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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5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借著祂的靈引導我們， 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及這一課有關建立教會的學習交給主。 
 

2 分享 (20 分鐘)                                                     [靈修] 
馬可福音 15:1 -16:20  + 哥林多前書第 1 章 

 
輪流簡短分享 (或從你的筆記讀出) 你從指定經文(馬可福音 15：1-16：20 和哥林前書前第 1 章)所得的靈修領

受，只需分享其中的一次靈修。 
專心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領受。不要討論他的分享。摘錄筆記。 
 

3 背誦 (5 分鐘)                                                      [基督徒品格] 
(5) 腓立比書 2:3-4 

 
兩人一組查閱。  
(5) 謙卑: 腓立比書 2:3-4。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

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4 
講授 (85 分鐘)                                                     [教會節日] 

 復活節：紀念基督的復活 
 
簡介。 復活節是一個基督教節日，紀念耶穌基督的復活。我們將會學習聖經對耶穌基督復活的教導及其對基

督徒的影響。我們會看祂的復活之預言、祂從死裏復活所發生的事、以及為何祂的復活對你是重要的。 
 

A. 有關耶穌基督復活的預言 
 

1. 舊約對耶穌基督復活的預言。  
 

 (1) 約伯記 19:25-27。  
約伯記很可能是舊約裏最早寫成的書，寫作時間約是西元前 1900 年。在這麼早的歷史時期，約伯已說他知道

他的救贖主(耶穌 -- 祂是神，且將來會站立在地上)將來會復活，而他自己也會復活。他說：「我知道我的救贖

主活著，必站立在地上。 我這皮肉滅絕之後(即是：我死了之後)，我必在肉體(即是：身體)之外得見神。」  
 

 (2) 詩篇 16:8-11。 
約在西元前 1000 年，大衛王說神不會撇下耶穌基督的靈魂(或生命)在墳墓，也不會讓祂的聖者(即是祂的身體)
見朽壞 (參見使徒行傳 2:22-32)。.  
 

 (3) 詩篇 118:22-24。  
被建築工人所棄的石頭，會成為「房角石」，就是最重要和最決定性的石頭(一座建築物的基石或拱形建築物

的壓頂石)。那被猶太人拒絕和釘死的彌賽亞，祂會成為復活的救贖主。祂會決定地上每個人的命途 (參見馬太

福音 21:42-44；彼得前書 2:4-8)!  
 

 (4) 以賽亞書 53:11-12。  
請看訓練手冊 5，補充 1。 約在西元前 700 年，先知以賽亞預言神的僕人(即耶穌基督)會復活及永遠活著 。  
 

 (5) 以賽亞書 25:8。 
以賽亞也預言人的復活。他遠眺耶穌基督的第二次來臨，並預言：「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

去各人臉上的眼淚 . . .」當耶穌基督第二次來臨時，祂會使公義的和不義的人復活，並會根據他們的信或不信

來審判他們。信徒會承受永生，而不信的人會承受永刑(馬太福音 25:46；使徒行傳 24:15)。 
 

2. 新約對耶穌基督復活的預言。 
 

教導。 耶穌基督在祂死和復活之前，已多次預言祂的死和復活。在馬可福音 8:31、9:31 和 10:33-34，祂很清楚

預言祂會在被釘死後第三天復活。耶穌不是說時間的實際長短(三整天之後)，而是時間點(死後第三天)。耶穌

會在三日內將身體的殿再建立起來 (參見約翰福音 2:19，三日內)。  
 

B. 環繞耶穌基督復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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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基督復活的時間。 
 

閱讀 馬可福音 16:1-6。 耶穌在死後第三天復活，發生於彌散月的第 17 日星期日的清早。在聖經裏，「星期

日」被稱為一星期的頭一日。因為耶穌基督在星期日復活，全世界的基督徒會在星期日慶祝復活節，且在每個

星期日聚在一起敬拜神！  
 

雖然馬可用了「三天後(過三天)」(希臘文： meta treis hemeras) (馬可福音 8:31，9:31 和 10:33-34)，馬太將他的

意思表達出來，就是「第三天(第三日)」(希臘文： té trité hemera) (馬太福音 16:21； 17:22-23； 20:18-19)。在

希臘文裏，「日」這個詞可指 24 小時期間的任何一部分。耶穌在墳墓的時間，是由星期五下午較晚的時間一

直到星期日的大清早。  
 

2. 來到墳墓的婦女。  
 

閱讀  馬太福音 28:1； 馬可福音 16:1； 路加福音 24:9-10； 約翰福音 20:1-2。 
發掘和討論。多少婦女在星期日的早上來到墳墓？  
筆記。 
 

