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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主赐下平安 
 

(约 20:19-29) 
 
 
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 
     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20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21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23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24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25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 
     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26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 
     平安。 
27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 
     总要信。 
28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29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我们生在这个面临极大挑战的时代，抵档神的势力正与日俱增，道德败坏让神人共怒，
社会的动荡不安让人陷入不安、恐惧、害怕、迷茫、绝望、无助、痛苦等等的深渊中不能
自拔。死里复活是人类最大的盼望，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中记载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耶稣
从死里复活不但有客观的证据，也有主观的经历。客观的证据包括耶稣基督多次豫言祂死
後第三日复活。到这事成就後，门徒的信心就得到坚固。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更不用说第
三日复活，并且在荣耀的身体中复活，这个复活的身体内，人将永远不死。第三日复活在
旧约和新约中都有很准确的记载。不是两天，也不是四天。是第三日复活。 
 
1. 三日复活在天父的眼中彷佛三日失去独生爱子 
 
    亚伯拉罕献以撒时经过旷野，第三日才到了经历重从新得回以撒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
地的耶路撒冷，後来所罗王建圣殿的地方。(创 22:4) 在这三日中，亚伯拉罕的信心受到极
大的考验，这三日彷佛失去他的儿子。然而，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能使死人复活的神。因
此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行动配合的，他相信神与他所立的约，相信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以
撒，後裔极其繁多，必有百姓的君王从撒拉所生的以撒的後裔而出。(创 17:16) 
 
2. 耶稣三日重建真正的圣殿 
 
    耶稣行完第一个神迹後，到了圣殿，在逾越节洁净圣殿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
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麽? 但耶稣这
话是以祂的身体为殿。所以到祂从死里复活以後，门徒就想起祂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
耶稣所说的。」(约 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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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在鱼腹中三日所豫表从死里三日复活的神迹 
 
    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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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 
 
4. 耶稣明讲他将要被杀後第三日复活 
 
    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认耶稣为基督後，耶稣从此才指示门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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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耶稣显出神子的荣耀後要在耶稣复活後才能告诉人 
 
    耶稣带领彼得，雅各，约翰登山变像後告诉他们，「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
所看见的告诉人。」「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太 17:9) 耶稣本有荣耀的身体，这荣
耀的身体在三日复活後才向众门徒显现。 
 
6. 耶稣在加利利告诉门徒祂将三日复活 
 
    耶稣赶出鬼後，在加利利告诉门徒，「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
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太 17:22-23)耶稣早先在加利利就告诉门徒，祂将要从死里
复活。耶稣复活後，天使吩咐门徒到加利利去，在那里门徒们将见复活的耶稣。(太 28:7) 
 
7. 耶稣在靠近耶路撒冷前告诉门徒祂将受难的细节三日复活 
 
    耶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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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定他死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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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复活後，果然向门徒们在耶路
撒冷显现。 
 
    复活的时後，挡住坟墓的巨石从坟墓前挪开，衣服放光的天使坐在石头上向妇人们宣告
主已复活，第三日复活的豫言应验，坟墓是空的，裹尸的细麻布独自放在一处，耶稣的裹
头巾在另一处卷着，尽他们所能看守门坟墓的兵丁无可奈何的谎言，等等。然而当天使告
诉他们的时候，看守的兵丁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寻找耶稣尸体的妇女们也都
害。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这些惧怕如何变成平安和喜乐。我们来看: 1. 看见基督复活的平
安， 2. 有分见证复活的平安，3. 凭信经历复活的平安。 
 
一、看见基督复活的平安  
 
    第一个愿你们平安是主耶稣复活後向十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後来
又对他们说一次，愿你们平安，七天後再对门徒和多马说，愿你们平安。 
 
1. 日子是在七日的第一日 
 
    耶稣复活後向众门徒们显现的日子是七日的第一日，这就是耶稣受难後第三天。七日是
一个循环，第八日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就像当年门徒亲眼看见主的复活後，生命转变，
我们也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让我们的生命也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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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晚上是黑暗忧愁的记号中 
 
