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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耶穌是在七⽇的第⼀⽇復活的，因此，這⼀天就成為基督教的安息⽇。主⽇就是基

督教的安息⽇。每⼀個主⽇都是在紀念主的復活。今天是⼀年⼀度的復活節，我們剛好講

到這段耶穌復活的歷史。耶穌復活告訴我們，祂已經戰勝了死亡，祂已經成為新造⼈類的

元⾸，所有重⽣得救的基督徒的靈魂已經復活了，將來也會得著⾝體的復活，與神永遠同

在的復活，與基督永遠同在的復活。這是基督教的福⾳，這是好消息，基督復活勝過死亡

的好消息。基督若沒有復活就沒有福⾳，就沒有好消息，我們就沒有永⽣的指望，我們就

滅亡了。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章「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

是枉然！」「15 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證的，因我們⾒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

⼈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16 因為死⼈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18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也滅

亡了。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基督復活是歷史的事實。今天的經⽂就記錄了耶穌復活之後第⼀天向⾨徒現象的歷史。耶

穌復活後在地上停留了40天之後才被天使接到天上。福⾳書從不同的⾓度記錄了耶穌復

活的第⼀天，第⼀個主⽇。8天之後，在接下來的主⽇，使徒和⾨徒在⾺可樓聚集，耶穌

⼜向他們顯現。當他們到了加利利聚會時，耶穌向他們顯現頒布⼤使命。然後繼續教導他

們關於神國度的事，耶穌在這段時間向許多⼈顯現祂的復活，說明教導啟⽰祂的國度。最

後，耶穌和⾨徒回到耶路撒冷的橄欖⼭，⾨徒看到耶穌在橄欖⼭被天使接走升天。耶穌復

活之後祂不斷地向⾨徒顯現，不斷地堅固和招聚祂的教會。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最重要的

主題。 

 

中心思想：復活的基督向們徒顯現招聚和堅固祂的教會。 

 

耶穌被天使接到天上之後，祂在天上受聖靈的膏抹，在天上的帳幕成為天上的⼤祭司，成

為神國度的君王，成為教會的元⾸。受膏抹的聖靈從祂的頭上，流到祂的⾝體，就是地上

的教會。這就是我們在使徒⾏傳2章看到的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情況。新約的教會就開始在

地上被正式的設立：復活的基督在天上，祂的⾝體，就是教會在地上開始擴展，從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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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到猶太全地，和撒⾺利亞，直到地極，作基督的⾒證（徒1:8），⼀直到基督的再來。

我們正是處在其中。所以，每個主⽇我們都是在⾒證基督的復活。 

 

今天的經⽂，就是講到這整個招聚和堅固祂的教會的第⼀天。耶穌復活之後立刻開始⼯

作。祂為了預備祂的教會，在五旬節領受聖靈，正式設立有形的有組織的教會，並且開始

擴展。祂預備⾃⼰在天上受聖靈膏抹，⽽祂的教會在地上領受聖靈的膏抹，教會正式被立

起，邁向新天新地。從此之後，每個主⽇，基督都招聚和堅固祂的教會，使祂的教會認識

明⽩祂的國度。這項⼯作⼀直在進⾏。今天我們在這裡聚集是復活的基督，作在天上寶座

的基督把我們招聚在⼀起，祂要堅固我們，祂要我們認識明⽩祂的復活的意義，祂要我們

明⽩祂的教會是什麼，祂要我們明⽩祂的國度是什麼。當我們明⽩了，就是祂向我們顯

現。當我們越來越明⽩，我們就會越來越愛祂，並且遵⾏祂的命令，祂就向我們顯現。這

不是⾁眼看到的顯現，⽽是靈裡⾯的顯現，屬靈悟性中的顯現。 

 