四福音書裏有關婦女來到墳墓的記載，是沒有任何衝突。馬太簡單的提到只有兩位婦女在墳墓那裏：抹大拉的

馬利亞和馬利亞(耶穌的母親)。馬可提及三位婦女：抹大拉的馬利亞、馬利亞(耶穌的母親)和撒羅米。路加說

有多過四位婦女，並列出三位的名字：抹大拉的馬利亞、馬利亞(耶穌的母親)和約亞拿。約翰顯示墳墓那裏有

多過一位婦女 (因為抹大拉的馬利亞說：「我們」不知道 . . . )(約翰福音 20:2)。 無論如何，約翰只記載了抹大

拉的馬利亞。因此，那裏有多過四位婦女，但每位福音書的作者寫下自己對事件的撮要。  
 

另外，有關婦女走去墳墓的時間亦沒有矛盾。當她們起程去墳墓那裏時，天色還黑(約翰)；但當她們到達墳墓

時，太陽已出來了 (馬可)。 
 

3. 守住墳墓的兵丁。 
 

閱讀  馬太福音 27:62 - 28:15。 
發掘和討論。 墳墓被兵丁守著這事，如何幫助證明在歷史上耶穌真的復活了？  
筆記。  
 

為了防範有人將耶穌的屍體偷走，然後聲稱耶穌基督已從死裏復活，總督命令大祭司和法利賽人將墳墓的石頭

封住，並派兵丁在墓穴把守妥當。墳墓被羅馬帝國的印章和彼拉多總督的印章封住了，並且有十至三十個兵丁

在墳墓外駐守，以致沒有人會有膽量走近。 
 

不過，耶穌基督復活時有大地震，兵丁被恐懼癱瘓或已逃跑了。後來猶太宗教領袖用一大筆金錢賄賂那些兵

丁，叫他們散播謠言，說耶穌的門徒在晚上趁兵丁睡覺時偷走了祂的身體。不過，羅馬士兵那敢忽略他們的職

責而睡覺！ 無論如何，耶穌的身體沒有復活這傳言，仍被今天的一些宗教傳遞著。 
 

4. 封住墳墓洞穴的石頭。  
 

閱讀  馬可福音 15:46 - 16:4； 馬太福音 28:2。  
發掘和討論。 誰將墓穴口的石頭搬走？  
筆記。  
 

一塊大圓形的扁平石頭被放在墓穴口。若要將墓穴打開，需要四名強壯的人將石頭的凹槽位向上卷起來 。耶

穌的門徒並不在那裏，而士兵亦不會容許任何人將墳墓打開。但在馬太福音，我們看到那時有地震，且神的天

使從天上下來。這天使將石頭滾開 (希臘文：apokulió) (過去時態) (很可能是將石頭直接從凹槽位提起來，然後

將它平放地上) ，然後坐在上面。 能不經人手而將石頭從墓穴口移走，這象徵神已勝過死亡！那些婦女並沒有

看到事情的發生，她們只看到結果。天使將石頭移開，並不是要讓耶穌從墳墓出來，而是要讓那些婦女和其他

人能入到墳墓！  
 

5. 在墳墓出現的天使。 
 

閱讀  馬太福音 28:2-3；馬可福音 16:5； 路加福音 24:4； 約翰福音 20:11-12。 
發掘和討論。多少位天使出現在墳墓那裏？ 
筆記。  
 

馬太提及有一位天使坐在墳墓的巨大石頭上，他的外貌好像閃電，衣服潔白如雪。馬可根據使徒彼得的見證而

寫他的福音書，他說有一位天使坐在墳墓裏面。路加曾與那些婦女談話(路加福音 1:1-4)，他提到兩位天使突然

在墓穴裏站在那些婦女旁邊，他們的衣服像閃電般發光。約翰指出後來抹大拉的馬利亞在墳墓外哭。當她蹲身

看墓穴裏，看見兩位穿白衣的天使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那邊，一個在腳那邊。四福音書裏的

