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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a. 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祂不在这里，照祂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祂的门徒说，祂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
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祂。看哪!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太 28:5-7) 
 
    两千年前，在各各他的山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时遍地都黑暗了。(太 27:45) 在逾越节、周
五傍晚、日落的时候，黑暗掌权了。撒但亲自指挥那管辖幽暗世界的邪灵，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参与
这宇宙中最大的决战。耶稣基督和伺候祂的众天使们似乎是遭到挫败，神的儿子竟然受尽凌辱，死
在十字架上。因耶稣基督的死亡，爱祂的人心中深处也陷入了那最深，最痛苦，最无助的黑暗深渊
中。看哪! 门徒四散、躲藏，彼得三次不认主后，出去痛哭，马利亚的心如同被刀刺透，犹大却畏
罪吊死。 
 
    然而这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晨光即将照耀大地。正如施洗约翰的父亲撒
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宣告基督降世要拯救世人，叫神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
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
上。这晨光即将来临，因为耶稣基督曾多次宣告，死后第三日祂要复活。(太 20:19) 
 
    主日的早晨天将亮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小雅各的母亲马利亚来看坟墓。得胜的序幕即将
揭开，天使显现，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传达大好的消息。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是主复活的早晨，
我们来看天使对妇女们所说的那段话。天使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
的耶稣。祂不在这里，照祂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祂的门徒说，
祂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祂。看哪!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一一一一、、、、 除去惧怕之心除去惧怕之心除去惧怕之心除去惧怕之心 
 
   为甚么要经过天使来传达好消息呢? 天使显现使人除去惧怕之心，变成十足的信心。 
 
1. 无人相信无人相信无人相信无人相信 
    有信心的人必不惧怕，惧怕的人没有信心。然而没有人能相信耶稣第三日会复活，听见的人都无
法明白这豫言的隐喻。 
  (1) 犹大不信犹大不信犹大不信犹大不信：犹大不相信耶稣可能复活，否则他不会只为了三十两银子而去卖主。 
  (2) 母亲不信母亲不信母亲不信母亲不信：耶稣的母亲不相信耶稣可能复活，否则她在十字架下心也不会被刺透。 
  (3) 门徒不信门徒不信门徒不信门徒不信：耶稣告诉门徒们，祂将要被交给外邦人，戏弄、吐唾沫在脸上、鞭打、杀害、第三 
        日将复活。(路 18:33) 这些事门徒听不懂。门徒不相信耶稣会复活，否则他们都将等在坟墓前。          
  (4) 敌人不信敌人不信敌人不信敌人不信：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不相信耶稣可以复活，他们要彼拉多派兵丁把守坟墓，怕的是 
        有人会来偷耶稣的尸体。(太 27:63) 
  (5) 妇女不信妇女不信妇女不信妇女不信：妇女们不相信耶稣可能复活，乃是带着所豫备的香料，来膏抹死去的人。 
  (6) 使徒不信使徒不信使徒不信使徒不信：门徒们听见妇女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后，仍然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 
  (7) 多马不信多马不信多马不信多马不信：多马不相信耶稣会复活，他在其它的门徒看见复活的主后，仍然说他要亲眼见到钉 
        痕，亲手探入肋旁。(约 20:25) 
  (8) 弟弟不信弟弟不信弟弟不信弟弟不信：耶稣的弟弟雅各不相信耶稣可能复活，否则耶稣不需要特别向他显现。 
  (9) 听见不信听见不信听见不信听见不信：门徒革流巴不相信耶稣会复活，否则他们不会悲伤地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 
(10) 撒但不信撒但不信撒但不信撒但不信：撒但也不相信耶稣可能复活，否则它不会诱骗犹大卖耶稣，反而成就神的旨意。 
 
