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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復活的那⽇ (四⼗九) -  

⼀個被忽略的⽇⼦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4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24:1-7節:「1七⽇日的頭⼀一⽇日, 黎黎明的時候, 那些婦女帶著所豫備的香料來來到墳墓前,2看
⾒見見⽯石頭已經從墳墓輥開了了,3他們就進去, 只是不⾒見見主耶穌的⾝身體。4正在猜疑之間, 忽然有兩兩個
⼈人站在旁邊, 衣服放光。5婦女們驚怕, 將臉伏地。那兩兩個⼈人就對他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
⼈人呢?6他不在這裏, 已經復活了了。當記念念他還在加利利利利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 7說, ⼈人⼦子必須被交
在罪⼈人⼿手裏, 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復活。』」 
⾺馬可福⾳音16:1-6節:「1過了了安息⽇日, 抹⼤大拉的⾺馬利利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利亞並撒羅米, 買了了香膏要
去膏耶穌的⾝身體。2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出太陽的時候, 他們來來到墳墓那裏, 3彼此說:『誰給我們
把⽯石頭從墓⾨門輥開呢?』4那⽯石頭原來來很⼤大, 她們抬頭⼀一看, 卻⾒見見⽯石頭已經輥開了了。5她們進了了墳
墓, 看⾒見見⼀一個少年年⼈人坐在右邊, 穿著⽩白袍, 就甚驚恐。6那少年年⼈人對他們說:『不要驚恐, 你們尋找
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勒⼈人耶穌, 他已經復活了了, 不在這裏, 請看安放他的地⽅方。』」

忽略略耶穌復活那⽇日的後遺症
今⽇日教會重視五旬節那⽇日降臨臨的聖靈, 卻忽略略了了七⽇日的頭⼀一⽇日復活的耶穌。基督徒聽多了了「聖
靈降臨臨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力」之語所產⽣生的穿腦效⼒力力, 再加上對「⼈人若若不是從⽔水和
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上帝的國」, 以及失去得救的恐懼, 個個都認為⾃自⼰己是有聖靈的⼈人。然, 今
⽇日基督徒的骨髓裏已滲入了了上世紀流⾏行行的理理性主義, 存在主義, 後現代主義, 詮釋主義, 後真理理
主義等等毒素, 這些主義輪輪番地躍上世界舞台, 將⼈人帶成前所未有的⾃自主性, 這⾃自主性顯在⾃自⼰己
的理理性相信什什麼就是什什麼, ⾃自⼰己的情感相信什什麼就是什什麼, 並且可⽤用多層膜的⾔言語來來包覆所相
信的; 今⽇日, ⼈人的營壘壘比任何時代更更加堅固(林林後10:4)。這種⾃自我催眠之⼼心無助於事, 因耶穌⼀一
句句話就戳破這些⼈人的假象, 主說:「聖靈降臨臨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力, 並要在耶路路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利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見證。」(徒1:8)(注意紅字)

從各個⽅方⾯面來來看, ⼝口中無法⾔言傳復活的基督, 卻以為⾃自⼰己有聖靈的基督徒, 對教會的傷害是⼤大的, 
他們意⾒見見特多, 愛指⽰示教會該如何⾏行行, 以滿⾜足他的需要; 他們不愛服事⼈人, 卻要⼈人服事他。有⼀一
位基督徒來來到我們教會參參加過兩兩次崇拜, 說我們講的太深, 於是他就轉去情感導向的教會。這
真是匪夷所思, 因為我們在社會裏⼯工作需要絞盡腦汁, 將頭腦發揮極致, 才能機會得位得財, 但
基督徒在教會裏卻放棄理理性功能, 以為上帝只要我們“愛”祂即可。以今天我們讀的路路加福⾳音與
⾺馬可福⾳音關乎基督復活的經⽂文為例例, 兩兩者皆提及天使, 我們若若沒有悟性的探究, 就不知到底那批
婦女先到耶穌的墳墓前, 也不知道天使出現的意義。使徒已經說得明⽩白,「我要⽤用靈禱告, 也要
⽤用悟性禱告; 我要⽤用靈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在教會中, 寧可⽤用悟性說五句句教導⼈人的話,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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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萬句句⽅方⾔言。」(林林前14:15,19) 請⼤大家想想, 上帝為何要以⾊色列列⼈人進迦南地後要除滅迦南七
族(申20:16,17; 徒13:19)。