記載並沒有矛盾，因為馬太和馬可都沒有說那裏只有一位天使。墳墓那裏最少有兩位天使，在周圍走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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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墳墓地上的細麻布。 
 

閱讀  約翰福音 19:38 - 20:9；馬可福音 16:1-8； 路加福音 24:1-12.  
發掘和討論。細麻布躺在墳墓裏的地上，但卻沒有耶穌的身體，這事實如何幫助證明在歷史上耶穌真的復活

了？  
筆記。  
 

亞利馬太人約瑟和尼哥底母根據那時的習俗，用長長的細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穌的身體重重的裹好了。然後他

們將祂的身體放在屬於約瑟的一座新墳墓裏。 
 

當婦女來到墳墓時，她們發現石頭已被移離墳墓，一位天使邀請她們進入墳墓，看看耶穌所躺的地方。當她們

進去，她們看不到耶穌的身體，便感到驚恐和困惑，從墳墓出來後便逃跑。她們初時不告訴任何人(馬可福

音)，但後來她們將事情告訴耶穌的門徒(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 
 

約翰福音記述抹大拉的馬利亞因看見墓穴口的石頭被移開，她便以為耶穌的身體被移到別的地方，於是她跑去

告訴彼得和約翰。馬太和路加指出當其他婦女看到耶穌所躺的地方，又聽到天使告訴她們耶穌已從死裏復活，

她們也跑去告訴耶穌的門徒。可是，門徒不相信她們，因為「她們的話似是胡言」(路加福音 24:11)。 
 

與此同時，彼得和約翰趕往墳墓那裏。當他們進入墳墓，他們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但卻不見耶穌的身體！ 
他們也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跟細麻布放在一起，而是卷著 1放在另一處。很可能那細麻布仍處於一個空繭

的形狀，這顯示細麻布不能阻止耶穌的身體復活，它穿過了那些細麻布！ 無論如何，細麻布仍躺在墳墓裏的

地上，但耶穌的身體卻不見了，這事實更加證明沒有門徒或敵人將祂的身體偷走！ 這證據足夠令彼得和約翰

相信耶穌基督已從死裏復活！之前他們不明白詩篇 16:10-11、詩篇 118:22-24 和 以賽亞書 53:11-12。不過，因

著他們在空墳墓所看到的，他們的信心得著復蘇和鞏固，並開始明白復活的意義！現在他們明白基督的復活是

神聖的「必須」 (路加福音 9:22,44-45；18:31-34；22:37；24:44)！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這一切都變得更清

晰！  
  

7. 加利利的會面。 
 

閱讀 馬太福音 28:5-7,16-17；路加福音 24:33-36；約翰福音 20:17-20。 
發掘和討論。 復活後耶穌在那裏與祂的門徒會面？  
筆記。 
 

天使告訴婦女耶穌正走在門徒前頭往加利利。不過，耶穌的第一次顯現似乎不是在加利利，而是在耶路撒冷

(在猶大)！這並不構成矛盾，因為耶穌有權和能力去做祂所應許的。還有，當祂後來往加利利，也沒有證據顯

示祂是比門徒到達得晚！ 
 

8. 基督復活之見證。 
 

閱讀  使徒行傳 1:3；馬可福音 16:9-14；哥林多前書 15:1-8。 
發掘和討論。 耶穌復活後的顯現如何幫助證明在歷史上耶穌真的復活了？  
筆記。  
 

耶穌基督的復活不是秘密地發生。雖則自然科學倚靠實驗測試和證明，但歷史科學卻是倚靠可信證人的作證。 
耶穌的身體復活有著數以百計的目擊證人！雖然現代自然科學不能解釋超自然事件，耶穌基督的復活是一個不

能否認的歷史事實！  
 

在使徒行傳 1:3 ，我們看到耶穌在 40 日期間給予祂的門徒許多使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祂是活著的。當你讀四

福音書時，你會發現耶穌在祂復活的星期日先後五次向人展示祂已復活： 
 
 (1) 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當抹大拉的馬利亞在黎明前來到墳墓，她看到墳墓的石頭已被提起及移走 (希臘文： hairó) (完成時態，被動