但是，耶穌復活後在地上的40天，祂的顯現是⾁眼可以看到的顯現，祂的顯現也是屬靈

的悟性中的顯現。耶穌復活是⼀段真實的歷史，被記錄在聖經中。耶穌的復活不是虛構的

謊⾔，不是神話⼩說，不是憑空捏造的事件。那些親眼⾒證基督復活的使徒們，幾乎最後

都是殉道⽽死的。因為他們親眼看到了，並且經歷了耶穌的復活整整40天之久。 

 

但是，在耶穌復活後招聚祂們的第⼀天，你可以從四卷福⾳書中看到，那時候他們仍然不

相信耶穌會復活。沒有⼀個⼈相信耶穌會復活：跟隨耶穌的11使徒們不相信，跟隨耶穌的

婦女們也不相信。即使耶穌之前在不同的地⽅重複4-5次提到祂的死和復活，但是他們⼀

直不明⽩，也不相信。這是我們要看到的重點：相信耶穌的復活是聖靈的⼯作，相信耶穌

的復活是基督顯現的果效，相信耶穌復活是神的恩典。當時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以後也

是如此。這是第⼀點：相信耶穌復活是基督顯現的果效和恩典。 

 

另外，我們看到四卷福⾳書從不同的⾓度記錄了第⼀個主⽇發⽣的事情。雖然，記錄的⾓

度和內容有所不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個共同的突出的主題：跟隨耶穌的婦女們是耶穌

復活後⾸先顯現的對象。耶穌復活之後⾸先像那些跟隨祂的婦女顯現，耶穌沒有⾸先向使

徒們顯現，把他們招聚在⼀起，為什麼？按照邏輯，如果是⼀個國家的元⾸，他⾸先要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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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的⼈應該是他的各部的⾸長，⽽不是其他⼈。如果是⼀個公司的老闆，他⾸先要招聚的

⼈應該是他公司的主管團隊，⽽不是其他的員⼯。如果是教會的元⾸，耶穌也應該⾸先要

招聚祂的使徒們，⽽不是那些婦女。為什麼？ 

 

特別是⾺太福⾳，在這段經⽂中，完全沒有提到耶穌向使徒顯現的事。經⽂⼤部分都是在

描述兩個叫⾺利亞的婦女的經歷。最後是講到羅⾺⼠兵向猶太祭司長報告，耶穌的屍體不

⾒了。祭司長就收買了⼠兵，散佈假消息說耶穌的遺體被祂的⾨徒偷走了。然後，接下來

就是耶穌和⾨徒在加利利的聚會，向祂的教會頒布⼤使命。整本⾺太福⾳就結束了！ 

 

為什麼⾺太只記錄耶穌向婦女顯現，⽽沒有記錄耶穌向彼得顯現，向11個⾨徒顯現呢？⾺

太福⾳要傳達的思想是什麼呢？我們⾸先要從四卷福⾳書來重新建構⼀個完整的耶穌顯現

的次序，然後再回答這個問題。（第⼀點：相信耶穌復活是基督顯現的果效。） 

 

經文解釋： 

1. 背景：婦女們往墳墓出發。太28:1ú12/-3456-789-5:;<7=>5?

@A7BCDEFGBCDHIJKLû可16ú1ü 2/-5?@A7BCDEýþ7

ÿ!BCD¨"#$5% &'�¤'��7v(Lû路24:1ú106-789-5)*7

=>5F+��,-�./7&0HøJKÁ5û 
 

很顯然，這是從加利利開始就⼀直跟隨耶穌的婦女。⾺太選擇性的記錄了帶頭的兩位婦

女，延續了前⾯她們坐在墳墓對⾯，⾒證耶穌被膏抹和埋葬的事實（太27:61）。他們帶

著悲痛的⼼情離開墳墓，他們悲痛耶穌的死亡，因此，在安息⽇快過去，天還沒有亮的時

候，他們就出法往墳墓去。難道她們不知道耶穌要復活嗎？顯然不知道，因為，她們帶著

預備的香料要去膏耶穌的⾝體。她們的⽬的不是要等候耶穌復活的顯現，她們要去膏抹耶

穌。 

 