    我们听见天使所说的话，千万不可逞着刚硬的心，不相信复活的神迹。 



 
2. 非常害怕非常害怕非常害怕非常害怕 
    天使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 她们害怕是有原因的，天使大有威荣，令人见而害怕。你我如果
当时在场经历以下七件事也会感到害怕： 
  (1) 地大震动地大震动地大震动地大震动：耶稣断气时，地也震动，盘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太 27:51) 耶稣复活时，忽然地 
        大震动。(太 28:2) 
  (2) 天上降下天上降下天上降下天上降下：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太 28:2) 这足以让人惊奇，正如耶稣告诉拿但业，你们将 
        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 1:51) 
  (3) 石头移开石头移开石头移开石头移开：天使有大力将封住坟墓的石头辊开，坐在上面。(太 28:2) 封住的石头挪移。 
  (4) 看见闪电看见闪电看见闪电看见闪电：天使像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太 28:3) 这是他们未曾看见过的。 
  (5) 无力把守无力把守无力把守无力把守： 看守的人，就因天使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太 28:4) 
  (6) 听见声音听见声音听见声音听见声音： 天使开口对妇女们说话。(太 28:5) 这不是一般人的声音。 
  (7) 知道意念知道意念知道意念知道意念： 天使知道妇女们正在寻找耶稣。(太 28:5) 天使知道人的心思意念。 
   
   今天因为神的爱已将惧怕除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来。何等有福! 
 
二二二二、、、、 信靠基督耶稣信靠基督耶稣信靠基督耶稣信靠基督耶稣 
 
    天使说：「祂不在这里，照祂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耶稣曾经多次告诉门徒们，祂将要复活，但
是他们很难相信。「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
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祂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祂戏弄、鞭
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祂要复活。」(太 20:17-19) 那时这些门徒没有特殊的反应，雅各和约翰
的母亲还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让她的两个儿子，在神的国里，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
在耶稣的左边。(太 20:20-21) 耶稣再度告诉他们，「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 20:28) 若没有天上来的启示，没有人能明白为甚么耶稣要受
死，为甚么复活如此重要。 
 
    神对全人类救赎计划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和祂被钉十字架，在祂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中，祂一再
地告诉门徒，照耶稣基督所说的，祂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第三日祂要复活。这是豫言，当
豫言应验后门徒的信心就得到坚固。基督耶稣说了两大豫言：1. 等候三日， 2. 必然复活。我们信靠
基督的豫言吗? 
 
1. 等候三日等候三日等候三日等候三日 
   第三日在圣经中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三是一个考验、争战、等待、复活的数目。 
  (1) 献祭考验献祭考验献祭考验献祭考验 

    神要亚伯拉罕到摩利亚的山地，将他一百岁时才得到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走了第三天的路 
    程，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要献以撒的地方。(创 22:4) 这是三日顺服的考验。 

  (2) 禁食争战禁食争战禁食争战禁食争战    
        以斯帖、宫女和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斯 4:16) 这是属灵争战的三日。 
  (3) 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忍耐等候 

    大卫逃避扫罗王追杀前，约拿单要他等三日，三日后扫罗要杀大卫的心已然显明。(撒上 20:19)  
    这是忍耐等候三日，直等到神的时间与拯救临到。 

  (4) 失而复得失而复得失而复得失而复得 
    扫罗作王之前，他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要扫罗去寻找。(撒上 9:3) 三日后驴子已经找到。 
    (撒上 9:20) 

  (5) 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死里复活 
    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经历死亡的幽谷，于是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拿 1:17,2:8) 这是死里复 



     
    活的豫表。也是最大的神迹。耶稣责备求看神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时，如此说：「约拿三日三夜 
    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太 12:39-40) 