若若牧師傳道⾃自以為⾃自⼰己有聖靈, ⼝口中卻無法⾔言傳復活的基督, 他主持的教會不需要太長的時間, 
只要⼀一代的⼯工夫就會把教會帶向世俗的⽅方向, 今⽇日牧師不敢明說反對同性戀就是最好的證明。
試問, 牧師若若認識基督在他復活那⽇日對婦女和⾰革流巴等⼈人說過的話與做的事, 他還敢對此不表
態嗎? 會眾活在沒有立場的教會真是可憐的⼀一群, 他們完全動彈不得, 留留下不是, 離開也不是, 
他們就這樣聽著沒有立場的牧師在台上講道, 如此終其⼀一⽣生。

耶穌復活那⽇日的重要性
基督死的那⽇日對⾨門徒, 祭司長, 以及彼拉多等說的話⼗十分重要, 包括最後晚餐, 受審時, 以及⼗十架
七⾔言; 然, 基督復活的那⽇日對婦女, ⾰革流巴, 以及⾨門徒說的話亦同等重要。要知道, 基督在⼗十字架
上的得勝有如在戰場上的殺敵致勝, ⽽而基督復活的得勝有如君王駕著戰⾞車車凱旋歸國, 因此, 基督
徒要從基督⼿手中得著冠冕, 傳道者要得著主的稱許, 教會是主喜悅的教會, ⾸首先就必須認識基督
復活那⽇日的點點滴滴。

基督被釘死後, ⾨門徒因失去了了主的引導, 教會變得非常混亂, ⾨門徒已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路。⾨門徒
與祭司長之流兩兩者都相信聖經中啟⽰示⾃自⼰己的上帝, 兩兩者都相信上帝是創造天地的主, 掌管⼈人的
⽣生與死; 若若兩兩者讀今天的啟應經⽂文-詩篇第140篇皆認為對⽅方就是這詩篇所說的惡惡⼈人。但在那⽇日, 
⾨門徒認為上帝似乎轉向祭司長那邊, 且對於基督曾⾔言的復活抱持僅⼀一個懷疑的態度, 或認為這
事實的成就是在未來來。若若說那⽇日, 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是教會最⿊黑暗的時刻, 也不為過。因此, 
基督在他復活的那⽇日, 他和他的使者的所⾔言所為之信息便便成為教會度過動亂時刻的穩定劑, 是
基督徒靈性復興的觸媒。由於基督復活的那⽇日是新約的教會的誕⽣生⽇日, 故基督與他的使者在那
⽇日所⾔言所為就是各時代教會和基督徒信仰的基礎, 是檢驗⾃自⼰己對基督信仰的試⾦金金⽯石。

今⽇日基督徒不知⾃自⼰己就像基督復活那⽇日的婦女和⾰革流巴⼀一樣, 沒有基督復活的意識, 也毫無能
⼒力力認識復活的基督。教會論基督的復活常常引述使徒保羅論基督復活的話, 保羅論基督復活的
意義有五: (1)基督的復活以⼤大能顯明他是上帝的兒⼦子(羅1:4); (2)基督的復活滿⾜足了了他可以叫我
們稱義的職份(羅4:25); (3)基督的復活乃向死亡誇勝(林林前15:57); (4)基督的復活使我們的信不
致徒然(林林前15:17); (5)基督的復活成為睡了了之⼈人初熟的果⼦子, 屬他的⼈人的復活的樣本(林林前
15:20,21,23)等等。然, 以上這些皆是基督徒靈命成熟到⼀一個的地步的認信, 不可能⼀一蹴⽽而就即
成, 每個基督徒成熟前都會經歷懞懂階段, 因此在基督復活那⽇日, ⾨門徒與婦女的表現就是基督徒
必經的過程。

基督復活的那⽇日的焦點⼈人物
基督復活的那⽇日的焦點⼈人物是婦女, ⾰革流巴, 以及多⾺馬, 他們分別出現在清晨, 太陽平⻄西前, 以及
晚上。他們三個⼈人沒有⼀一⼈人是不愛耶穌的, 但他們三⼈人都都不相信基督真的復活了了, 造成他們
不信的原因就是他們⾁肉體的情慾, 有的是情感上, 有的是理理性上。假如耶穌不出現在他們眼前,  
救回他們, 更更正他們的錯誤, 他們將以情慾之信過完⼀一⽣生, 終⾝身嘆氣。