2. 場景：天使下降地大震動。太28:2úM NO5P@QR5STU,7VWX:YZ

H5[\8]^5_`YaLb c7defghi5jklmfnLo Ip7qrScs
tuvwx5yzE{q9|L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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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婦女們還沒有到達墓地的時候，突然發⽣⼤地震。這不是耶穌被釘⼗字架時的那種地

震。這是天使從天⽽降，把⽯頭滾開，並坐在上⾯，把看守的羅⾺⼠兵嚇得不省⼈事，昏

了過去。他們好不容易熬過了⼀個安息⽇，以為事情可以結束了，沒有想到遇到神超⾃然

的介入，不僅保守將要到來的婦女們，同時也把被封的墳墓打開了，預備婦女們來⾒證耶

穌的復活。 

 

3-婦女們同來到墳墓。可16:2「M 6-719-2354õ57=>5¾�HøJKF
�5b 67���8»��[\8XK§]^9:±o F\8;H<@5¾�=89I5
>®\8��]^ L」 

在天亮的時候，以抹⼤拉⾺利亞和另⼀位⾺利亞領頭的⼀批婦女們來到墳墓，他們不知道

墳墓的⼤⽯頭已經被天使滾開了。因此，她們還在討論要如何把⽯頭滾開。這時候羅⾺⼠

兵可能已經醒過來，嚇得逃跑了。因此婦女們沒有受到⼠兵的⼲擾。 

 

4-婦女們同進入墳墓。?1�@oúo F\8;H<@5¾�=89I5>®\8��]^

 L」路23:3「b ¾�rÍ¤5A��®,��7v(L」 

 

5-婦女們看見兩天使。太28:5「} :V~������������������F��
��7��L� c�`��5�c��75���� L��HI2¡,7P¢L 
£ ;¤¥¦c7§$5�cX{��� 5¨©`��ª«¬CC¤5`F����®
cLI¯5���¥°�� L±」（可16:5-8；路23:3-8） 

 

這些婦女看⾒兩位天使，其中⼀位少年的天使告訴她們耶穌已經復活了，並且要她們告訴

使徒們，並且要他們往加利利去和耶穌聚會。婦女們的⼼情，從開始的悲傷痛苦，到驚訝

耶穌的⾝體不⾒了，現在看到天使向他們顯現，告訴她們耶穌已經復活了，並且招聚祂們

到加利利去聚會。0

0
0

6-婦女們從墳墓逃跑。太28:8「² ���r³´µ^JK5¶��5¶@@P·¸5¹¤

�º»c7§$L」可16:8「² ¾�r4H5XJKF�B¹5¶CD¶EF5yGH�
¥¦q5ST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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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福⾳說，她們就從墳墓那裡逃跑，⼜發抖⼜驚奇，什麼也不告訴⼈，因為她們害怕。

路加福⾳說，天使提醒她們要想起耶穌以前告訴她們的話：「ÞqIÊJèK`LqM

�5�`���Y51N-��L」然後，「² ¾�rOP��7çHL」婦女們在經歷

中想起耶穌的話，這是聖靈的⼯作，她們知道耶穌復活了。他們雖然還沒有遇⾒復活的耶

穌，但是她們想起耶穌的話來，表⽰她們相信了。 

0

⾺太在這裡插入了羅⾺⼠兵向猶太教祭司長和報告所發⽣的事。⼠兵們沒有看到⼤批婦女

們來到墳墓。神的護理保守了這些婦女。猶太祭司長和長老們⽤銀錢收買了⼠兵，散佈謊

⾔，說⼠兵在睡覺的時候，⾨徒把耶穌的⾝體偷走了。既然睡著了，⼜如何知道是⾨徒偷

的呢？這種愚昧的謊⾔，反⽽證明了耶穌復活了。這是11-15節。 

 

7-婦女們向門徒報告。路24「¼ QXJKF�R¤5[�9S7Ð¥¦�9GV$ETU
7qL1Æ F¥¦V$7r�?@A7BCDEVDØ5¨ýþ7ÿ!BCD5WUX¾
�`9Y7��L11 ¾��+ç5V$ªT�Z[5r�\.L約20「16-719-2

