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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主向誰顯現？

林前15:17-18，約翰福音14:21

金海牧師

蒙福教會
立於磐石
在基督裡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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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17-18“基督若沒有復活，
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耶穌復活後有40天之久向當時信心軟弱
的門徒們顯現，更是堅定了以身殉道的
信心，以至於福音能夠廣傳至今。

耶穌的復活是信仰的核心



♦聖經中没有记载耶稣復活的情景，卻
記載了祂復活之後向幾種人顯現的記錄

[林前 15:3-9][3]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
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
的罪死了，[4]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
第三天復活了，[5]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
顯給十二使徒看；[6]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
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
經睡了的。[7]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
使徒看，[8]末了也顯給我看…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
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
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
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
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路1:1-4, 徒1:1-3)

復活的主向誰顯現? 



約 20: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
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裡，看見石頭從
墳墓挪開了…
2 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
對他們說：「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我
們不知道放在那裡。」 3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
來，往墳墓那裡去。4 兩個人同跑，那門徒
比彼得跑的更快，先到了墳墓，5 低頭往裡
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只是沒有進去。

註:“看见 blepo”(僅僅看見)

一.  耶穌復活的第一天的清晨
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6 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裡去，
就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7 又看見耶
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是
另在一處捲著。

註:“看見 theoreo”(刻意细心的看)

8 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
了（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就
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10 於是兩個
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

註: “看見 eido”(了解和明白)



11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
候，低頭往墳墓裡看，12 就見兩個
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
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腳。13 
天使對他說：「婦人，你為什麼哭？」
他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
不知道放在那裡。」 14 轉過身來，
看見耶穌站在那裡，卻不知道是耶穌。

馬利亞對耶穌的愛



15 耶穌問他說：「婦人，為什麼哭？你找誰
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
「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
你把他放在那裡，我便去取他。」 16 
耶穌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
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就是夫子
的意思。）
17 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
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裡去，告訴他們
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
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18 抹大拉的馬
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主。」
他又將主對他說的這話告訴他們。



看見天使不驚異、憑肉眼認不出耶穌
時，仍然一心想尋找主，縱使是屍體
也不自量力要去取;

直到耶穌叫她的名字時(有個人的關
係)，不是憑肉眼認出，而是在主的
啟示裡認出主來。

愛主的表現是心被吸引、渴慕見耶穌



約 15: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
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稱你
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
都告訴你們了。

來 2:10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
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
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關係的提升



在最後的晚餐時，當耶穌告訴門徒:你們
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
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腓力對他
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回答: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
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約14:7-8,21)

反思: 我是愛主人嗎?



路 24:13-31“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
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
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14 他們彼此
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15 正談論相問
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
行；16 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
他。17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
論的是什麼事呢？他們就站住，臉上帶
著愁容。

二.中午向往以馬忤斯路上的門徒顯現



18 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
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知道這幾天在
那裡所出的事嗎？19 耶穌說：什麼事呢？
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
個先知，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
都有大能。20 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
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21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
是他！不但如此，而且這事成就，現在
已經三天了。



22 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
們驚奇；他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裡，23
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
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

24 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裡去，
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
有看見他。25 耶穌對他們說：無知
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
心信得太遲鈍了。



26 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
不是應當的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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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
好像還要往前行，29 他們卻強留他，說：
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西了，請你同我們
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30
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
擘開，遞給他們。31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
這才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



在以馬忤斯路上兩個門徒雖然對摩西和
先知書的了解遲鈍，但卻仍「強留」耶穌

同住，並且與他一同坐席擘餅
(遵守主的道是愛主的表現)；

你我追求的態度如何?

在最後的晚餐結束要去客西馬尼園之前，
猶大（不是加略人猶大）問耶穌說：主啊，
為什麼要向我們顯現，不向世人顯現呢？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
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

去，與他同住。」…(約 14:22-23)



約 20: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
平安！20 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
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21耶穌

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
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22 說了這話，
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三.晚上向躲在房子裡的門徒顯現



能夠在那樣風聲鶴唳的氛圍中遵守主的命
令(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
的，…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終於等到了五旬節聖靈降臨的能力，以至
於能真正的受差遣傳福音。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
愛我的；…我…要向他顯現。」

躲在房間裡的門徒
有什麼愛耶穌的表現？



彼得在哥尼流家裡向猶太人說明“神叫
他復活，不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顯現
給神預先所揀選為他作見證的人看…” 
:41)

向保羅顯現的原因是向羅馬官府作見證:

“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
作見證，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
示你的事證明出來。…我故此沒有違
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 26:15,19)

四. 為什麼要向逼迫祂的保羅顯現？



救贖八段 (史百克)﹕
(1) 道成肉身； (2) 人子生活
(3) 十架受死； (4) 復活顯現
(5) 升天得榮； (6) 聖靈降臨
(7) 教會產生； (8) 基督再來

耶穌復活升天是救贖藍圖的中心，
是道成肉身和基督再來的轉折點。



我們怕死、不願意死，但一定會死 ; 
耶穌願意為解決我們的罪而死，

歷世歷代所有的人都在死亡裡面、
無人能逃而且無人能勝過。

唯有耶穌宣告:“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

鑰匙。”(啟 1:18) 

耶穌的死是永恆國度的必需，復活保證
國度的來臨，使永恆成為我主基督的國。

結論



復活的主樂意向愛祂、遵守祂命令
的人顯現，也會向祂要揀選作見證

的器皿顯現。

主的顯現一定帶著生命的能力使
我們可以接受祂的託付，你願意嗎?

回應



♦ 耶穌的空墳墓是歷史事件。歷史的定義是指
在過去的時間裡所發生的事實，它必須包含時
間、地點、現場人物以及旁證(包括人證、物證、
以及其他的報告) ; 就如同911事件，雖然可能會
有不同的解釋，但它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件。

試問: 有誰能從羅馬兵的看守之下把貼上封條
的石頭推開搬走屍體?  

~  若這是敵對的人作的，他大可展示屍體而

一舉摧毀基督徒的信仰; 

~  若這是曾經跟隨過耶穌的人作的，他為什

麼還要為此謊言殉道? 



1.马利亞“看见blepo”石頭挪開了，約翰

“看见blepo”(僅僅看見) 细麻布還在…

2.彼得“看見theoreo”細麻布還放在那裡，

又“看見theoreo”(刻意而细心的看)耶
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 …                  

3 那門徒“看見eido”(對於所看见之事
的了解和明白)就信了…

約 20:1-10 中的“看見”用了三個不同
的字眼(摩根的解釋) :



參. 復活的主向誰顯現?  與我有什麼關係?

約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
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你我是愛主、遵守主命令，願意等候接
受差遣的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