這三⼈人不是使徒, 不是先知, 更更不是我們⼼心儀的聖經明星⼈人物, 所以這三⼈人的樣就是平凡的我們
的樣。耶穌揀選他們作為他復活第⼀一⽇日的重點⼈人物, 就是讓我們好好看他是如何愛他們, 引導
他們走出眼⾒見見的情慾之不信。請⼤大家注意, 基督這作為與世⼈人不同, 因泰⽃斗級的⼈人物不會主動
找⼈人成為他的⾨門⽣生, 但⽣生命之主-耶穌卻是主動招聚屬他的⼈人, ⽽而基督也⼀一定會找到他要找的⼈人; 
主永遠是主, 他⾏行行事必主動地喚醒屬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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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揚的⼯工夫⾔言傳基督復活的真理理
請問各位, 只有舊約聖經的當時, 假設由我們來來安排耶穌顯現的前後次序的話, 我們會選婦女和
⾰革流巴作為顯現的⾸首選嗎? 我們知道“三⼈人⾔言⽽而成虎”的事, 所以若若由我們來來安排顯現次序的話, 
必然傾向(撰寫新約聖經的)使徒為先, 好使他們得著耶穌復活的第⼀一⼿手資料。但, 基督的安排卻
不是如此, 為什什麼? 

我們看到, 基督⾸首先顯現於婦女與⾰革流巴, 然後他們再將與耶穌的遭逢傳給⾨門徒(可16:10-13), 
⾨門徒從不信轉為信再傳出去(可16:15); 有些使徒則將之寫下, 成為新約聖經的福⾳音書和其他書
卷, 路路加對提阿非羅⼤大⼈人說:「3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了, 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4使
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路1:3,4) 這樣看來來, 基督要教會以傳揚的⼯工夫將他死裏復活的
真理理代代傳下去。我們對基督死裏復活信仰的建立就是如此, 上⼀一代的基督徒傳給我們, 我們
詳細考察了了, 爾後再傳給下⼀一代的基督徒。這等⼈人必是捨⼰己的⼀一群, 他的承先與啟後乃是走在
基督安排的道路路上, 是基督教會的骨幹。

若若我們再想想, 基督當天已展現了了他復活的榮耀, 但這榮耀的終極成就必須等待他回到⽗父那裏。
如果基督徒認識基督的復活需要看到他本⼈人才信的話, 救恩歷史在第⼀一世紀就結束, 因為只有
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可以信基督。

婦女和⾰革流巴得蒙基督的信任
我們還看到, 基督如此信任婦女和⾰革流巴絕不是世⼈人會做的事, 因為我們總是選那最聰明的來來
宣揚我們的思想意念念, 更更何況婦女和⾰革流巴要傳的是使⼈人得永⽣生之基督死裏復活的真理理; 如果
讓我們選, 我們必選使徒約翰。當我們看到基督這麼信任婦女和⾰革流巴時即知, 凡蒙基督揀選
的⼈人必可真切地傳揚他的死與復活, 這些⼈人是不會讓基督失望的⼀一群。婦女和⾰革流巴或許會講
到耶穌的樣, 如他的⾯面貌, 衣著, 談吐等等, 但福⾳音書對復活耶穌的英姿卻隻字未提, 這就告訴我
們, 傳揚基督死裏復活的道理理當以教義與信息為要, 傳揚者必留留⼼心基督在他復活的那⽇日對婦女, 
⾰革流巴, 以及⾨門徒說的話。

牧者當應以平信徒為重
我們亦看到, 基督在他復活的那⽇日將重⼼心放在婦女和⾰革流巴等⼈人⾝身上, ⽽而不是使徒⾝身上, 這便便告
訴凡作基督僕⼈人的, 也應當將傳道重⼼心放在平信徒⾝身上; 基督要彼得牧養他的⽺羊, 以及要求忠⼼心, 
良善, 且有⾒見見識的僕⼈人必須要按時餵糧給他的⽺羊, 更更是強調重點當關注主的⽺羊。男⼈人皆有事業
⼼心, 皆須有成就感, ⽣生命要有掌聲, 但基督的僕⼈人的事業卻當以平信徒可以認識基督為上。