35:W]7=>5?@A7BCDHøJKF�5I®\8XJK^^ 5M r¹H®
_§6tE���`7FG§$5~c����Uq[,XJK�^ ¤5�����¡
`¯�±」0
 
婦女們告訴11個使徒和其餘的⾨徒，她們知道耶穌已經復活了，因為天使告訴她們，並且

她們在墳墓裡沒有看到耶穌的⾝體。但是使徒竟然以為是胡⾔，就不相信。這裡牽涉到兩

件事，第⼀，使徒和⾨徒仍然不明⽩耶穌的復活，所以，也不相信耶穌會復活。他們天然

的理性仍然不能明⽩耶穌的⼗字架，害怕和剛硬的⼼阻擋了他們的信⼼。 

 

8-彼得和約翰去墳墓。路24「1M 6tPH5¹øJKÁ5a8¬�I5®bcde`9

Y5rR¤ 5f�gF�h7ÐL」約20「b 6tEF§$r4H5¬JKF�¤L

o iGqg¹5F§$j6t¹tk;5«ø JK5} a8¬�I5r®bcdW¡`
F5A�lUÍ¤L� _§6tmnHø 5ÍJK�¤5rI®bcdW¡`F5£ ¶
I®��7o8plUEbcd¡`9Y5�q`9Yr-L² «øJK7F§$HÍ¤5
I®r. L¼ STc�W�*m#�7st5r���Ê�X{���L1Æ u�iG§
$Rvw7ÃY¤ L」 
 

彼得和約翰看到了空墳墓，看到了包裹耶穌到細⿇布，原封不動地放在那裡。但是，他們

沒有看到兩位天使。天使沒有向他們顯現，也沒有告訴他們耶穌已經復活了。即使相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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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體不⾒了，他們還是不相信耶穌會復活，因為他們還不明⽩聖經的意思，舊約聖經

中早就預⾔耶穌的復活（詩22；賽53）。 

 

9-耶穌向馬利亞顯現。可16:9「¼ `6-719-235���� 5r«x?@A7B

CDyz{��X¾vY|}46G~。」約20:11-18「11 BCD>�`JK�a�5

�7=>5a8¬JK�I51M r®iG:V5�-mj5`2¡��v(7P¢_
-59G`859G`ÄL1b :V~¾����q5�TyG�:±¾���STUq
[�,^ ¤5����¡`¯�L±1o � �ç5r�üvH5I®���`F�5
>������L1} ���¾����q5TyG�:��89:±BCDªT�I�
75r~c���«�5æ��[c� ¤5�¥¦��[c¡`¯�5�Q¤�
cL±1� �����BCD�±BCDr�üH5�g�Hç~c���A���A�
�r��I7st��±1£ ���������5S�WlU�Y¤®�7�L�¬�
ÇÈF�¤5¥¦c������Y¤®�7�5H���7�{®�7�5H���7
�L±1² ?@A7BCDr¤¥¦§$������I® ,�±¾¶3,~¾�7�
ç¥¦c�Lû0
0

這時候彼得和約翰已經離開了，抹⼤拉的⾺利亞跟隨著他們也到了墳墓外⾯，沒有進去。

這是她第⼆次到墳墓，只是低頭往墳墓裡⾯看，她⼜看⾒那兩位天使。使徒和⾨徒的不

信，使她起先的信⼼受到打擊。雖然天使之前告訴她耶穌已經復活了，她也想起耶穌的

話，但是因為使徒和⾨徒的不信，她的信⼼⼜開始動搖，她開始哭泣了，她⼜忘記了耶穌

以前說的話。她仍然以為耶穌的⾝體是被⼈挪去了。這次天使沒有說話，⾺利亞⼀回頭看

⾒耶穌站在那裡，她卻不知道是耶穌。然後，耶穌和她說話。耶穌向⾺利亞顯現，耶穌⾸

先堅固了⾺利亞的信⼼，並且要她告訴使徒們，祂要升天到⽗那裡去了。這是耶穌的恩典

和憐憫，祂在建造⾺利亞屬靈的⽣命。耶穌向⾺利亞顯現，堅固她的信⼼。 

    
 