式) 。她於是跑去告訴彼得和約翰。他們便在前頭走，馬利亞跟隨在後。當他們看到墳墓是空的，只剩下細麻

布，他們便回家。  
 

當抹大拉的馬利亞再次到達墳墓，她哭了，因為耶穌基督的身體被移走，且不知他們將它放在那裏。然後耶穌

向她顯現，她緊握祂的腳。耶穌吩咐她回去門徒那裏告訴他們，耶穌要升天去見祂的父。這是在星期日的最先

一次顯現 (馬可福音 16:9；約翰福音 20:11-18)。 
 

 (2) 向其他婦女顯現。  

                                                           
1 希臘文： entulissó (entuligmenos, 完成時態)。用細麻布「包裹」身體 (路加福音 23:53) 和「卷上」裹頭巾 (約
翰福音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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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他婦女一清早到達墳墓時，她們發現墳墓的石頭已被滾開 (希臘文：apokulió)(完成時態，被動式)。她們進

入墓穴，但找不到身體。兩位天使對她們說話 (路加福音 24:1-8)。她們回去將空墳墓的事告訴門徒，但門徒都

不相信她們所說的，而彼得和約翰卻已跑去審查墳墓。之後這些婦女亦再次回到墳墓那裏 (路加福 24:9-11)。
當她們還在路上，耶穌突然在她們面前出現，她們亦緊握祂的腳及敬拜祂。耶穌吩咐她們回去告訴門徒往加利

利，祂會在那裏與他們會面。這是耶穌第二次在星期日顯現 (馬太福音 28:9-10)。 
 

 (3) 向彼得顯現。 
然後耶穌向彼得顯現 (路加福音 24:34)。 
 

 (4) 向兩個往以馬忤斯的門徒顯現。 
這發生在星期日下午 (路加福音 24:13-33)。 
 

 (5) 向祂的門徒顯現(除了多馬)。 
那星期日的晚上，耶穌向祂的門徒顯現，他們相聚的地方都關上門，但那時多馬不在當中  (路加福音 
24:36-43； 約福音 20:19-23)。 
 

 (6) 向祂的門徒顯現(包括多馬)。  
一星期後的星期日，耶穌向祂的所有門徒顯現，包括多馬 (約翰福音 20:24-31)。 
 

 (7) 其他顯現。 
之後耶穌的顯現包括：在提比哩亞海邊向七個門徒(約翰福音 21:1-14)、在加利利的一座山向十一個門徒 (馬太

福音 28:16-20)、一次過向超過 500 弟兄、向雅各 (耶穌的兄弟， 日後成為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及雅各書的作

者)、向所有使徒 (哥林多前書 15:6-7)、向在耶路撒冷的使徒 (使徒行傳 1:4)、在橄欖山升天前向十一個門徒 (使
徒行傳 1:6)、以及最後在大馬色路上向保羅 (哥林多前書 15:8)。 
 

耶穌的復活是一個證據確鑿的歷史事實！ 
 

C. 耶穌基督的復活對基督徒的意義 
 

教導。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先知或自稱為「先知」的人曾從死裏復活！ 所有世上其他宗教和教派的先知仍躺

在他們的墳墓裏。耶穌基督是唯一的人曾從死裏復活後，到現今還活著！這個事實證明耶穌基督是歷來最偉大

的先知。祂的復活證明神接納祂的死為贖罪祭， 以及神證明了耶穌基督所有的宣稱都是正確的！耶穌基督的

復活是祂崇高地位的顯明展示。這是祂所有宣稱之確實性的確鑿證據。這是對祂教導的所有真理的有效和有力

的聲明。 
 

1. 耶穌基督的復活顯示神已接納基督完成的救贖工作。  
 

閱讀  腓立比書 2:5-11； 哥林多前書 15:42-46； 羅馬書 1:3-4 
 

 (1) 基督的復活(和升為宇宙的至高)的第一個結果是證明神已接納耶穌基督完成的救贖工作(贖罪祭)。  
 

因為耶穌基督謙卑自己，順服至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一切都屈

膝跪拜在耶穌的名字前！  
 

羅馬書 1:3-4 說：「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

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2) 耶穌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羅馬書 1:3-4 描繪出耶穌基督人性的最低和最高位置。它的意譯會幫助我們明白經文的意思：「神的福音」是

