附和了彼拉多和希律較早時宣告的，耶穌是無罪的。⼀個受到
同樣刑罰的⼈清楚知道他們之間的差別。這個積極反映的罪犯接著要
求耶穌，在祂得國的時候紀念他。儘管耶穌似乎要死去了，可是這個
強盜卻預⾒祂會得伸冤，並且在未來的國度裡，權柄要屬於這位王。
耶穌的回答同樣令⼈驚訝，祂說：「今⽇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耶
穌的權柄不限於未知的未來，卻在此刻就表達出來，甚⾄超越了死亡。



耶穌的死（1）
（太27：45∼54；可15：33∼39；路23：44∼48；約19：28∼30）

• 到了正午，遍地都⿊暗了。阿摩司書8：9將這個現象與審判相聯繫。
這是天地萬物的⾒證，從午正到申初—每天下午獻祭的時間—⼀共
維持了三個⼩時。路加福⾳描述殿裡的幔⼦裂爲兩半。神與⼈之間的
隔閡已經除去，現在⼈可以從敞開的⼤⾨進到神的⾯前。

• 到了申初，耶穌⽤詩篇22：1的話，⼤聲喊著說：「我的神，我的神，
為甚麽離棄我？」儘管耶穌是無辜並公義的，可是祂現在在經歷苦難。
這是神允許的，也是神指揮的。對整篇詩的理解，緩和了這裡整個場
景引起的絕望氣氛。耶穌承認祂的苦難代表了真正的痛苦，祂似乎是
孤獨地在受苦。

• ⼀些在⼗字架周圍的⼈試圖再給耶穌⼀點醋，可是其餘的⼈阻⽌了，
因爲他們想看以利亞是否會來救祂。雖然拯救就在他們⾯前發⽣，可
是他們仍然想看它是否會來。



耶穌的死（2）
（太27：45∼54；可15：33∼39；路23：44∼48；約19：28∼30）

• 約翰福⾳記載，耶穌嚐了那⼝醋，就說「成了！」接著祂低下頭，將
靈魂交付給神。路加福⾳描述了耶穌說的最後⼀句話，它涉及詩篇31：
5裡信任的話：「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裡！」，說了這話，氣就斷了。
⾺太福⾳和⾺可福⾳描述，隨著耶穌最後的⼤聲喊叫，祂就斷了氣。

• ⾺太福⾳和⾺可福⾳在這裡才説到神殿的幔⼦裂開了。
• 每⼀卷福⾳書都以百夫⾧的信仰告⽩結束釘⼗字架的事件。這成爲整
個場景最後的⾼潮評論。在⾺太福⾳，百夫⾧周圍有更多⼈⼀起對地
震和別的事件作出回應，百夫⾧的話是其中⼀部分。他們極其害怕，
就承認道：「這真是神的兒⼦了！」。



⽬擊釘⼗字架的⼈（太27：55∼56；可15：40∼41；路23：49）
• 在耶穌釘⼗字架或復活的記述裡，婦⼥都扮演了突出的⾓⾊，每⼀個
記述都列出婦⼥和其他⾒證⼈。由於⼈們在那種情形不認爲婦⼥會構
成威脅，所以⽐較不會理會她們。我們在這裡看⾒，在⼀個往往貶低
婦⼥、把她們看爲微不⾜道的⽂化中，耶穌卻有男男⼥⼥的跟隨者。
有許多⼈確實看⾒耶穌被釘⼗字架時發⽣的詳細情形。因為每⼀個⼈
都會記得⼀些獨特的細節，所以這許多的⾒證⼈也可以解釋各個記述
中不同的細節。



耶穌的埋葬
（太27：57∼61；可15：42∼47；路23：50∼56；約19：38∼42）
• 亞利⾺太的約瑟（財主/議⼠/⾨徒）求彼拉多把耶穌的⾝體給他。不
然的話，耶穌就會與罪犯葬在⼀起。⾺可福⾳指出，彼拉多詢問耶穌
是否已經死了，百夫⾧證實耶穌已經死了。約翰福⾳記述兵丁扎耶穌
的肋旁也確定了這點。彼拉多就允許了這個請求。