    约翰很仔细的讲到这是晚上，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没有强调时间。约翰深刻地描述
当时门徒们的害怕的光景，他们的主能行神迹奇事，医治所有到祂面前来的病人，赶出一
切的污鬼，并能使死人复活，尚且被出卖、被鞭打、被审判、被定罪、被定死，何况是他
们呢? 这正如约翰记载逾越节的晚餐後，犹大卖主的那时候是夜间了。(约 13:30)从创世以
来，先有黑暗，再有光明。(创 1:2-3)我们经历救恩也是先死在罪恶过犯与神隔绝的黑暗
中，然後，复活的清晨就像是晨光突破漆黑的夜晚，照亮着人心，带来永恒的平安、喜乐
与盼望。我们何等需要复活的安慰。 
 
3. 耶稣主动地向门徒们显现 
 
    不是门徒到处寻找主，找着了。乃是耶稣主动地向门徒显现，安慰他们。耶稣向爱祂的
人显现，谁是爱主的人呢? 那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爱主的人(约 14:21)。当耶稣被
杀後，门徒们虽然爱主却是完全不知所措。有些门徒虽然听见坟墓里面找不到耶稣的尸体
的传说，也听见妇女传讲天使显现说起耶稣复活的事，但他们不能明白复活的真理，有两
个门徒脸上带着愁容(路 24:17)，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了。他们忧愁是因为他们
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们不明白圣经的真理都是指着耶稣说的(路 24:27)，然而主是怜悯
人的，主与他们坐席时，为饼祝谢，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才认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
他们想起主如何藉着圣经使他们的心火热，立刻起身，转回耶路撒冷，并将这一切告诉其
他的门徒。 
 
    主同时也现给西门看了，他们正说的时候，主向他们显现。主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愿你
们平安」，这是何等宝贵的话。那时众门徒们正在惧怕中，他们把门关了，因为怕犹太人。
为甚麽怕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有胆量敢将耶稣除去，当然也可轻而易举的把杀害门徒们。
当主出现时，他们竟然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路 24:37)主除去了他们的疑惑，甚
至在他们面前接过一片烧鱼来吃了。(路 24:42，43)人的信心何等软弱，但主的爱永不改
变，主的启示越照越明，主让他们满得平安。(约 20:19) 
 
二、有分见证复活的平安  
   
1. 蒙主差遣 
 
   耶稣第二次对门徒们说：「愿你们平安」後，就差遣他们。(约 20:21)谁是蒙差遣的人呢? 
蒙差遣的人就是使徒，使徒的工作是用生命和恩赐来见证复活的主。基督徒是基督的使
者，受差遣在地上为基督作见证。 
 
    何等的福气，门徒有权柄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耶稣在世已经为真理作了美好的见证，祂
要我们也作荣耀的见证人。在耶稣复活前神曾用各样的方式作见证:  
 1. 圣父 (约 5:37,12:18,太 3:17,17:3) 
 2. 圣子 (约 8:14,9:37,10:36,太 26:64) 
 3. 圣灵 (约 15:26,约一 5:8) 
 4. 圣经 (约 5:39,路 24:44) 
 5. 天使 (路 1:32,2:11,太 28:5) 
 6. 先知 (路 1:26,38) 
 7. 施洗约翰 (约 1: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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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天象 (太 2:2,27:51-54) 
 9. 神迹 (约 2:11,4:52,9:38,10:38,太 14:33) 
10. 复活 (罗 1:4，林前 15:4-8) 
11. 使徒 (约 1:41) 
12. 罪人 (路 23:42) 
13. 仇敌 (太 27:4,19,24) 
14. 污鬼 (可 1:24,3:11,5:7,雅 2:19) 
 
