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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44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啟四 – 七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啟四 – 七）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約翰福音的鑰節］ 
(17) 約十六：13 

 
兩人一組複習。 
(17) 約十六：13。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

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4 
研經（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二十：1-31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約二十：1-31。約二十到二十一講述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並向抹大

拉的馬利亞和其他門徒顯現。復活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事件的第二部分。在約二十：30-31，作者描述了其福

音書的寫作目的。 
 

雖然乍看之下四福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所記載的見證似乎有矛盾之處，但這些所

謂的矛盾可以得到合理解釋，這樣就沒有未解決的矛盾了。當我們將四福音一併閱讀時，並沒有任何事件與整
個故事不相符。這四位傳福音者多次聽到婦女們和耶穌眾門徒的見證，最後各人在他的福音書中把他認為重要

的事件記載下來。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約二十：1-31。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探索 1. 耶穌復活的身體。 
 

福音書描述耶穌復活了的身體無法被一層一層裹着祂身體的細麻布阻擋，也無法被用石頭封着的墳墓阻擋。祂

穿過關了的門去見祂的門徒。祂可隨意出現和消失。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現在祂的人性擁有祂神性的特質，也不意味着祂的人性變得無所不在。耶穌擁有兩種本

性：神性和人性。祂這兩種本性總不跟祂在地上降卑的時候或祂在天上被高舉的時候混淆或混為一談，使一種

本性具有另一種本性的性質。在祂復活的時候，祂的兩種本性並沒有改變，也不能改變，它們是獨特的，不可

混淆或融合在一起，同時又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古代基督教會總是承認耶穌基督的兩種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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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死裏復活的，並不是耶穌基督人性的靈（正如自由派所教導的那樣），因為它並不是死了，而是與父

神同在（路二十三：46）。從死裏復活的，是耶穌人性的身體！耶穌的身體並不是一個幽靈或虛幻的顯現（正

如幻影說跟隨者所教導的那樣），而是一個真實的身體！耶穌叫門徒觸摸祂（路二十四：39；約壹一：1），

又在他們面前吃東西（路二十四：40-43；約二十一：12-13），藉此證明祂擁有一個真實的身體。 
 

耶穌復活了的身體，並不是一個截然不同的身體，而是祂死前所擁有卑微的身體，在祂復活的時候完全變成了

榮耀的身體（腓三：21）。 
林前十五：42-44，53-54 對耶穌基督復活了的身體，以及將來基督徒復活的身體有以下的教導：復活的身體

是： 
• 不朽壞的（不腐壞的），也就是說，它總不變老，生病或軟弱，也總不會再死亡。它是不朽壞的。它必在

完美的生命中、永恆的祝福中，以及神的同在中永遠存在。 
• 榮耀的，也就是說，它具有神聖的特質，神的愛、聖潔、公義、能力和智慧等。 
• 強而有力的，也就是說，它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和強而有力的個性！ 
• 屬靈的，也就是說，它是由聖靈更新和掌管的。 

 

普世的基督徒都盼望身體復活！那時，他們的身體必像耶穌基督榮耀復活的身體一樣！ 
 
 

二十：30-31 
探索 2. 約翰在他的福音書中所記載的神蹟。 
 

使徒約翰說，他在他的福音中記載了某些神蹟，要叫讀這福音書的人相信耶穌是基督（彌賽亞），是神的兒

子，並且因他們相信而得永生，又叫相信耶穌基督的人繼續相信，並繼續經歷永生。 
 

這些神蹟包括：水變酒（約二：1 - 12）、醫好百夫長的兒子（約四：43-54）、在畢士大池醫好血氣枯乾的人

（約五：1-15）、給五千人吃飽的神蹟（約六：1-15）、開了生來瞎眼的人的眼睛（約九：1-14），以及叫拉

撒路從死裏復活（約十一：1-46）。但最大的神蹟是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約二十：1-10）！ 
 

