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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十字架 31 
基督復活的顯現 02 
向教會頒布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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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1-回應主的招聚：在基督呼召下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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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領受主的堅固：在基督顯現中的敬拜。 

1F GHI=>?JKG;LMNOPQRE0
1S >?TUV;WGHXYZ[D\]^OB_`abcd=Ee0
0
3-大使命的頒布：在明白旨意中的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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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4 年 6 ⽉ 6 ⽇，是⼀個重⼤的⽇⼦，被稱為「D-Day」。那⼀天是第⼆次世界⼤戰同

盟國反攻納粹德國佔領的歐洲的開始，那⼀天 300 萬盟軍成功勝利登上法國北岸陸諾

曼，奠定了第⼆次世界⼤戰最後的勝利。那是⼈類歷史上最 ⼤規模的海上登陸作戰，那

⼀次的戰役決定性的導致第⼆次世界⼤戰全⾯的、最後的勝利。即使盟軍還要繼續往前推

進，還要繼續擴⼤勝利的範圍，還要在敵對勢⼒抵抗下往前，但是勝利已經是⼀個事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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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字架上的死和復活，是神救恩計畫中的「D-Day」。耶穌的復活告訴我們神的

計畫已經進入最後勝利的階段，神的計畫已經開始邁向全⾯的、最後的勝利。耶穌的死和

復活告訴我們祂勝過了死亡的權勢，祂與撒旦爭戰的到了勝利，並且開始邁向全⾯性的、

最後的勝利：經過最後的審判，撒旦、假先知、獸（邪惡的政權）和⼀切不信的⼈都被丟

入火湖地獄，啟⽰錄對神計畫最後的勝利作了這樣的描述：「� d�IO�������

VXY�����B���P�EGi�P��;GHiqGBul��i ¡�GH�
�;qGHB�E¢ �i£:GH4¤B¥¦E§¨O©ª;«§¨O¬t®¯t°
±;²³gUB´aµ:=E”」這是神計畫最後全⾯性的、最後的勝利。耶穌的復活告

訴我們 D-Day 已經實現了。伯克富的系統神學對教會的多⾯性作了完整的描述，他⾸先

說明教會是「爭戰的教會與凱旋的教會」他說： 

「教會今天存在於地上，乃是⼀個戰⾾的團體，蒙召⽽實際從事⼀場聖戰。教會必須不停

地與敵對的世界爭戰；並要對抗⿊暗世界的各種權勢。另⼀⽅⾯，教會屬天的性質，是凱

旋勝利的教會；在天的教會已經得勝了；戰爭的吶喊已變成勝利的凱歌；⼗架已經變為冠

冕。」我們需要在這樣的理解下來思想耶穌復活之後所作的事。祂⼀直在向祂的百姓顯現，

祂⼀直在招聚祂的百姓，祂⼀直在建立祂的教會。 

所以，我們可以說基督復活的⽬的是為了祂的教會；基督的復活是為了形成⼀個以祂為元

⾸的聖約團體；基督的復活是形成了⼀個受祂統治、管理和祝福的國度。當你成為基督徒，

就必須受到基督的統治、管理、和祝福；你成為基督徒就必須服從、順服基督的教會。今

天我們在這裡聚會，不僅僅是⼀群宗教⼈⼠在這裡取得⼀些⼼靈上的平安。參加⼀個可以

談天說地的社交團體。今天我們在這裡聚會是復活的基督把我們招聚在⼀起，祂在敬拜中

向我們顯現，在祂的同在中我們敬拜⽗，在敬拜中神賜給我們屬天的祝福。如果我們真的

認識到主⽇聚會的意義，就會帶來虔誠敬畏並且喜樂的⼼來參加聚會。因為，我們認識明

⽩是祂招聚我們來這裡敬拜的，是祂要在我們的聚會中向我們顯現的。 

 

從上週主⽇的經⽂中，我們看到耶穌在復活之後所作的第⼀件事，就是向祂的⾨徒們顯

現，堅固他們的信⼼，把他們招聚在⼀起。早上祂在墳墓外⾯向抹⼤拉的瑪利亞顯現；祂

向其他的婦女們顯現；下午祂向走向以⾺忤斯的兩個⾨徒顯現；晚上祂向在⾺可樓上聚會

的使徒們顯現，這是耶穌復活的第⼀天。過了 8 天祂⼜在⾺可樓向使徒們顯現，祂向不

信祂復活的多⾺展⽰祂⼿上的釘痕，祂耐⼼地堅固多⾺。並且招聚祂們命令他們要他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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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利⼀起聚會。接下來就是今天的經⽂，⾨徒和耶穌在加利利的聚會，通常被稱為「⼤