    如今耶稣差遣所有信他的人作他在地上的见证人，至於要作怎样的见证人，我们可以选
择:失败的见证人，或是得胜的见证人。如果作失败的见证人，现今我们要见证神的宽容，
忍耐，和慈爱，但将来在基督台前要接受审判，那时要见证神的公义与全能，失败的人仍
然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林前 3:15) 如果我们作得胜的见证人，现今我
们要为主劳苦，争战，传福音，主答应将有百倍的祝福。(路 18:30) 得胜的人要见证神的同
在、保守、供应、平安、喜乐、智慧、能力。主再来时要见证主丰富的奖赏，神的信实与
恩典。 
 
    我们的生命必须改变，否则我们不能为耶稣作美好的见证，这见证是见证复活的基督改
变了我们。上周李乐姊妹的父母亲决志接受耶稣，因为看见他们的女儿在病中的见证，因
此愿意从耶稣那得到属天的平安，让我们为李乐姊妹的身体得医治代祷。 
 
2. 赐下圣灵   
 
    人被主差遣，可以为主作见证是因为圣灵的能力。他们如此大能的见证不是靠政治，经
济，教育，宗教的势力，也不是靠人的言语，人的智慧，人的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
事。(亚 4:6) 此时耶稣作了一件至为重要的事，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将圣灵赐给他们。圣灵
的工作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从未间断，但是圣灵在旧约时代临到一些人，让他们
有能力打胜敌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要他们说的话。但是圣灵没有永远住在人的心中，人
犯罪，神就收回祂的圣灵。但是到了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求父神赐下的圣灵是与信徒永
远同在的。(约 14:16) 这内住的圣灵是我们得救的保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
儿女。(罗 8:16) 我们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 5:25) 求主让我们不要让圣灵担
忧，我们乃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弗 4:30) 
 
    我们人所作的一切都是靠圣灵的能力。我和孙师母本周六将参加在德州阿灵顿举行的按
牧典礼。我的小儿子孙守望将在美南浸信会的八位牧师的祝福下，按立成为牧师。这完全
是圣灵的工作，将他受圣灵的感动，五年前在加州大学生物系毕业後，放下继续进研究
所，在世上带职的专业人士，进神学院进修成为传道人。如今他已修完神学硕士，现在正
在攻读神学博士，并在教会中传福音、牧养、教导。 
 
3. 赦罪的权柄 
 
    耶稣让我们有分於祂的平安，它应许他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约 20:22,23) 这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否则没有人能赦罪。(可 2:7) 我们
信耶稣的人是属於耶稣的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为基督而
活，因此，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在基督里我们与祂合一，因为主有赦罪的权柄，所
以我们在基督里也有赦罪的权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然而，主将罪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
给了我们，我们可以为人祷告，好叫他们被圣灵感动，认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稣作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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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使罪得赦。   
 
    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已经陆续出发，到台湾嘉义基督教医院去传福音，服事病人，并鼓励
太保教会的同工们努力为主作见证。张国光长老，陈少豪弟兄，他的儿子陈恩得，张军玉
传道，和谢德霖弟兄都在百忙中抽空传平安的福音给在痛苦中挣扎的人。 
 
三、凭信经历复活的平安 
 
    多马在耶稣第一次向使徒们显现时没有和其他的使徒们同在，那些看见主的使徒就将主
向他们显现的事实告诉他，多马应当可以信得过他们，但是多马的反应居然是以为这些人
的见证不够满足他的要求，他要求要看见主手上的钉痕，没有亲眼看见不能信。(约一 1:1)
他还要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并且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没有亲手摸着也不足以让他确信不
疑。(约 20:25) 复活的主凡事都知道，也凡事都能作，但神作事却有时间，有目的。主没有
立刻向多马显现，多马一定每天问其他的使徒说：「你们说主显现了，复活了，祂为何不听
我们对话? 不听我们祷告?」圣经为何如此记载多马与主的对话? 我们如何可除去一些不正
确的概念? 我们一同思想。 
 