天使教導我們
上回(1/27)我們講到天使顯現於第⼆二批以約亞拿為⾸首的婦女的事。這是天使出現在⼈人類歷史中
最後⼀一次, 也是天使最後⼀一次與⼈人說話; 天使在基督復活那⽇日的清晨說話的對象是婦女, ⽽而不是
男⼈人, 也不是先知或使徒。為什什麼天使不再顯現? 因為聖靈已降臨臨於世。所以, ⾃自基督復活那⽇日
的清晨之後, 凡藉天使仗威的宗教, 或教會講台信息提及的天啓, 都不是從主來來的, ⽽而是從魔⿁鬼
來來的, 即便便他們所論的是光明事, 我們亦不可被其迷惑(林林後11:14)。

我們在天使與婦女的遭逢中認識到: 
1. 天使只安慰引導屬基督的(婦女)從驚恐害怕轉為平安, ⽽而任憑不屬基督的(羅⾺馬兵丁)持續渾⾝身
亂戰, 甚⾄至和死⼈人⼀一樣。

2. 天使雖因本⾝身尊貴的地位之故⽽而向⼈人說話, 然他們奉差遣(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力)的前提是, 他
們必須先詳細查看上帝的救恩, 清楚明⽩白基督⼗十架福⾳音。也就是說, 天使傳道的權威有⼆二, 即
位威與道威。基督徒傳道亦如此, 基督徒本⾝身是上帝的兒女, 因此有了了位尊(位威)的基本條
件, 但只有蒙主基督差遣的傳道才會清楚且⼤大膽地傳講基督⼗十架與他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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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使說話的順序是先提基督受的羞辱, 後提基督復活的榮耀。這是基督復活後, 從天上來來的
使者說的第⼀一句句話的順序, 因此就成為屬主的基督徒⽣生命必經的歷程。基督徒要得天上的喜
樂就必須先走過深淵的苦難, 這痛苦沒有別的, 就是堅守⼗十架道理理的苦難。魔⿁鬼試探的⼿手段
則是簡化棄絕這個過程, 叫基督徒不需經過苦難⽽而可得喜樂; 魔⿁鬼就是這樣試探耶穌, 牠要耶
穌在牠⾯面前下拜, 便便將萬國⼀一切權柄, 榮華, 都給耶穌。彼得曾勸說耶穌越過⼗十字架的苦難, 
耶穌因彼得這無知⽽而稱他為撒但。

4. 天使長撒拉弗侍立坐在⾼高⾼高的寶座上的主基督時, 呼喊著的是「聖哉! 聖哉! 聖哉! 萬軍之主, 
祂的榮光充滿全地。」(賽6:3) 但天使卻稱呼耶穌是「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勒⼈人耶穌」。天使
⼼心中有兩兩樣基督的榮耀, ⼀一個是基督坐寶座的榮耀, 另⼀一個是基督死裏復活的榮耀, 但天使深
知若若要蒙上帝的喜悅, 他則必須傳基督死裏復活的榮耀。

耶穌與天使的同時出現否定了了靈恩運動的啟⽰示論
耶穌復活後⾸首向抹⼤大拉的⾺馬利利亞顯現, 按理理說, 因這顯現者是耶穌, 這顯現本⾝身就有⾜足夠的權威, 
就是堅實的證據。然, 上帝還是讓天使率先向婦女顯現, 上帝這安排並不是⼀一個錦上添花的無
謂動作, 其中多層意義誠如以上所列列舉的。我們還察覺到, 天使與耶穌在說話的態度上與內容
意義上(尤其是說的第⼀一句句話)是⼀一樣的。從這事實來來省察今⽇日靈恩派牧師宣稱從神⽽而來來的啟⽰示, 
全都是出於個⼈人單⽅方⾯面的說法, 沒有另⼀一亦是從神⽽而來來的權威⼈人⼠士呼應他(她)的啟⽰示內容。更更
甚者, 在耶穌墳墓處出現有兩兩位天使, 故原則上當有兩兩位說著同樣的“啟⽰示”內容。所以結論是, 
靈恩牧師所⾃自豪的上帝的啟⽰示, 沒有⼀一個是從上帝那裏⽽而來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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