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教會的⼤使命，耶穌向祂的教會頒布⼤使命。1 

 

中心思想：耶穌招聚門徒向他們顯現頒布教會的大使命。 

 

耶穌頒布的這個⼤使命是⼀個跨越國家⺠族的使命。⾸先，我們必須看到耶穌是向當時的

11 個使徒頒布的⼤使命。耶穌是向當時的教會頒布的⼤使命，耶穌不是向所有每⼀個⾨

徒頒布這個⼤使命的。 

 

今天許多「現代福⾳派」的教會把⼤使命看為是⼀個對個別的基督徒到其他國家傳福⾳的

命令。許多的所謂的「宣教活動」都錯誤的理解了這⼀段經⽂的歷史背景，和經⽂本⾝的

意義。當我們仔細的去思想這段經⽂，以及耶穌本⾝在地上的執事，你就會發現這段經⽂

是在呼召當時的教會，差遣使徒們去萬國建立教會。我們在使徒⾏傳中可以看到使徒們受

教會差遣，他們受聖靈差遣，他們在聖靈的引導下，⾏使耶穌頒布的⼤使命。⼤使命是復

活的基督呼召和差遣使徒們去列國建立祂的教會，在列國招聚祂的⾨徒向他們顯現，堅固

他們。這是我們要從經⽂中看到的重點。今天我們須要先從舊約看到基督如何建造教會

的，下個主⽇我們再回到⼤使命的經⽂本⾝。 

 

舊約中的預表。耶穌復活之後在地上 40 天之久，⼀直作同⼀件事：祂招聚使徒和⾨徒，

向他們顯現，堅固他們的信⼼。使徒⾏傳 1:3「� G¶·¸¹;º»¼B½¾¿¡ÀÁÁ

\Âcj$�;Ã3[¸ÄÅGHÂÆ;ÇX�nB´E」當我們把這段頒布⼤使命，放

在耶穌復活之後在地上 40 天的背，以及後來五旬節的聖靈降臨來看的時候，我們想起摩

⻄曾在⻄奈⼭上 40 晝夜。在那裡，耶和華向摩⻄顯現啟⽰關於建造會幕的所有材料、製

作細節，施⼯程序（出 24:12-32:30）（同時頒布了神國度的律法）（出 31:18）。出

25:8-9「S ÈÉ³dÊ#^;jdËg��GHÌ�Ef ÍÊ��ÎÏÌB4¤ÐÑ;a

iÒd^ÓÔhBÕÖE」「zz di�×Ø�hÙ*;Èi�ÚÛxÜ�DÝÞßàÌ

 
1 腓 1:15-18「15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16	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
福音設立的；17	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
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林前 9:26-27「26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
拳，不像打空氣的。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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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hXd^i}~hácgâãPB4¤´E」這是舊約時期的教會：會幕的建造帶

來神的顯現和啟⽰。同樣地，新約教會的建造帶來基督的顯現和啟⽰。這是非常明顯的平

⾏的預表。 

 

預表解經的原則。舊約的會幕預表基督和基督的教會。這是預表解經的原則。我們剛好在

週四下午《85 要理問答補充》第 2 講中簡單的說明了什麼是「預表」。「預表」(type)

是神⽤屬物質的東⻄和屬地的事件說明「天上屬靈的事」。會幕和聖殿是地上的物質的模

型，象徵和解釋天上的聖殿和地上的教會屬靈的意義和特質（當然神也的確在其中顯現啟

⽰以⾊列⼈，但是地上的會幕和聖殿並不是神的居所，神住在信主的⼈裡⾯，神住在教會

裡⾯）。我們要從舊約「摩⻄建造會幕」的事件中，看到新約「基督建立教會」的原則。

我們需要花⼀點時間，從出埃及記的會幕建造來思想基督建造新約教會的偉⼤真理原則。 

 

從摩⻄建造會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四個階段，我們在新約教會的建造也看到對應的四個階