 
2. 必然复活必然复活必然复活必然复活 
   复活是一件最重大的事，若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我们仍在罪里。(林前 15:17) 
  (1) 最早的记载最早的记载最早的记载最早的记载：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 
        外得见神。(伯 19:25-26) 
  (2) 最大的宣告最大的宣告最大的宣告最大的宣告：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 2:19-22) 
  (3) 最高的启示最高的启示最高的启示最高的启示：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才启示门徒，祂必须上耶路撒冷 
        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太 16:21) 
  (4) 最深的奥秘最深的奥秘最深的奥秘最深的奥秘：经历变化山上耶稣的荣耀，下山时耶稣吩咐门徒在祂复活之前不可告诉人。 
        (太 17:9) 
  (5) 最后的一周最后的一周最后的一周最后的一周：最后的一周，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在路上告诉门徒们，祂必定复活。(太 20:19) 
  (6) 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耶稣与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之后讲到祂复活之后要在加利利见他们。(太 26:32) 
  (7) 最恶的控告最恶的控告最恶的控告最恶的控告：犹太人控告耶稣，因为耶稣说，拆毁的圣殿，祂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太 26:61) 
  (8) 最终的盼望最终的盼望最终的盼望最终的盼望：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云降临。(太 26:64) 
  (9) 最后的豫表最后的豫表最后的豫表最后的豫表：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豫表基督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受伤，打开进入至圣 
        所之路。(太 27:51,来 10:20) 
(10) 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基督复活以后，已睡圣徒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太 27:53) 
 
三三三三、、、、 向众人作见证向众人作见证向众人作见证向众人作见证 
 
    天使又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祂的门徒说，祂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
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祂。看哪!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些妇女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谁能作
见证人呢? 1. 亲临空坟  2. 亲见主面  3. 亲近恩主  4. 亲历复活。 
 
1. 亲临空坟亲临空坟亲临空坟亲临空坟 
  见证人看见坟墓是空的，无人可以否认坟墓不能拘禁主耶稣基督的事实： 
  (1) 死亡阴间不能拘禁祂死亡阴间不能拘禁祂死亡阴间不能拘禁祂死亡阴间不能拘禁祂：财主约瑟的坟墓将要开启。(太 27:57,赛 53:9) 
  (2) 物质世界不能拦阻祂物质世界不能拦阻祂物质世界不能拦阻祂物质世界不能拦阻祂：大石头无法永远封住墓门。(太 27:60) 
  (3) 罗马兵丁不能守住祂罗马兵丁不能守住祂罗马兵丁不能守住祂罗马兵丁不能守住祂：众兵丁尽力把守为了不让尸体被偷。(太 27:65)  
  (4) 迟来的香迟来的香迟来的香迟来的香膏无法膏祂膏无法膏祂膏无法膏祂膏无法膏祂：妇女们来看坟墓时已经太迟了。(太 28:1) 
  (5) 天使不能不执行任务天使不能不执行任务天使不能不执行任务天使不能不执行任务：天使把石头辊开。(太 28:2) 
  (6) 细麻布不能再缠住祂细麻布不能再缠住祂细麻布不能再缠住祂细麻布不能再缠住祂：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另在一处卷着。(约 20:7) 
  (7) 彼得看见不能不希奇彼得看见不能不希奇彼得看见不能不希奇彼得看见不能不希奇：彼得心里希奇所成的事。(路 24:12) 
  (8) 祭司长不能不说谎言祭司长不能不说谎言祭司长不能不说谎言祭司长不能不说谎言：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太 28:12) 
  (9) 看见的人不能不害怕看见的人不能不害怕看见的人不能不害怕看见的人不能不害怕：看守坟墓的人就因见到天使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太 28:4)                   
(10) 众门徒们不能不拜祂众门徒们不能不拜祂众门徒们不能不拜祂众门徒们不能不拜祂： 门徒见到复活的主就认出祂真是神。(太 28:17) 
 
2. 亲见主亲见主亲见主亲见主面面面面 
   除了天使以外，谁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我们能作见证人吗? 神拣选甚么人作见证人呢? 
   (1) 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清洁的心：主向爱祂并能分辨祂声音的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约 14:21,约 20:16)  
   (2) 爱慕的心爱慕的心爱慕的心爱慕的心：主向爱祂的妇女们显现。(太 28:9,10) 
   (3) 忧伤的心忧伤的心忧伤的心忧伤的心：主向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显现，因他们心里忧伤。(路 24:13-33) 
   (4) 痛悔的心痛悔的心痛悔的心痛悔的心：复活的主叫门徒和彼得来。(可 16:7) 主向回头的彼得显现。(林前 15:5) 
   (5) 惧怕的心惧怕的心惧怕的心惧怕的心：主向十个聚集在一起等候的门徒们显现。(约 20:19) 



