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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復活基督的顯現與權柄的授予 

 

經節：太二十八 1-20；徒一 1-3 

 
太二十八 1-20 

『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天快亮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那個馬利亞來看墳墓。忽 
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他的像貌如同閃電， 
衣服潔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嚇得渾身亂戰，甚至和死人一樣。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 
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他不在這裏，照他所說的，已經復活了。你們來 
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訴他的門徒，說他從死裏復活了，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 
那裏你們要見他。看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婦女們就急忙離開墳墓，又害怕，又大大地 
歡喜，跑去要報給他的門徒。忽然，耶穌遇見她們，說：「願你們平安！」她們就上前抱住 
他的腳拜他。耶穌對他們說：「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叫他們往加利利去，在那 
裏必見我。」她們去的時候，看守的兵有幾個進城去，將所經歷的事都報給祭司長。祭司長 
和長老聚集商議，就拿許多銀錢給兵丁，說：「你們要這樣說：『夜間我們睡覺的時候，他 
的門徒來，把他偷去了。』倘若這話被巡撫聽見，有我們勸他，保你們無事。」兵丁受了銀 
錢，就照所囑咐他們的去行。這話就傳說在猶太人中間，直到今日。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 
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徒一 1-3 

『提阿非羅啊，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直到他藉聖靈吩咐所 
揀選的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地顯給使徒 
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 
 

一、四十天的意義 

二、復活的生命 

（一）復活的大能  

（二）復活的見證 

（三）復活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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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活是最大的爭戰 

（一）仇敵竭盡一切權勢抵擋基督的復活 

（二）空墳墓的得勝 

四、復活詩篇 

（一）活人之路 

（二）救恩之杯 

（三）義門 

（四）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五、復活的境界 

  ――祂不在這裏  

六、約定的山上——國度的境界 

七、最大的權柄 

（一）天上的 

（二）地上的 

八、最大的愛 

九、最大的差遣 

十、最大的使命——萬民作門徒 

十一、最大的救恩 

十二、最大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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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復活基督的顯現與成全神的家 

 
經節： 路二十三 39~49；路二十四 1~53 

路二十三 39~49 

『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笑他，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那一個 

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 神嗎？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 

我們所做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 

求你記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那時約有午正， 

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頭變黑了；殿裏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耶穌大聲喊說：「父 

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說了這話，氣就斷了。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就歸榮耀與  

神，說：「這真是個義人！」聚集觀看的眾人見了這所成的事都捶胸回去了。還有一切與 

耶穌熟識的人，和從加利利跟他來的婦女們，都遠遠地站看這些事。』 

路二十四 1~53 

『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看見石頭已經從墳 

墓滾開了，他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 

衣服放光。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對她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 

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當記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說：『人子必須被交在 

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她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便從墳墓那裏回去， 

把這一切事告訴十一個使徒和其餘的人。那告訴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亞拿，並雅 

各的母親馬利亞，還有與她們在一處的婦女。她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 

得起來，跑到墳墓前，低頭往裏看，見細麻布獨在一處，就回去了，心裏希奇所成的事。正 

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 

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只 

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他 

們就站住，臉上帶愁容。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 

知道這幾天在那裏所出的事嗎？」耶穌說：「甚麼事呢？」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 

事。他是個先知，在 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 

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 

且這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她們清早到了墳墓 

那裏，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又有我們的幾個人 

往墳墓那裏去，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有看見他。」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 

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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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應當的嗎？」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將近 

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西了， 

請你同我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 

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他們彼此說： 

「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他們就立 

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說：「主果然復活， 

已經現給西門看了。」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擘餅的時候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都述 

說了一遍。正說這話的時候，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說：「願你們平安！」他們卻驚慌害 

怕，以為所看見的是魂。耶穌說：「你們為甚麼愁煩？為甚麼心裏起疑念呢？你們看我的手， 

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說了這話，就 

把手和腳給他們看。他們正喜得不敢信，並且希奇；耶穌就說：「你們這裏有甚麼吃的沒有？」 

他們便給他一片燒魚。他接過來，在他們面前吃了。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 

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我的話都必 

須應驗。」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 

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裏復活，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 

萬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 

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就舉手給他們祝福。正祝福的 

時候，他就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他們就拜他，大大地歡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 

裏稱頌 神。』 
 

一、四十天的寶貴 

  ――每一章都說出一個獨特的啟示合成「四十天」的完全訓練 

二、路加二十四章 

  ――基督復活的顯現與成全神的家 

三、神的家與神的國分別 

四、以十架為中心組織神的家 

五、以復活為中心組織神的家 

六、救主尋找的慈愛是成全神的家的根基 

  ――成全神的家在於復活救主無限的忍耐和慈愛 

  （一）以馬忤斯兩個門徒代表神的家的情形 

1. 信心的徬徨 
2. 安全的失去 
3. 無力守住的命令 
4. 正在走違背主的下坡道路 

復活救主是尋找的救主 

  （二）救主的忍耐和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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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強留救主與蒙恩 

  （四）四十天的訓練 

     ――神樂意將祂兒子啟示在我們心裏（加 1:16） 
七、復活基督開啟新約時代教會的偉大生命 

  （一）開啟信心與交通的時代 

1. 堅固信心的浩大恩典――除去疑惑、安撫驚魂、堅立信心 
2. 說出救主對神的家的神聖需要 
3. 接受燒魚說出恩典無限 

  （二）開啟悟性明白聖經的偉大時代 

  （三）開啟見證人與將救恩傳到萬邦的時代 

  （四）開啟聖靈能力的偉大時代 

     ――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的時代 

八、復活基督對神的家無限的懷念和開啟 

――喜樂滿溢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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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復活基督的顯現與聖靈的水流 