1. 耶稣不是不爱多马 
 
    主第一次向众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多马在其中，耶稣不是不爱多马。因为主爱属祂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约 13:1) 并且主说，祂向爱祂的人显现。(约 14:21) 多马是遵行主的命令的
人，他没有离开主，主也永不撇下他。 
 
2. 多马不是不爱耶稣 
 
    多马不像卖主的犹大一样，远远离开门徒们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多马是一位求证的人，
他愿意跟随耶稣，在耶稣往伯大尼去的时候，多马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爱同死
吧。(约 11:16) 多马愿意跟随耶稣到底，当主告诉门徒们爱要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多马
曾问主说: 「主阿! 我们不知道祢往那里去，怎麽知道那条路呢?」(约 14:5)。 
 
    後来在主复活升天後，多马勇敢地四处传道，在帕提亚一带传福音和建立教会，他的脚
蹤遍及阿富汗、印度。那时阿富汗有许多犹太人居住，多马四处寻找这些失丧的犹太人，
领他们归主，最後他在印度被异教（可能是婆罗门教）祭司以长矛剌死，据说多马殉道时
为主後 68 年。目前在印度不但有一些以多马为名的教会，而且还可找到他不少遗迹。最後
在为主殉道。现在印度很多教会都是追溯到使徒多马传福音的脚踪。 
 
3. 门徒们的信心不比多马大 
 
    别的门徒与多马一样，也是在耶稣向他们显现後，才相信主复活的事实。主第一次向他
们显现前，妇女已经告诉他们，主复活了。(路 24:11) 他们以为妇女胡言，就不相信。彼得
和约翰也看见埋葬耶稣的坟墓空了，他们已经知道主已经向彼得显现了。(林前 15:5)也向往
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了。(路 24:35)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对他们说:「愿你们平
安!」(路 24:36) 门徒们的反应是甚麽? 是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鬼魂。耶稣将手脚给他
们看，并且在他们的面前吃了一片烧鱼。 
 
    多马当耶稣向他和其馀的十位使徒显现的时候，耶稣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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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约 20:27) 多马没有问耶稣说:
「为何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多马立刻就作了一个最正确，最
伟大的宣告说: 「我的主! 我的神 !」(约 20:28) 
 
    也许永远无法完全明白为何主要等到第二个主日才向多马显现的目的，但我们知道多马
在灵里认出是耶稣。耶稣满足了他的需要，他深知这位主是无所不在的，能知道他在背後
所说的话，他亲眼看见了，立刻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
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约 20:29)多马的生命转变，後来为主作了美好的见
证。你愿意作有福的人吗? 
 
    下周二我将要到波兰和德国去短宣，四年前，波兰华沙的华人教会曾邀请我带领他们一
年一度的营会，这是再给我机会作营会讲员，并从中国来的朋友们传福音，请为他们祷
告。一周後将到德国莱比锡短宣，陈少豪从台湾短宣回来後，将与我在德国会面，一同服
事当地许多从中国来的学生们。大约十年前，我曾担任德东营会第一届和第二届的讲员。
那时回应神呼召的弟兄姊妹也有修完神学在各地服事的弟兄姊妹，心中一直很想念他们，
这次能去与他们同工，服事学生们，心中很喜乐。每次到德国都会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为主的福音作了美好见证的潘霍华牧师。 
 
    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是二十世纪德国的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一九四五年，在德国费
洛省堡 (Flossenburg) 的集中营被希特勒处死，在狱中他向许多的人传福音，将要接受绞刑
前，他与狱友话别时说:「这虽是结束，对我而言乃是另一生命的开始」。他赴刑前最後的
要求是祈祷，然後从容就义。他面对死亡为何毫不畏惧? 虽然他没有亲眼见到主，但因为他
相信耶稣基督是赐生活和复活的主，死亡并非灭亡，而是得到复活生命升华的一个过程，
是荣耀的，是满有盼望的，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愿我们都成为那虽然没有见过耶稣，
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我们
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前 1:8,9) 感谢神，为主的复活作见证的人，有出人意外
的平安。愿神将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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