段：第一，天上樣式的啟示。耶和華在 40 晝夜把建造會幕的樣式和所⽤的材料，會幕裡

⾯的器具，都仔細地向摩⻄啟⽰（出 24:18-）。出 25:8-9「S ÈÉ³dÊ#^;jdË

g��GHÌ�Ef ÍÊ��ÎÏÌB4¤ÐÑ;aiÒd^ÓÔhBÕÖ。」2 

 

新約對應。主耶穌復活後 40 天之久向⾨徒顯現，向使徒啟⽰神的國度。耶穌把祂復活得

榮耀的⾝體向⾨徒顯現。祂是初熟的果⼦，祂是新造⼈類的元⾸。我們看到每⼀次耶穌顯

現的時候，他們開始都無法認出復活的耶穌。這是因為他們之前看到的耶穌是如同以賽亞

書所描述的：賽 52:14「14 許多⼈因他驚奇，他的⾯貌⽐別⼈憔悴，他的形容⽐世⼈枯

槁。」賽 53:2「他無佳形美容， 我們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耶穌在

被釘上⼗字架之前，更被猶太公會拳打腳踢，被羅⾺⼠兵⽤葦⼦擊打頭部，整個⾝體受到

傷害變形了。然⽽，祂復活顯現的是祂得榮耀的⾝體，那是⼀個復活的⾝體，充滿散發神

的榮光的⾝體。所以，⾨徒⼀時無法認出耶穌來。 

 

 
2 正⽉初⼗是取⽺羔，⼀家⼀隻，留到⼗四⽇黃昏，吃烤⽺羔，過逾越節（出 12:1-13）並吃無酵餅七⽇（出 12:15）從

正⽉⼗四⽇晚上，直到⼆⼗⼀⽇晚上（出 12:18）。「滿了三個⽉的那⼀天，就來到⻄奈⼭的曠野安營」（出 19）。

「正⽉初⼀，你們要立起帳幕」（出 40:1）。（推論：⽤了六個⽉的時間建造帳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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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 1:14，說耶穌在地上的時候是「道成了⾁⾝，住在我們中間」原⽂的「住」是

「帳幕/會幕」的動詞。可以翻譯為「⽀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英⽂：YLT）。耶穌的⾝

體是會幕，耶穌的⾝體是聖殿。舊約的會幕和聖殿預表耶穌。會幕和聖殿同時也預表教

會，耶穌的屬靈的⾝體。耶穌向⾨徒顯現會幕的實體，耶穌向⾨徒啟⽰祂要如何建造祂的

教會成為神的會幕，神的聖殿。（參：以弗所書 2：19-22 章；彼得前書 2：5） 

 

今天復活的基督仍然繼續向我們，就是祂的教會顯現：祂招聚我們在這裡聚會；祂在我們

傳講的信息中向我們顯現，使我們越來越認識祂和祂的⼯作；祂在聖餐中向我們顯現，堅

固我們的信⼼；祂在我們互相交通中向我們顯現，祂叫教會漸漸在認識祂的知識上增長，

在愛⼼中被建立（弗 4:16）。 

 

第二，建造同工的呼召。耶和華揀選呼召了製作會幕的兩個⼈（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

⽤聖靈充滿他們，使他們有智慧和能⼒「他們都要照我所吩咐（命令）的⼀切去作」（出

31:1-11；36:1）。然後，耶和華呼召百姓奉獻所有製作會幕和器具和⼀切建造院⼦的材

料、祭司的衣服。也呼召所有⼼裡有智慧的來參與製作（出 35：10）「1{ hHÌ�|ä

ØOåæB;aiVç>Îè4¤^}~méê ëìííîïðpBY」舊約時期會幕的製作，

不是摩⻄⼀個⼈的⼯作，⽽是神呼召招聚明⽩神旨意的⼈，⽢⼼樂意順服神的命令的⼈⼀

起同⼯製作建造的。這些⼈是同⼼合意的參與會幕的製作。這些⼈不是各⼈的，按照⾃⼰

的意思製作會幕。⾸先是神的呼召，呼召有智慧敬畏神，明⽩和願意順服神的旨意的⼈來

建造會幕的製作。耶和華在建造會幕的事情上使以⾊列⼈同⼼合意地遵⾏神的旨意。 

 

新約對應。耶穌在⾺可樓向多⾺證明祂的復活之後，「z1 >?ÈWGHXY�ñhHò

ó�sôÕõö=d;d«ÒÕõöhHE�zz X=÷ø;JÅGHù4úû;XY
�hH¶#vE」（約 20:22）這些使徒們都是後來要建造教會的⼈。復活的耶穌作為教