關乎神的永生兒子(祂的神性)兩個階段的人性：就是在祂復活之前和祂復活之後。  
 

 (3) 耶穌基督的兩個人性 。 
在復活之前耶穌的人性的特徵是「肉體」(參見哥林多前書 15:50)，即是祂完全擁有人的軟弱，因為祂是大衛

的後裔，為馬利亞所生。大衛和馬利亞都因亞當的罪而承受了人的罪性 (約伯記 14:4； 詩篇 51:5)。當耶穌基

督道成肉身，祂取了人的本性，來到祂創造的世界和人類的歷史，但祂沒有擱置祂的神性。這就是祂人性的謙

卑狀態。 
 

在復活之後耶穌的人性的特徵是「聖潔的靈」(參 哥林多前書 15:44-45)，即是祂完全擁有聖靈的能力，因為祂 
被「揭開」(希臘文： horizó: 被公開、被委任、被設立、被宣告、被指定) 「為神的大能兒子」(即是：施行各

樣神跡的那位神的大能兒子)。耶穌基督的人性在復活裏得著榮耀祂被指定/委任為所有人和萬物的主 (馬太福

音 28:18；以弗所書 1:20-23；啟示錄 19:16))。這就是所謂祂人性的提升狀態。 
 

羅馬書 1:3-4 沒有將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作對比。耶穌基督不是成為神的兒子 – 祂從亙古便是神的兒子！祂的人

性沒有變成祂的神性。神的兒子在祂道成肉身前、復活之前及從死裏復活之後，都已擁有神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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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3-4 將基督在出生後至復活前的人性狀況，與祂從死裏復活後的人性狀況作出對比。基督復活前的人

性和祂復活後的人性，都沒有與祂的神性脫離。  
 

羅馬書 1:3-4 分清兩個事情： 
• 耶穌基督出生後人性的謙卑狀況  
• 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後人性的榮耀狀況！  

第 3 節描述祂出生作為一個人的人性特徵，而第 4 節描述祂從死裏復活而來的人性特徵。 
 

 (4) 耶穌基督的出生。  
祂出生的歷史事件使祂 (祂的人性) 處於大衛後裔的歷史條件之下：祂出自猶大支派，生於律法之下，為童貞女

馬利亞所生。基於出生為人，祂承受了人完全墮落的人性，但不包括罪。祂的人性是「軟弱」，不是因為祂自

己有任何罪，而是因為祂自己承擔了世界的罪，以及祂將要為罪而死。 
 

 (5) 耶穌基督的復活。 
祂復活的歷史事件將祂置身 (祂的人性)(或：宣告祂) 在完全受聖靈約制的歷史和永恆條件之下。透過祂的復

活，祂將人性的軟弱擱置，切斷一切與罪和死亡的聯繫。祂的人性在祂復活後發生變化，大大受聖靈的賦予和

操控，簡直是完全與聖靈一樣！這正是為何在哥林多後書 3:17 裏，基督被稱為 「那靈」， 「主就是那靈」。

這也是為何在哥林多前書 15:45 裏，基督被稱為「賜生命的靈」！ 同樣，在羅馬書 1:4 裏，祂的復活人性的特

徵被說為關乎 「聖潔的靈」。祂被設定在一個至高全能的地位，擁有超越一切的得勝能力 (馬太福音 28:18)。
這能力可能在之前祂道成肉身時已歸予祂。耶穌基督的人性在祂復活後，是被那完全和完美的聖靈所主領！ 
 

耶穌基督宣稱祂是世人的救贖主和宇宙的主。祂從死裏復活確實證明祂的一切宣告！這是祂教導的真理中最有

力的展示！   
 

2. 耶穌基督的復活建立新約教會。 
 

閱讀  約翰福音 2:18-22；馬可福音 14:57-58.  
 

 (1) 基督的復活的第二個結果是耶穌基督建立一座新的殿，配以新的敬拜。這就是教會，在其中以心靈

和誠實敬拜父神。 
 

約翰福音 2:18-22 解釋耶穌的死時，就用了舊約聖殿的拆毀和舊約敬拜方式的結束(借著禮儀律法)，來作引

例。當解釋耶穌的復活時，就用了新約聖殿之建立(教會)和新約敬拜方式的開始 (用心靈和誠實)，來作引例。 
 

 (2) 表徵和意義。  
當耶穌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祂是想表達什麼？這是新約裏有關耶穌的死和復活的一