    
   (6) 求证的心求证的心求证的心求证的心：主向多马这位要求看见主的人显现。(约 20:29) 
   (7) 跟随的心跟随的心跟随的心跟随的心：提比哩亚海边向七位爱主的门徒们显现。(约 21:4) 他们听主的命令回加利利去， 
         在那里等候见主的面。(太 28:7) 
   (8) 渴慕的心渴慕的心渴慕的心渴慕的心：主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看。(林前 15:6) 这些人都是渴慕见主的面。 
   (9) 改变的心改变的心改变的心改变的心：主将自己显给雅各看。(林前 15:7) 雅各的生命从此改变，为主舍命。 
 (10) 顺服的心顺服的心顺服的心顺服的心：主在加利利向众使徒显现，差遣他们去传福音。(林前 15:7) 门徒愿意顺服主的旨 
         意，将福音传给各种不同种族的人。 
 
3. 亲近恩主亲近恩主亲近恩主亲近恩主 
    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蒙神启示的人有福了，神将复活的重要意义显明给愿意顺服主
的人，让我们凭着信心亲近主，使我们能明白复活的意义，使我们知道基督是惟一完全顺服天父旨
意的人，我们活在基督里才可能有顺服的生命。在基督里就是不间断地与主有亲密的交通。 
  (1) 显明神性显明神性显明神性显明神性：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祂是神的儿子。(罗 1:4) 
  (2) 倍增生命倍增生命倍增生命倍增生命：如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子粒来。 
  (3) 成就豫言成就豫言成就豫言成就豫言：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 2:19-22) 
  (4) 启示真理启示真理启示真理启示真理：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才启示门徒。(太 16:21) 
  (5) 隐藏奥秘隐藏奥秘隐藏奥秘隐藏奥秘：从变化山下来时，耶稣吩咐在祂复活前不可告诉人。(太 17:9) 
  (6) 战胜死亡战胜死亡战胜死亡战胜死亡：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敌人，耶稣的复活证明祂最大的得胜。(林前 15:26) 
  (7) 豫言复活豫言复活豫言复活豫言复活：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太 26:61) 人子降临。(太 26:64) 
  (8) 看见神迹看见神迹看见神迹看见神迹：耶稣复活的身体上带着钉痕，祂将荣耀的身子显给门徒看。(路 24:37-43)   
  (9) 领受教导领受教导领受教导领受教导：耶稣开那些等候祂的教导的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 24:44-49) 
(10) 得到能力得到能力得到能力得到能力：门徒领受圣灵，并且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约 20:22,徒 1:8) 
 
4. 亲身经历亲身经历亲身经历亲身经历 
    我们亲临空坟，亲眼见主，亲近恩主后，主也让我们亲身经历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发动。这就
是复活大能的彰显。 
  (1) 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林前 15:22) 
  (2) 可以得胜可以得胜可以得胜可以得胜：「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林前 15:57) 
  (3) 脱离罪恶脱离罪恶脱离罪恶脱离罪恶：「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罗 6:1-11) 

     (4) 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 4:25) 
  (5) 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弗 2:6) 
  (6) 思念天家思念天家思念天家思念天家：「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西 3:1-3) 
  (7) 基督代祷基督代祷基督代祷基督代祷：「基督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 8:34) 
  (8) 得享荣耀得享荣耀得享荣耀得享荣耀：「所召来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罗 8:18,30,西 3:4,帖后 1:12,来 2:10,彼前 5:4,10) 
  (9) 等候得赎等候得赎等候得赎等候得赎：「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林前 15:49) 
(10) 完全像主完全像主完全像主完全像主：「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祂」(约一 3:2) 让我们的生命渐渐更新变化，「直等到我们众 
        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 4:13) 「我 
        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象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 
        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林后 3:18) 主再来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要在天空与主相见，那时 
        主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祂自己荣耀的身体相 
        似。(腓 3:21) 

 
愿神帮助我们要作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除去惧怕的心，认识基督，晓得祂复活的大能，亲身

经历祂的同在，有吃苦的心志，愿意效法主的死，靠着复活的能力，为主作见证，荣耀神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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