會的元⾸賦予使徒們教會的權柄。耶穌向他們吹⼀⼝氣，使他們受聖靈，表⽰復活的耶穌

把祂的教會納入祂的復活，納入神的新創造中 new creation，如同創 2:7，神將⽣命之氣

吹在亞當⿐孔裡。「üOP�ÞýØ;GJþÿÊBP;!´"µ;a#$ÿB=E（林

後 5:17）」WBC :「這個⾏動的重要性在於，它不侷限於當時的⾨徒。這 3 句話都與整

個教會有關。」這裡，耶穌先以聖靈賦予使徒們能⼒，使他們承受建造教會的職分。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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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舊約會幕的建造，神呼召建造會幕的同⼯，⽤聖靈充滿他們，賜給他們智慧，能夠明

⽩、順服、遵⾏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啟⽰去建造教會。（被聖靈充滿就是被基督的話充

滿，基督的話就是靈，就是⽣命） 

 

第三，會幕本身的製作。摩⻄建造會幕和會幕裡⾯的器具都是按照耶和華所指⽰的樣式製

作的。出 39:32「�z ��;Jþ*�;4¤B%J÷Õç&=E|>Îè^}~'(

B;gâãPaÒÕç=E」然後，百姓把所有製作的物品都送到摩⻄那裡，聖經說：

（出 39:42-43）「¢z ÷4¤%q;aþgâãPÒ>Îè^}~'(çBE¢� >Îè

ôÕ}~B;GHJôÕç=E'(�I4¤B%aç$=;JcGH)*E」 

 

新約對應。耶穌復活之後開始招聚祂的使徒和⾨徒，在 40 天內把他們的⽣命建造成為合

神使⽤的器⽫，耶穌按照神的形象樣式更新他們，使他們成為建造教會的同⼯。使徒⾏傳

1 章告訴我們：耶穌升天之後，使徒和⾨徒，包括耶穌的⺟親⾺利亞，耶穌的弟兄和婦女

們有 120 ⼈，在⾺可樓上聚會，「同⼼合意地恆切禱告」（徒 1:14）。簡單的⼀句話，

告訴我們，這是耶穌的⾨徒教會的成員被製作成為合⼀的、合神⼼意的器⽫、與基督聯合

的器⽫。他們都被耶穌建造製作成為建造教會的同⼯，神家的器⽫。我們看不到在耶穌被

釘⼗字架前，彼此爭⼤⼩的⾨徒，我們看不到⾎氣衝動、驕傲⾃⼤、⾃以為是⾨徒。我們

看不到在耶穌復活之後，⼼裡害怕猶太⼈的⾨徒，我們看不到不相信耶穌復活的⾨徒，我

們看不到⼼裡為⾃⼰的失敗感到羞愧⽽退縮的⾨徒。我們看到的是⼀群同⼼合意地恆切禱

告的⾨徒。這是教會，這是基督的教會，這是合神⼼意的教會。 

 

他們共同禱告，並選舉出⾺提亞和 11 個使徒同列成為耶穌復活的⾒證⼈。他們明⽩了神

的國度，他們順服神的旨意，他們成為神家的器⽫，在⼀起同⼼合意地恆切禱告。耶穌按

照⽗的旨意，製作建造了新約的教會。如同摩⻄和以⾊列百姓同⼼合意按照神啟⽰的樣式

建造會幕。 

 

第四，會幕立起和起行。出埃及記 40 章，神命令摩⻄要在指定的⽇⼦（正⽉初⼀）立起

帳幕，並把整個立起帳幕的過程細節都向摩⻄啟⽰，包括膏抹帳幕和其中所有的器⽫，以

及膏抹⼤祭司亞倫承受職分（預表耶穌在天上帳幕受聖靈膏抹承受天上⼤祭司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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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6 說「'(÷Õ+;aþÒ>Îè^}~GB」。「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在描述

立起帳幕的過程中重複了 5 次。 

 

最後，「�¢ É,;-./0*�;>ÎèB12J34=��E�5 '(§6T*�;²

³-.7�ÏD;89>ÎèB1234=��E�2 :;-.���<D:;gâãP
J=>U7��F -.ü§<D:;GHJ§=>;�?<-.<D:E�S -�;>Îè
B-.þ���gD�@�;-ÌOA;�gâãBoB¥U;�GH^+BßDaþ÷