個表徵。在耶穌基督被釘和復活的三年多前，祂就已經作出有關祂的死和復活的重要預言。它其實是一個謎

語，因為那些字有兩層意思。「殿」這詞可解作屹立在耶路撒冷的一個用石頭建造的建築物，或指基督的身

體。至於「拆毀」這詞，它可解作拆那殿，或指殺害耶穌基督的身體。還有，「建立起來」這詞可指那殿的重

建或耶穌基督的身體復活！ 
  

整個表徵的意思是：「你們猶太人將我釘死，就是拆毀我的身體，但我會在三天復活！你們殺害我，就是拆毀

耶路撒冷裏那用石頭建造的殿，以及其中整個相關的宗教信仰體系(律法)。不過，因著我的復活，我會建立一

所新的殿和新的敬拜體系，那就是新約教會及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父神的方式 (約翰福音 4:23-24)。」  
 

 (3) 這表徵不能與其應驗分離。  
從神學的角度，預表與相對預表是不可分離的。「預表」是某人、物或事件，成為一個表徵。它是對將來的事

實的一個特點表徵，那將來的事實被稱為「相對預表」。  
 

以色列的會幕或聖殿的表徵，被認為是神的居所 (歷代志上 13:6)。基督的身體成就了這一點，以更超越的層次

作神的居所。「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歌羅西書 2:9； 歌羅西書 1:15；约翰福音 
1:1,18；14:9-10)。 因此，若有人拒絕和毀滅以上的第二者(基督的身體)，他也將第一者拆毀(耶路撒冷聖殿及

其中的敬拜禮儀體系)！  
 

所以，當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聖殿和它的整個敬拜禮儀體系便再沒有任何意義！ 這就是為何當耶穌

死在十字架上時，聖殿的幔子便從上而下的裂為兩半 (馬太福音 27:51)，為何基督徒在耶穌復活後，宣講聖殿

再沒有任何功用。「至高者並不住在人手所造的」(使徒行傳 7:48-49；17:24-25)。在西元 70 年，那釘死耶穌的

惡劣暴行結果引來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路加褔音 19:41-44)。從耶穌的復活開始，不論是猶太人信徒或非猶太

人(外邦人)信徒，都借著耶穌基督擁有直接接觸父神的管道 (以弗所書 2:18； 3:12).2  
 

 (4) 耶穌基督的身體復活意指新約教會的設立。  

                                                           
2 这是为何时代主义教导有关「大灾难圣殿」和「千禧年圣殿」是完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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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審訊時所受的指證是錯誤的，祂的說話被解讀為渉及真正的將聖殿拆毀及在耶路撒冷興建一所新的殿。

不過，耶穌所談論的其實意指建造「另一座殿，不是人手所造的」(馬可福音 14:58)，它不會是用石頭建造。

這「另一座殿」就是指教會，當中的人被視為「活石」。在新約裏，教會或信徒的身體顯然被看作「神的殿」

(哥林多書前 3:16-17；哥林多後書 6:16；帖撒羅尼迦後書 2:4；彼得前書 2:4-10)！ 教會或新約的殿就是神借著

聖靈居住的地方 (以弗所書 2:21-22)。這新約的殿是用活石所建造，這些活石就是地上各國的基督徒 (彼得前書 
2:9-10)。 
 

 (5) 猶太人沒領悟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的表徵。  
在約翰福音第二章裏，猶太人只看到石頭所建造的耶路撒冷聖殿，這殿是希律王用了 46 年時間建造和美化。

若他們以一個相信的心去讀經文，他們應該意識到耶路撒冷聖殿及其中的家俱和禮儀，只是一個表徵(預表，

影子)，註定應驗在別的東西。 
 

以下的舊約經文顯示舊約的聖殿建築、約櫃和祭物只是暫時的。  
 
• 列王紀上 8:27 和 歷代志下 2:5-6 很清楚的教導，創造天地的永生神並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這是為何司提

反和保羅都教導：「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像缺少什麼」 (使徒行傳 7:48-49；17:24-25)。 
• 在耶利米書 3:16，耶利米預言約櫃不會被追想，不會被記念，也不會再製造！  
• 希伯來書 10:5-7 是引自希臘文舊約的詩篇 40:6-7，經文說：「祭物和禮物，你不喜悅，卻為我預備了身

體。燔祭和贖罪祭非你所要。 那時我說：『看哪，我來了！. . . 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這經文教導耶穌