在約翰福音中，神蹟稱為“記號”，因為它們帶出有關耶穌基督的特定真理的教導。因此，即使潔淨聖殿（約

二：13-17）和光榮進入耶路撒冷（約十二：12-19）都可以稱為“記號”。 
 

約翰福音是一本記述神蹟的書。它記錄了耶穌基督的奇妙行為，以及神蹟的意義！這些神蹟的目的只有一個：

叫人繼續相信耶穌基督！聖經中的神蹟的目的是指出耶穌基督的真實、真理和同在。耶穌基督不希望人們把留

意力放在神蹟上，而是放在耶穌基督身上！所有神蹟都指向耶穌基督，教導有關耶穌基督的特定真理！舉例

說，給五千人吃飽教導我們耶穌是生命的糧。祂也是我生命的糧！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約二十：1-31 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二十：1-2 
問題 1. 我們怎知道抹大拉的馬利亞不是當時唯一一個在墳墓前的婦女？ 
 

筆記。如果我們只是讀約翰福音，我們會有這個印象，以為這與我們從其他福音書中所得知的互相矛盾。舉例

說，約翰福音說在墳墓前有一個婦女，馬太福音說有兩個婦女，馬可福音說有三個婦女，路加福音說超過三個

婦女。 
 

可是，如果我們將四福音一併閱讀，就發現所發生的事情並沒有任何矛盾之處。路加明確地指出，到墳墓的那

群婦女超過三人（路二十四：10）。馬太和馬可簡略了。舉例說，馬太只提到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另一個馬利

亞。使徒約翰可能假設他的讀者熟悉其他三部福音書。因此，他將他記述的故事局限於抹大拉的馬利亞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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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並不表示約翰說當時只有她在墳墓前。在第 2 節，抹大拉的馬利亞對使徒彼得說：“有人把主從墳墓

裏挪了去，我們（複數）不知道放在那裏（約二十：2）！” 
 

二十：3-9 
問題 2. 為什麼彼得和約翰突然相信了？ 
 

筆記。抹大拉的馬利亞將空墳墓的事告訴彼得和約翰之後，他們就跑到墳墓那裏。他們進了墳墓，看見細麻布

還在那裏，身體卻不見了，裹頭巾另在一處捲着，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有人認為細麻布保持一個空囊的形

狀，彷彿耶穌的身體穿過了細麻布一樣，這個觀點無法從經文得到確定。然而，有一點很清楚，就是細麻布還

放在那裏，但耶穌的身體卻不在那裏。墳墓被封住，而且有守衛看守，確保門徒沒有到那裏把屍體挪去，也沒

有盜賊來盜墓。不然，細麻布也不會放在那裏！彼得和約翰突然意識到耶穌的身體已經復活了，所以他們相

信：耶穌確實是祂所預言的那一位，祂已經從死裏復活，現在還活着！ 
 

因此，對彼得和約翰來說，聖經開始有了新的意義。約二十：9：“從前他們不明白聖經。”雖然他們已經讀

過舊約很多次了，但他們不明白如詩十六和賽五十三等經文。詩十六：10 說：“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

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賽五十三：10-11 說：“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

（彌賽亞）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希伯來文：zer>a），並且延長年日。”在祂的靈魂受苦之後，祂必看

見它（根據其中一卷死海古卷：祂必看見生命之光）。（參看手册 5，附錄 1）。 
 

現在彼得和約翰突然意識到，這些舊約經文預言耶穌基督的復活！他們意識到耶穌基督的復活是神永恆計劃的

一部分，因此從神聖的角度是“必須的”——它必須發生。後來復活的主印證：“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

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着我的話都必須應驗”（路二十四：

44）在新約聖經中，耶穌基督曾多次預言自己將會被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從死裏復活（太十六：21；二十：

19；路九：22；十八：33）1！  
 
 

二十：14-17 
問題 3. 為什麼耶穌對抹大拉的馬利亞說她不要摸祂？ 
 

筆記。當耶穌基督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的時候，她起初以為祂是看園的。因為她不信，所以她並沒有想到會