ÕE」雲彩是象徵聖靈和神的榮耀。聖靈引導帶領神的教會前⾏。 

 

在使徒⾏傳我們看到新約教會的呼應。耶穌在升天之前，要⾨徒等候聖靈的洗。五旬節的

時候，聖靈降下來，他們都被聖靈充滿。⾒證了基督升天在天上的帳幕被膏抹成為天上的

⼤祭司（來）。地上的教會就開始被正式建立，彼得站起來講道，⾒證耶穌的復活，傳講 

福⾳。那⼀天⾨徒約添了 3000 ⼈。並且都恆⼼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

禱。新約的教會就正式在聖靈的膏抹下被建立了。那是⼀個充滿神榮光的教會，和⻄奈⼭

上的情形⼀樣。接下來，使徒⾏傳記錄了教會如何在聖靈的引導下繼續發展往前， 聖靈

透過教會差遣帶領教會（好像雲柱火柱⼀樣），到各處建立教會，從耶路撒冷到猶⼤全

地，⼀直到地極。這是我們看到新約教會的立起和起⾏。 

 

舊約的會幕建造預表了新約教會的建造：「要照著在⼭上指⽰你的樣式⽴起帳幕」

（26:30，27:8）不是對舊約的以⾊列⼈說的，更是對新約的基督徒說的。我們從舊約會

幕的建造，看到新約教會的建立。主耶穌也是第⼀，先把⾃⼰的復活顯現啟⽰給⾨徒。第

⼆，祂招聚並堅固那些建造教會的同⼯。第三，祂賜給祂們聖靈的能⼒，使他們被製作成

為合神⼼意的同⼯。第四，在五旬節的時候，復活的基督從天上降下聖靈，膏抹地上的教

會，教會被立起，並且起⾏。 

 

我們很簡短地把舊約中摩⻄建造會幕的四個階段，和新約中基督建造教會的過程作了⼀個

對應的分析。舊約摩⻄建造會幕預表了新約基督建造教會。這個建造的模式和原則是⼀直

不變的。這是教會建造的藍圖。⾸要的原則就是：必須按照神指⽰的樣式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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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耶穌向使徒向教會頒布⼤使命的背景。⼤使命不是對個別的基督徒所頒布的跨國企

業，⼤使命不是要成立獨立於教會之外的宣教機構，⼤使命不是要舉辦沒有受教會差遣的

福⾳佈道會。⼤使命是要我們明⽩聖經所啟⽰的建造教會的真理，⼤使命是要我們順服基

督建造教會的模式，⼤使命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參與教會的建造，並且被建造成為教會。 

 

這使我們想起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3 章講的：「11 ²³×"C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DEFOP6GHBIÞE1z üOPºJtKt�LtMNtOP�÷IÞDQÊ;
1� RPB%>SLÂT;²³×-ui¿UVW�V;OAXÆ;÷AiYZRPB%
>ôÕE1¢ P�×IÞD^QÊB%>ü[\�;GJi\]b�15 PB%>ü^_
=;GJi¶`a;¡Àbi\c�dL\c;ef�AØCµB4ÕE」我們需要知道

明⽩理解看到耶穌和使徒們是如何建造教會到，我們需要看到耶穌是如何建造使徒們成為

教會的。我們也需要積極地參與建造基督的教會，我們也需要積極地參與基督的教會被基

督建造成為祂的⾝體。 

 

爭戰的教會。教會今天存在於地上，是⼀個屬靈爭戰的團體，基督徒是蒙召⽽實際從事⼀

場聖戰。教會必須不停地與敵對的世界爭戰；並要對抗⿊暗世界的各種權勢。如果教會是

⼀個爭戰的團體，我們必須服從基督的帶領。基督是教會的元⾸，祂把權柄賜給使徒們，

祂設立了教會的治理團體：牧師、長老和執事。這些⼈有權柄治理教會。但是他們必須服

從元⾸基督的權柄。基督的權柄在那裡呢？基督的權柄出於神的話，出於基督⾃⼰的教

導，出於使徒們的教導。承受教會治理職分的⼈就必須明⽩清楚基督的教導，特別是基督

建立教會的樣式。基督徒也必須明⽩這些真理，可以分辨什麼是真正合神⼼意的教會。成

為合神⼼意的器⽫。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