• 於是，約瑟取了耶穌的⾝體，⽤細⿇布裹好。把耶穌放在⼀個從岩⽯
鑿出來的新墳墓中。⾺太福⾳和⾺可福⾳指出，抹⼤拉的⾺利亞和另
⼀位⾺利亞看⾒了這個地點。



看守墳墓的⼈（太27：62∼66）
• 祭司⾧和法利賽⼈認爲，要結束爭議，他們還需要嚴密看守這個地⽅。
他們去⾒彼拉多，要求他派⼈看守墳墓，直到第三⽇。彼拉多答應了
他們的要求，差派⼀個兵丁去看守，同時也封了墓⾨。



婦⼥來到墳墓那裏
（太28：1∼8；可16：1∼8；路24：1∼12；約20：1∼13）

• 福⾳書都表明，有關空墳墓的最早報導來⾃婦⼥。當時的⽂化不尊重
婦⼥的證詞，顯出這不是教會編造的細節。

• 那些婦⼥想要來膏耶穌的⾝體。但是當她們到那裡時，發現擋住墳墓
的⽯頭已經滾開了，並看⾒天使在那裡。她們聽⾒天使的宣告，耶穌
已經復活了！婦⼥們就跑回去告訴⾨徒。



耶穌向婦⼥顯現（太28：9∼10；約20：14∼18）
• ⾺太福⾳指出，在天使之後，耶穌親⾃向婦⼥顯現。耶穌重複天使的
指⽰，吩咐她們不要害怕，要去告訴⾨徒往加利利去，他們要在那裏
看⾒耶穌。



耶穌向⾨徒顯現，之後向多⾺顯現
（路24：36∼43；約20：19∼29）

• 路加福⾳指出，⾨徒⼀起坐席的時候，耶穌多次顯現，並且叫他們看
祂的⼿和腳，並且摸祂，提醒他們說，魂是無⾻無⾁的。就在他們喜
得不敢信，並且稀奇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要了⼀些⾷物，並且吃了⼀
⽚燒⿂。這⼀系列⾏動表明，耶穌確實是活了，並且在他們當中。

• 約翰福⾳說，這事發⽣時，多⾺不在場。過了⼋⽇，耶穌向多⾺顯現，
並且要他⽤指頭探⼊祂的肋旁。耶穌勸告他說：「不要疑惑，總要
信！」多⾺呼喊說：「我的主！我的神！」成爲這裡的⾼潮。耶穌⽤
祝福的話回答他，同時也勸他們要相信：「你因看⾒我才信，那沒有
看⾒就信的有福了！」

• 約翰福⾳以捕⿂的神蹟作爲結束，這個神蹟涉及彼得和其他⾨徒，也
包括⼀頓早餐。耶穌讓彼得三次表⽩對主的愛，重建了他。



在加利利頒布⼤使命（太28：16∼20）
• 雖然路加福⾳集中記述耶穌在耶路撒冷的顯現，可是在⾺太福⾳，耶
穌重要的顯現都是在猶太以外的加利利。⾨徒看⾒耶穌顯現，表⽰了
敬拜和懷疑的態度。福⾳書都指出，要⾨徒接受耶穌已經復活這件事
是多麽困難。

• 耶穌的⼤使命指出，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已經賜給祂了。天國在這
裡，彌賽亞在⼯作。正如耶穌在祂服事的時候所⾔，神正藉著耶穌⾏
事。天國已經來臨了。所以耶穌呼召他們使萬民做祂的⾨徒。

• 使⼈做⾨徒涉及三個步驟。⾸先，這個使命要求⾨徒出去尋找，並且
把信息帶到各國。其次，使⼈成爲⾨徒涉及奉⽗、⼦、聖靈的名為那
些作出回應的⼈施洗。這是天⽗的計劃，通過聖⼦傳遞，聖⼦⼜差遣
聖靈作為事情已經成就的記號。第三，使⼈做⾨徒涉及教導他們遵守
耶穌所吩咐的⼀切。