看見耶穌活着，卻是在尋找祂的屍體！然而，當耶穌用她的希伯來名字米利暗（馬利亞）稱呼她，又用她的母

語（希伯來語）與她說話時，她認出耶穌，想要摸（抓住）祂，她將祂拉着，彷彿總不會讓祂走。 
 

在耶穌受死之前，抹大拉的馬利亞曾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經歷耶穌與祂的門徒每天面對面聯繫，親密地相交。現

在，她以為以往這種相交的方式將會恢復。因此，耶穌對她說不要摸祂，因為祂還沒有回到父那裏去。耶穌並

不是反對婦女摸祂，而是要告訴她，從今以後，祂與門徒之間的關係已經改變了。祂與門徒每天面對面聯繫的

時間已經結束了。現在，祂先在這個人面前顯現，然後又在那個人面前顯現。因此，祂告訴她千萬不要以為她

可以藉着摸祂就能將祂永遠留在自己身邊。祂不久就要升到天上到父那裏去。只有等到耶穌的聖靈澆灌之後，

她和其他門徒才能再與耶穌有不間斷的相交！這種相交將會比他們現在的相交更深厚，也更有福！這是復活的

主在天上與地上的教會相交！ 
 
 

二十：30-31 
問題 4. 為什麼耶穌對一些婦女說祂要往加利利去，但對抹大拉的馬利亞說祂要回到父那裏去？ 
筆記。 
 

 (1) 復活與顯現。 
在太二十八：7，天使對婦女說快去告訴祂的門徒，說：“他從死裏復活了，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太二十八：16-20，我們讀到耶穌在加利利的山上向門徒顯現。雖然天使說耶穌在門徒以先往加利利去，但

我們知道耶穌頭一次向門徒顯現，並不是在加利利，而是在耶路撒冷和附近的地方。這並非有所矛盾，因為耶

穌後來確實在加利利與祂的門徒相見，也沒有證據表示耶穌不是在門徒以先到了加利利。耶穌所做的比祂藉着

天使向他們顯明的更多！祂在耶路撒冷和加利利與他們相見。 
 

  

                                                           
1 希臘文：té trité hemera，“在第三日”。可八：31；九：31；十：33-34，希臘原文說：“三日之後”（meta treis hémeras）。可十五：

42-43 明確地說，耶穌在星期五被釘十字架（希臘文：paraskeué），而且可十六： 2 十分明確地說，耶穌在星期日（一星期的頭一日）復

活（希臘文：mia tón sabbatón）！根據這些事實，我們明白到在太十二： 40 中，猶太人使用 “一日一夜”的說法，不是指二十四小時，

而是指“那一日的一部分” （白晝的一部分或夜晚的一部分）。因此，耶穌的身體從星期五下午直到星期日清晨在墳墓裏！比較一下這

個說法：“過了不多幾日” （ou meta pollas tautas hémeras）（路十五：13；徒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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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升天與新的關係。 
在約二十：17，耶穌親自對抹大拉的馬利亞說：“你往我弟兄那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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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向抹大拉的馬利亞所顯明的，比祂向其他婦女所顯明的更多。

她們要將耶穌復活和顯現的事告訴祂的門徒。她要將耶穌升天以及與他們的新關係告訴他們。因為祂將要升到

天父那裏，祂與門徒的關係將會改變！ 
 

一方面，耶穌強調祂與祂的門徒在與神的關係上的相同之處。現在祂稱他們為“我的弟兄”（約二十：17），

這稱呼比“我的朋友”（約十五：13-15）更親密。這表示他們的關係是屬靈上的關係，他們將會屬於同一個

家庭，他們將會繼承相同的永恆產業。從屬靈的意義上說，神只是那些憑信心接受神兒子的人的“父”（參看

約八：41-44）。 
 

另一方面，耶穌強調祂與祂的門徒在與神的關係上的不同之處。耶穌基督在本質上（祂的存在）是“神的兒

子”，祂的門徒只是得兒子的名分成為“神的兒子”（弗一：5）。然而，祂也強調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從