10-耶穌向婦女們顯現。太28「¼ NO5��½®¾�5���¿��À2�±¾�rY
ÁÂÃc7ÄÅcL1Æ ��~¾�����������¤¥¦�7ÇÈ5Éc�¬
CC¤5`F�Ê®�L±0」 

 

⾺太在這裡記錄的可能是⾺利亞離開之後，隨後來到⼀批婦女，他們也在後⾯跟著⾺利亞

往墳墓去。這時候彼得、約翰和⾺利亞都離開了。耶穌就在她們來的路上向他們顯現，她

們就立刻匍匐在主耶穌的腳前，她們敬拜主耶穌。她們在第⼀個主⽇上午敬拜復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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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看⾒復活的耶穌，她們的信⼼得著堅固。耶穌同樣告訴她們去招聚其他的⾨徒往加利

利去，耶穌還稱他們為「我的弟兄」。 

 

11-主耶穌向彼得顯現。路24:33「bb c�r�=Pv5R��"�¤5�½®�9GV

$Ec�7gqÔÕ`9Y5bo ���,�O��5��z»_§I L±b} iGqr
[�Y�½®5E��7=>�Gèc��4H7Ð5Ñ�� 9�L」 

 

主耶穌向彼得顯現，應該發⽣在主耶穌在以⾺忤斯路上向兩個⾨徒顯現之前。⾄於向彼得

顯現的細節，福⾳書沒有提到。保羅在林前15:5「b � -�¡ï¶ó»��75195
r�¢£�#���5T��7L{ 5o ¤©¥¦ 5¶�#���51N:�� 50
} ¨©y»§¨I5Ony»�©V$I5� nH9=y»ª«ÚÇÈI5Tö9@¬ø
fùW`5>HU��á 7。」 

 

12-主耶穌向門徒顯現。路24:13-35 記錄了耶穌在復活第⼀個主⽇下午，在往以⾺忤斯的

路上向兩位⾨徒（⼀個叫⾰流巴）顯現，並且給他們上了⼀堂主⽇學：「27 於是從摩西

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了。」這是⼀堂舊約聖經的解經

課，⼀堂以基督為中⼼的舊約解經課，耶穌把整本舊約中講到⾃⼰的經⽂都向他們解釋清

楚了，講解明⽩了。耶穌還和他們⼀同擘餅，他們突然看⾒認識耶穌了。然後，他們就回

耶路撒冷⾺可樓去告訴11使徒和其他⾨徒。 

    

13-耶穌在馬可樓顯現。約20:19-25「1¼ F-�r�6-719-�Y5§$�`7P

¢5S�ôõq5§Ñ® L��H�` ö5~c����¿��À2�±」「MÆ �
 �ç5r[ME¯°±»c�IL§$I®,5r¸² LM1 ��¶~c����¿
��À2���|³´ �5�H�|³´��L±MM � �ç5rxc�µ9¶·5
�����ï#¸LMb ��¹º87L587Lr¹º {��»Z87L587Lr
»Z L±0 o F�©G§$ö5U¼Ta½B7ÚB5��H7=>5clUEc�g
`LM} F+§$r~c�������I®, L±ÚB>����¾I®cMY7�
¿5�±8ÀÁF�¿5¶�MÀÁc7¯°5�Â�.L±」0

 

14-主耶穌向多馬顯現。約20：26-28「M� ü Ã-5§$¶`Ä�5ÚBHEc�g`L

§Ñ® L��H�` ö���¿��À2�±M£ r~ÚB���Åü�7±8H5
��7M{Å4�7MH5ÀÁ�7¯°L��ÆÇ5Â�.�±M² ÚB����7,5
�7��±M¼ ��~c����SI® �È.5FlUI®r.7U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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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主耶穌在祂復活的第⼀天，七⽇的第⼀⽇，教會的第⼀個主⽇所發⽣的事：耶穌⾸先