結論（1）
• 對觀福⾳記載的耶穌⽣平，以讓⾨徒感到驚懼的復活結束（⾺可福
⾳）。福⾳書講的不是⼀位偉⼤的宗教⽼師，它們講的是⼀位偉⼤、
獨⼀無⼆的拯救者，祂的出現代表了⼀個新世代的開始。在耶穌⼀⽣
和祂的事⼯中，所有爭議都圍繞著祂帶來的信息，就是神的能⼒和同
在開始顯露了，這是與耶穌不能分開的同在和權柄。那也向⼀個從很
久以前就得到這個應許的民族提供了拯救和實現。這樣的提供需要⼈
們作出回應，遇⾒耶穌的⼈很少能對祂保持中⽴的看法。祂的事⼯提
出了⼗分重要的問題，使祂的信息引起爭議，這個爭議也導致祂的死
亡。然⽽，耶穌的重要性意味著，祂的死亡不是故事的結束。耶穌的
復活說明祂針對的問題是⽣命的盼望，不是拒絕和死亡的權⼒。



結論（2）
• 作為⼈⼦，祂可以趕⿁。趕⿁的能⼒表明邪惡的權勢不能擊敗祂，⽽
且神的國度已經來臨了。耶穌醫治病⼈，這表⽰，作為⼤衛的⼦孫，
祂有拯救的⼒量。安息⽇的爭論表明，即使在休息的⽇⼦，神仍然會
藉著祂⼯作，因爲祂是安息⽇的主。在祂降⽣、⽣活、和死亡的時候，
連天地萬物都向祂下拜，為祂作證，使⾨徒要問祂到底是誰，連⾵和
海都要服從祂。從與祂交往的⼈看出，任何⼈都可以到祂那裡，接受
神所提供的，因為神呼召祂作偉⼤的醫治者。祂的憐憫使祂像牧⽺⼈
找尋迷途的羔⽺那樣，去尋找失喪的⼈—祂也敦促⾨徒這樣做。現在，
祂已經復活，得到伸冤了，並且按著祂應有的地位，坐在神的右邊。
祂在那裡，隨時可以把神的能⼒賜給在那⽇以前轉向祂的⼈。到了那
天，作為⼈⼦的基督就要回來，⾏使完全的權柄，作出最後、決定性
的審判。



結論（3）
•對觀福⾳合⼒告訴我們，有⽿可聽的就應當聽，有眼可看的就應
該尋找在耶穌裡的赦免，並且進⼊祂的應許中。對觀福⾳也告訴
我們，無論世界對耶穌的拒絕使這些已經作出回應的⼈覺得如何
艱苦，我們都應當堅持到底，直到耶穌完成祂已經開始的⼯作。



信仰反思
• 甚麼是耶穌⾃⼰所傳並吩咐祂的⾨徒去傳的福⾳？

Ø福⾳就是神的統治通過天國的降臨回到世⼈的中間。
Ø耶穌就是天國的王，祂通過在⼗字架上的死爲祂的⼦民在上帝⾯前獻上贖罪祭，⼜將
祂復活的⽣命賜給祂的⼦民。

Ø天國裏的⼦民得永⽣、平安、喜樂等其它⾃然享有的福分，這些是不⽤向神求的。

• 甚麼是信耶穌？
Ø接受耶穌作⾃⼰的主，⾃⼰的王。
Ø領受耶穌的教導並按著教導⽽⾏。

• 如何才能進天堂（與主同坐宴席）？
Ø路13：22∼30：排除在天國之外（⽣命與主連結）
Ø路19：11∼27：托付銀⼦的⽐喻（保持忠⼼，努⼒作主⼯）
Ø太24：45∼51：善僕與惡僕的⽐喻（保持忠⼼，努⼒作主⼯）
Ø太25：1∼13：⼗個童⼥的⽐喻（時刻準備好⾯對主的再來）
Ø太25：14∼30：按才幹托付銀⼦的⽐喻（保持忠⼼，努⼒作主⼯）
Ø太25：31∼46：綿⽺與⼭⽺—有主的⽣命（愛的⾏動）



歡迎⼀起來更多地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