 

經節：可十六 9-18；徒一 1-11；徒二 1-4 
可十六 9-18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穌從她身上曾趕出七  

個鬼）。她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那時他們正哀慟哭泣。他們聽見耶穌活了，被馬利 

亞看見，卻是不信。這事以後，門徒中間有兩個人往鄉下去。走路的時候，耶穌變了形像， 

向他們顯現。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其餘的門徒也是不信。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 

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裏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他的 

人。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甚 

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徒一 1-11 

『提阿非羅啊，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直到他藉聖靈吩咐所 

揀選的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地顯給使徒 

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 

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 

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 

候嗎？」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自己的權柄所定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 

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雲彩把他接去，便 

看不見他了。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 

去，他還要怎樣來。」』 

徒二 1-4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 

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一、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的相同點：路加與約翰論到的兩位不同的偉大職事 

二、最大爭戰之前的準備――主要衝過去，門徒也要衝過去 

  （一）價值觀念的不同——對門徒的默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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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廢了逾越，立了主日，進入新約 

  （三）對彼得的準備——拆毀天然生命是建立屬靈生命的道路 

  （四）客西馬尼園的得勝榜樣 

     得勝——意志的選擇是得勝或失敗的關鍵 

三、耶穌得勝與彼得失敗 

  （一）屬天的人與屬地的人 

  （二）屬天的人的表現照射在屬地的人身上 

  （三）兩個國度的戰爭 

  （四）諸天國度的得勝 

四、遲來的奉獻與隱藏的得勝 

五、復活的能力顯出最大作為 

  （一）祂不在這裏，請看安放祂的地方 

  （二）抹大拉的馬利亞與門徒——傑出的得勝者 

  （三）以馬忤斯門徒的見證——經歷的見證人 

六、主最後的顯現——工作和囑咐 

  ——開啟新約時代的服事 

  （一）開啟信的時代 

  （二）向萬國傳福音的時代 

七、這是耶穌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 

  （一）開啟神蹟奇事的時代——證明主升天的事實和權能 

  （二）開啟教會執行耶穌基督權柄的時代 

八、主耶穌偉大的命令 

  大軍出發前裝備最大的能力――「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浸」 

九、在全地作我的見證人――上升前的命令 

十、留下再來的囑咐 

十一、教會誕生的日子――開啟教會榮耀得勝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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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復活基督的顯現與最大的呼召 

 

經節： 約二十 ~ 二十一章 

一、馬利亞傑出的經歷――帶進新約典型的啟示境界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裏看，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在安 

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腳。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她說： 

「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裏。」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 

裏，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問她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 

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裏，我便去取他。」耶穌 

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 

意思。）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 

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抹大拉的馬利亞就 

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主。」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約二十 11~18） 

  （一）愛的追求延遲主升天的腳步——促使主提早的顯現 

  （二）對復活基督悟性的軟弱與黑暗 

  （三）主的傑出的行動帶來眼睛的開啟——認識復活基督 

  （四）升天的啟示  

1. 初次的升天 
（1） 神享受初熟的果子 
（2） 與聖徒的聯合 

2. 二次的升天――永遠作教會榮耀的元首  
二、復活基督第一次的顯現――在聚會中顯現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 

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 

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 

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 

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約二十 19~23） 

  （一）偉大的「基督的平安」――「復活生命的憑據」 

  （二）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偉大的「基督的喜樂」 

  （三）復活的差遣 

  （四）接受內住的聖靈 

  （五）權柄的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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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活基督第二次的顯現――在聚會中向多馬顯現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那些門徒就 

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 

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原文是 

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說：「我的主！我 

的神！」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耶穌在門徒面前 

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 

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二十 24~31） 

  （一）對多馬最大的愛 

  （二）十架的愛征服一切難處 

  （三）「沒有看見而信的有福了」――引進新約時代的偉大境界 

四、復活基督第三次的顯現――偉大的呼召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有西門‧彼得和 

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 

在一處。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 

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耶 

穌就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耶穌說：「你們把網 

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耶穌所愛的那 

門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 

裏。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古代以肘為尺，一肘約有今時尺半〕，就在小船上 

把那網魚拉過來。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耶穌對他們說：「把 

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西門彼得就去〔或譯：上船〕，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 

一百五十三條；魚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耶穌說：「你們來吃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 

問他：「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向門 

徒顯現，這是第三次。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在馬太十六章十七 

節稱約拿〕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 

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第三次對他說：「約 

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憂愁，對耶穌說： 

「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我實實在在地告訴 

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 

束上，帶你到不願意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說了這話， 

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彼得轉過來，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著，（就是在晚飯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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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靠著耶穌胸膛說：「主啊，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說：「主 

啊，這人將來如何？」耶穌對他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吧！」』 

（約二十一 1 ~ 22） 

  （一）提比哩亞海的顯現——為尋找失望灰心疲憊的彼得 

  （二）我們對復活基督的認識 

  （三）炭火魚餅的異象 

1. 對彼得最大的激勵 
2. 經歷的寶貴 

  （四）對彼得最大的呼召 

1. 最高的愛 
2. 微弱的愛——永不熄滅的愛 

  （五）彼得對復活基督――生命和態度的改變 

  （六）十架的呼召——丟棄天然生命的呼召 

  （七）「與你何干？」——「你跟從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