早上向抹⼤拉的⾺利亞顯現，⼜向其他婦女顯現。⼜向彼得顯現。下午，在以⾺忤斯路上

向兩個⾨徒顯現，教導他們讀聖經，解釋在舊約中的基督。然後，在晚上在⾺可樓向11使

徒和⾨徒顯現，但是多⾺不在場。八天之後的主⽇，耶穌⼜在⾺可樓向他們顯現，特別向

不信的多⾺證明祂的復活。我們看到耶穌充滿恩典的重複向不信的使徒和⾨徒顯現啟⽰。

祂沒有責備他們，祂知道他們信⼼的軟弱，即使重⽣得救了，他們還不明⽩聖經，還不明

⽩耶穌親⾃地，多次地告訴他們⾃⼰的復活。耶穌⼀再地向他們顯現，在祂復活升天前的

40之內，祂繼續招聚祂們在⼀起，堅固祂們的信⼼，使他們明⽩神的國度。 

 

但是，為什麼耶穌要先向婦女們顯現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婦女們⼀直跟隨著耶穌，她們

沒有離開耶穌，她們⼀直在耶穌的旁邊，她們⼀直在那裡，不僅僅她們的⼼⼀直圍繞著耶

穌。他們⼀直在耶穌附近。耶穌向⼀⼼跟隨祂的⼈顯現，即使他們的信⼼是軟弱的，即使

他們沒有⾼深的神學知識，耶穌會向她們顯現。第一點：相信耶穌的復活是基督顯現的果

效。第二點：耶穌向一直忠心跟隨著祂的人顯現。 
 

（婦女們⼀清早天還沒有亮，就到耶穌的墳墓。雖然他們也不相信耶穌的復活，他們甚⾄

還買了香料要膏抹耶穌的⾝體。但她們⼀直跟隨著耶穌，他們從加利利開始就跟隨著耶穌。

耶穌背著⼗字架的時候，她們在後⾯嚎啕痛哭著跟隨耶穌（路23:27），她們看到耶穌如

何被釘⼗字架，他們看到耶穌受苦受羞辱的過程，她們聽到耶穌在⼗字架的喊叫：「我的

神！我的神啊！為什麼離棄我？」他們聽到耶穌說：「成了！」她們聽到耶穌說：「⽗啊！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裡。」（路23:46）） 

 

第三點：耶穌顯現帶來柔軟謙卑的生命特質。⾸先向婦女顯現的另外⼀個原因是：耶穌要

把那些將來承受職分的使徒們，徹底看到⾃⼰內⼼的不信，使他們知道，他們的信⼼實在

是出於主的恩典和憐憫。使他們能夠以謙卑的⼼服事基督的⾝體。在基督復活的第⼀天的

整個過程中，你可以看到使徒和⾨徒⼀直不相信耶穌的話，⼀直不相信耶穌的復活。他們

害怕猶太⼈的迫害，他們⼤多時間都躲在⾺可樓。即使婦女們告訴他們看到空墳墓，⽽且

天使告訴他們耶穌已經復活了，他們還是不信。但是，耶穌沒有責備他們，耶穌只是在適

當的時候，向他們顯現，不僅堅固他們的信⼼，也使他們得著柔軟謙卑的⽣命。這是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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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憐憫。⾺太故意忽略耶穌向使徒顯現，是要我們看到即使徒的軟弱和失敗，同時看

到耶穌的恩典和憐憫，看到神施⾏救恩的原則：祂要使我們柔軟謙卑。 

 
第一點：相信耶穌的復活是基督顯現的果效。 
第二點：耶穌向一直忠心跟隨著祂的人顯現。 
第三點：耶穌顯現帶來柔軟謙卑的生命特質。 
 

V1o@M1úM1 U �7ÊË¶Ìp75�qr�`�7{`�7ÊÍ��`c5�H�`
c5¨©�xcyzL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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