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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复活基督的显现与权柄的授予 

 



 
1

经节：太二十八 1-20；徒一 1-3 

 
太二十八 1-20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忽 
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像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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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 
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 
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地 
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她们，说：「愿你们平安！」她们就上前抱住 
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 
里必见我。」她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 
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 
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有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 
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 
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徒一 1-3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藉圣灵吩咐所 
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 
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 神国的事。』 
 

一、四十天的意义 

二、复活的生命 

（一）复活的大能  

（二）复活的见证 

（三）复活的显现 

三、复活是最大的争战 

（一）仇敌竭尽一切权势抵挡基督的复活 

（二）空坟墓的得胜 

四、复活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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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人之路 

（二）救恩之杯 

（三）义门 

（四）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五、复活的境界 

  ──祂不在这里  

六、约定的山上——国度的境界 

七、最大的权柄 

（一）天上的 

（二）地上的 

八、最大的爱 

九、最大的差遣 

十、最大的使命——万民作门徒 

十一、最大的救恩 

十二、最大的同在 

 

 

 

 

 

 

 

 

 

 

 

 

 

 
第二篇 

复活基督的显现与成全神的家 

 
经节： 路二十三 39~49；路二十四 1~53 

路二十三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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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 

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 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 

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记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约有午正， 

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说：「父 

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  

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 

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看这些事。』 

路二十四 1~53 

『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 

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她们说：「为甚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 

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记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 

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她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约亚拿，并雅 

各的母亲马利亚，还有与她们在一处的妇女。她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 

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希奇所成的事。正 

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 

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甚么事呢？」他 

们就站住，脸上带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 

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甚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 

事。他是个先知，在 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 

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 

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 

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 

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 

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 

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 

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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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 

已经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 

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 

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甚么愁烦？为甚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 

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甚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 

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我的话都必 

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 

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 

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 

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 

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 

里称颂 神。』 
 

一、四十天的宝贵 

  ──每一章都说出一个独特的启示合成「四十天」的完全训练 

二、路加二十四章 

  ──基督复活的显现与成全神的家 

三、神的家与神的国分别 

四、以十架为中心组织神的家 

五、以复活为中心组织神的家 

六、救主寻找的慈爱是成全神的家的根基 

  ──成全神的家在于复活救主无限的忍耐和慈爱 

  （一）以马忤斯两个门徒代表神的家的情形 

1. 信心的仿徨 
2. 安全的失去 
3. 无力守住的命令 
4. 正在走违背主的下坡道路 

复活救主是寻找的救主 

  （二）救主的忍耐和慈爱 

  （三）强留救主与蒙恩 

  （四）四十天的训练 

     ──神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加 1:16） 
七、复活基督开启新约时代教会的伟大生命 

  （一）开启信心与交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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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坚固信心的浩大恩典──除去疑惑、安抚惊魂、坚立信心 
2. 说出救主对神的家的神圣需要 
3. 接受烧鱼说出恩典无限 

  （二）开启悟性明白圣经的伟大时代 

  （三）开启见证人与将救恩传到万邦的时代 

  （四）开启圣灵能力的伟大时代 

     ──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的时代 

八、复活基督对神的家无限的怀念和开启 

──喜乐满溢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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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复活基督的显现与圣灵的水流 

 

经节：可十六 9-18；徒一 1-11；徒二 1-4 
可十六 9-18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耶稣从她身上曾赶出七  

个鬼）。她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马利 

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像， 

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 

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 

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甚 

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徒一 1-11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藉圣灵吩咐所 

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 

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 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 

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 

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 

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 

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 

极，作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云彩把他接去，便 

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甚么站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 

去，他还要怎样来。」』 

徒二 1-4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 

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一、马可福音与路加福音的相同点：路加与约翰论到的两位不同的伟大职事 

二、最大争战之前的准备──主要冲过去，门徒也要冲过去 

  （一）价值观念的不同——对门徒的默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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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废了逾越，立了主日，进入新约 

  （三）对彼得的准备——拆毁天然生命是建立属灵生命的道路 

  （四）客西马尼园的得胜榜样 

     得胜——意志的选择是得胜或失败的关键 

三、耶稣得胜与彼得失败 

  （一）属天的人与属地的人 

  （二）属天的人的表现照射在属地的人身上 

  （三）两个国度的战争 

  （四）诸天国度的得胜 

四、迟来的奉献与隐藏的得胜 

五、复活的能力显出最大作为 

  （一）祂不在这里，请看安放祂的地方 

  （二）抹大拉的马利亚与门徒——杰出的得胜者 

  （三）以马忤斯门徒的见证——经历的见证人 

六、主最后的显现——工作和嘱咐 

  ——开启新约时代的服事 

  （一）开启信的时代 

  （二）向万国传福音的时代 

七、这是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 

  （一）开启神迹奇事的时代——证明主升天的事实和权能 

  （二）开启教会执行耶稣基督权柄的时代 

八、主耶稣伟大的命令 

  大军出发前装备最大的能力──「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 

九、在全地作我的见证人──上升前的命令 

十、留下再来的嘱咐 

十一、教会诞生的日子──开启教会荣耀得胜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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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复活基督的显现与最大的呼召 

 

经节： 约二十 ~ 二十一章 

一、马利亚杰出的经历──带进新约典型的启示境界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 

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甚么哭？」她说： 

「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 

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她说：「妇人，为甚么哭？你找谁呢？」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 

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 

说：「马利亚。」马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 

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 

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马利亚就 

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她又将主对她说的这话告诉他们。』（约二十 11~18） 

  （一）爱的追求延迟主升天的脚步——促使主提早的显现 

  （二）对复活基督悟性的软弱与黑暗 

  （三）主的杰出的行动带来眼睛的开启——认识复活基督 

  （四）升天的启示  

1. 初次的升天 
（1） 神享受初熟的果子 
（2） 与圣徒的联合 

2. 二次的升天──永远作教会荣耀的元首  
二、复活基督第一次的显现──在聚会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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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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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 

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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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二十 19~23） 

  （一）伟大的「基督的平安」──「复活生命的凭据」 

  （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伟大的「基督的喜乐」 

  （三）复活的差遣 

  （四）接受内住的圣灵 

  （五）权柄的授予 

三、复活基督第二次的显现──在聚会中向多马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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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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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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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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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原文是 

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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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 

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二十 24~31） 

  （一）对多马最大的爱 

  （二）十架的爱征服一切难处 

  （三）「没有看见而信的有福了」──引进新约时代的伟大境界 

四、复活基督第三次的显现──伟大的呼召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 

称为低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 

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 

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甚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 

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 

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 

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 

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古代以肘为尺，一肘约有今时尺半〕，就在小船上 

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 

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或译：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 

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 

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 

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在马太十六章十七 

节称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 

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 

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 

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 



 
10

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 

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约二十一 1 ~ 22） 

  （一）提比哩亚海的显现——为寻找失望灰心疲惫的彼得 

  （二）我们对复活基督的认识 

  （三）炭火鱼饼的异象 

1. 对彼得最大的激励 
2. 经历的宝贵 

  （四）对彼得最大的呼召 

1. 最高的爱 
2. 微弱的爱——永不熄灭的爱 

  （五）彼得对复活基督──生命和态度的改变 

  （六）十架的呼召——丢弃天然生命的呼召 

  （七）「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