屬靈的意義上說，神在本質上是耶穌基督的父，也是那得了兒子名分的門徒的父。耶穌就是升天到這位父神那

裏去。 
   
 

二十：21-23 
問題 5.  耶穌基督憑什麼權柄差祂的門徒到世上？ 
筆記。 
 

 (1) 首先是大使命賜給耶穌基督的使徒。 
耶穌在復活那一天的晚上向十個門徒和聚集在那裏的人顯現（路二十四：33）。耶穌給他們看祂手上和肋旁的

釘痕，他們就相信祂是復活的耶穌基督。 
 

然後，祂將大使命賜給他們。在約十七：18，耶穌對父神說：“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

上。”在約二十：21，耶穌對門徒說：“父怎樣差遣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差遣”一詞的意思是“差遣

他們作使徒”。這些話首先是給耶穌基督的十二使徒的。他們從起初就與祂同在，見證祂的生命（言語和行

為），祂的受死和祂的復活（徒一：21-22）。 
 

耶穌基督的使徒要成為祂的正式見證人，向猶太人、撒瑪利亞人和外邦人作見證（徒一：8）。他們要往普天

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六：15）。他們要去使萬民作“耶穌基督的門徒”（太二十八：18-20）。耶穌

就是把祂的教會建造在他們和他們的見證上（太十六：18）。祂把天國的鑰匙或權柄給他們，讓人進去或把人

趕出去（太十六：18-19；十八：18-19）。然而，耶穌基督的使徒並沒有承繼者（作為主教），因為沒有人有

資格（徒一：21-22）。 
 

當基督的教會被耶穌基督的使徒建立起來，大使命就屬於整個基督教會。現在，所有地方教會藉着他們的長老

和會眾一同履行大使命！門徒訓練新的門徒，會眾建立新的會眾。  
 

 (2) 耶穌基督的使徒特別領受聖靈，使他們得着能力履行他們的任務（使徒的職分）。 
希臘原文這樣寫道：“耶穌就吹一口氣（或為了傳遞一些東西而呼氣）（希臘文：emfusaó）（不定過去時

態），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希臘文：afiémi）（完成時態，被動語態）；你

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希臘文：krateó）（完成時態，被動語態）（罪得蒙赦免或不蒙赦免）！” 
 

這種“吹氣”（參看約三：8）具有象徵意義。創二：7 使用了同一個動詞，那時神用地上的塵土（元素）造

人，將生氣“吹”在人的臉上，人就成了有靈的活人。然而，在約二十：22-23，所看到的並不是賜予肉體的
生命，而是賜能力給使徒去完成屬靈的事工。“吹氣”或“呼氣”象徵賦予屬於耶穌基督使徒職分的權柄，正

如在太十六：18-19 和太十八：1，18 中可以清楚看見。用意就是這權柄也要賜給當時不在場的多馬，正如在

約十七：18 中相似的經文中可以清楚看見，那裏提到耶穌差遣祂的使徒到世上。用意就是這權柄也要賜給保

羅，正如在徒二十六：16-18、羅一：1 和林前九：1 中談到他的呼召可以清楚看見。耶穌基督的（十二個）使

徒有權柄赦免人的罪（如果他們悔改的話），或留下他們的罪（如果他們心硬不聽福音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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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記載了四次領受聖靈。 
• 在舊約，先知領受聖靈去履行他們發預言、傳神話語的特殊任務（結二：1-7；彼前三：10-12）。 
• 在新約，耶穌基督領受聖靈去履行救贖或審判的特殊任務（賽十一：2-5；六十一：1-2；約一：32-34；
三：34）。 

• 耶穌基督的使徒領受特殊的職分（“耶穌基督的使徒”，具有屬於這職分的任務和權柄）去關上神的國/教
會的門（希臘文：dedemenon，完成時態）或把它打開（希臘文：lelumenon，完成時態）（門總是打開或