基督成就了舊約的一切祭物。 
 

不僅是猶太人，連耶穌的門徒也不明白耶穌在約翰福音第二章所講的「殿」，其實是指祂身體的殿。只有在耶

穌被釘死後三天復活，他們才明白耶穌的說話的屬靈意義！ 
 

3. 耶穌基督的復活給予基督徒一個新的聖潔生活。 
 

閱讀  羅馬書 6:1-7。 
 

 (1) 基督的復活的第三個結果是祂給予基督徒現在一個新的聖潔生命。  
  

信徒借著信心 (參見羅馬書 5:1；以弗所書 1:13)已在靈性上與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聯合。羅馬書 6:1-7 提到他們

與基督的死聯合，主要是說明他們現今在地上的復活生命，其次是將來的身體復活。羅馬書 6:5 的論點是，在

基督的死和埋葬上的親密屬靈聯合，與在基督的復活上的親密屬靈聯合，兩者是分不開的！希臘原文所用的將

來時態並不是要表達將來發生的事，而是確定目前！ 基督徒已經與基督的死和復活親密聯合是千真萬確的，

這帶來的結果是一方面他們是在一個「稱義的法定狀態」，另一方面他們是在一個聖潔的道德狀態。同樣，基

督徒已經與基督的復活親密聯合，結果就是他們進入一個「聖潔的道德狀態」。稱義的法定狀態意指信徒從罪

的刑罰裏被釋放出來。他們得赦免，被稱為義，被視為公義的人對待。聖潔的道德狀態是指信徒從罪的權勢釋

放出來，他們不再是罪性的奴隸，而是可以在聖潔中成長。  
 

基督的死作為贖罪祭是提供稱義所必需的，以致信徒的稱義是肯定的。同樣，耶穌基督以榮耀的身體復活也是

信徒成聖所必需的，以致信徒的成聖是肯定的。基督徒在現在便可開始效法基督，在地上過一個聖潔的生活。

羅馬書第 6 章整章就是環繞著稱義和成聖之間的必要聯繫作出討論。 
 

4. 耶穌基督的復活保證將來的身體復活。 
 
閱讀  約翰福音 5:28-29；哥林多前書 15:42-54；腓立比書 3:20-21；帖撒羅尼迦前書 4:14-16。  
 

 (1) 基督的復活的第四個結果是肯定基督徒將來在基督再來時的身體復活。  
 

耶穌的復活肯定基督徒的身體將來也會從死裏復活。當基督第二次再來，所有已死的基督徒會立刻從死裏復活

及與他們的永恆的靈聯合，這些靈是跟隨耶穌一起來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4；歌羅西書 3:4)。所有在基督再來

時仍活著的基督徒，會在一眨眼之間在靈(約翰一書 3:1-3)和身體上(腓立比書 3:21)改變 (哥林多前書 15:51-
52) 。因此，所有基督徒會改變成與耶穌基督一樣，在新天新地裏的永恆生命有著榮耀不朽壞的靈(魂)和身

體！ 
 

5 禱告 (8 分鐘)                                                         [回應] 
回應神話語的禱告 

 
在小組裏輪流向神簡短禱告， 回應你在今天所學到的。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向神禱告， 回應你在今天所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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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預備 (2 分鐘)                                                             [作業] 
預備下一課 

 
(組長。 寫下這預備部分或讓組員抄下來，讓他們回家作準備)。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門徒及基督的教會。 
2. 宣講、教導或研習 「復活節 – 記念基督的復活」- 與一位或幾位組員一起做。  
3. 與神的個人時間。安靜的訮讀哥林多前書第 2 – 5 章，每日研讀半章。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並寫下筆記。 
4.背誦。覆閱 E 系列: 「基督徒品格」。(1) 活像基督: 哥林多後書 5:17， (2) 純潔: 彼得前書 2:11， (3) 愛心: 馬

可福音 12:30-31， (4) 信心: 羅馬書 4:20-21， (5) 謙卑: 腓立比書 2:3-4。 每日複閱最後背誦的 5 處經文。 
5. 查經。在家中預備下次的查經。 約翰福音 1:19-51。 用五歩查經法。 
6. 禱告。 在這星期為某人或特別一件事禱告，看看神會做什麼 (詩篇 5:3)。 
7. 更新你的筆記有關建造基督教會的材料，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查經筆記及這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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