關上的），以及向那些相信耶穌基督為他們獻上贖罪祭的人宣告罪得赦免，或向那些硬着心不肯信的人宣

告他們被定罪（約二十：21-23；參看太十六：18-19；十八：18；約二十：23；徒十三：9-11；林前五：3-
5；林後二：10；十：8）。使徒在五旬節受聖靈的洗時得着這權柄。 

• 所有基督徒在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都領受聖靈（重生，受聖靈的洗）（可一：8；約一：12-13；三：3-8；
七：37-39；十四：16-18；徒一：5；二：38-39；十一：14-18；十五：7-9；羅八：9-10；林前十二：13；
林後一：21-22；弗一：13-14；多三：5-8）。 

 

 (3) 離了神就無法履行大使命和行使權柄。 
那託付給使徒的大使命和權柄無法在離開神的情況下行使。它們與耶穌基督（聖靈）的同在以及在它們裏面的

掌管是密不可分的。離了聖靈，使徒自己並沒有權柄。離了聖靈，他們不能自己行事。聖靈的話總是與神的話

（聖經）完全相符的（約十四：26；十六：13-15；參看十四：6；十七：18；弗六：17），而且以愛一致地行

動。屬靈領袖（現代的教會人員，舉例說，如教宗、主教、神父、牧師等）任意作出有關罪得赦免的宣告、任

意將人逐出基督信仰團體（逐出教會）、任意刑罰和咒詛，這一切就聖經中的神而言都沒有法律效力。 
 

雖然使徒的任務是宣告人的罪得赦免（或不得赦免），但只有神能有效地赦免（或不赦免）他們的罪！“他們

的罪得赦免”或“他們的罪不得赦免”，這些被動語態的動詞表明赦免是滿有權能的神的工作。使徒並沒有被

賦予在神以外獨立行事的任務和權柄。使徒（和其他屬靈領袖，如教宗）也沒有得到絕對無誤的保證。加二：

11 明確地表明，使徒彼得並不是絕對無誤的！耶穌基督的使徒的任務是宣揚和教導神的道，但有效地赦免人

的罪或留下人的罪的特權只屬於神！後來，使徒保羅正確地說：“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我栽種了，亞波

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林前三：5-6）！ 
 

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約二十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約二十：1-31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二十：5-8。 研習有關耶穌基督復活的歷史證據，並且相信它！ 
二十：11。 基督信仰認為，為所失去的悲傷是真實而必要的情感，在得醫治之前必須表達出來。 
二十：18。 把你所看到神在你生命中的作為告訴別人。 
二十：21。 盡可能從耶穌基督如何完成祂的事工學習。 
二十：22。 相信耶穌基督必裝備你去完成祂呼召你去做的事。 
二十：26-29。 不要疑惑，只要相信有關耶穌基督的歷史事實。你必得福！ 
二十：30-31。 耶穌基督的神蹟主要是記號，指向耶穌基督自己、祂的身分和祂的作為。 
二十：31。 只有當你相信耶穌是所應許的彌賽亞和神的兒子時，你才能得永生。 
 

2. 從約二十：1-31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要不再害怕死亡。基督徒的盼望就是，當身體復活的時候，我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耶穌基督榮耀的身體

相似！因為我已知道死亡已經被征服了，我將會復活，我可以懷着喜樂的盼望和信心展望將來！我要不斷地承

認我相信死人復活！ 
 

我知道大使命原是賜給耶穌基督的使徒的。雖然耶穌基督的使徒並沒有承繼者，但大使命是屬於整個基督教會

的。世上每個地方教會都應當在長老的帶領下參與大使命。福音必須傳給世上萬民，並且要在地上萬國使人作

耶穌基督的門徒（成熟和作工的基督徒）。當我傳福音的時候，神要吸引人歸向耶穌基督，以滿有權能的方式

赦免他們的罪。我要時刻意識到，神並沒有賜給我任務或權柄在耶穌基督以外獨立行事！正如耶穌在約十五：

5 節所說：“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反之亦然：“我要常在耶穌基督裏面，祂也常在我裏面，我就多

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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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約二十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約二十的研經。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啟八 – 十一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18) 約十六：14。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6.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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