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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復活 
路加福音 24:13-36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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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事呢．他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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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19耶穌說、甚麼事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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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不是應當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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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同我們住下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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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纔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 

32他們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 

33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 

34說、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 

35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擘餅的時候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都述說了一遍。 

36正說這話的時候、那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復活節的期間，我們思想基督復活，這是一件令人極其振奮的事。基督復活是我們信仰的房角石，是最重

要的基礎。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救主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的根基上，若基督沒有復活，基督徒的信心便是

徒然。若基督沒有復活，信主的人仍然在罪的權勢下。若基督沒有復活那些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滅亡了。基

督徒的指望是在乎復活的主所應許賜給基督徒的永生，基督徒的信仰不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基督是獨一真神

的兒獨生子的明證是甚麼呢? 就是基督從死裏復活。聖經宣告:｢基督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羅 1:4) 復活將死的毒鉤除去，並以大有能力的永遠生命取而代之。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那時英國的威靈頓公爵所率領的兩萬四千英軍和德國，比利

時，並荷蘭的聯軍一同在歐洲大陸迎戰法國的民族英雄拿破崙的精兵。當時拿破崙以優勢的砲兵火力，並聚

集了超過聯軍七千人的七萬四千軍兵作最後的決戰。雖然威靈頓公爵是位常勝將軍，但是拿破崙確實也是軍

事天才。全英國的人都在等候戰爭的消息。當傳達信息的教堂的煙囪冒出｢威靈頓戰敗｣(Wellington defeated)

的字幕時，立時整個英國都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下。然而不多久，密佈在天上的烏雲被風吹散後，人們大

聲歡呼，原來煙囪傳來的訊息還沒有完，後面跟著還有兩個字， (the enemy) ｢敵人｣。完整的信息是

Wellington defeated the enemy｢威靈頓打敗了敵人｣。在極短的時間內，滑鐵盧之役英軍大勝的正確報導帶給全

英國無比的大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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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在一千九百八十年前，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有跟隨耶穌基督的人都陷入痛苦絕望的深淵中。然

而，當基督死後第三日要復活的豫言應驗時，那扭轉人類永恆歸宿命運的轉捩點也同時顯明。從那時起，基

督戰勝罪惡和死亡權勢的能力也就臨到後來所有信靠祂的人身上。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終於看見了大光，

失敗的羞辱變成得勝的榮耀，哀哭的眼淚立時化為喜樂的凱歌，這復活的消息帶給我們極大的盼望，因為那

從死裏復活的基督已經戰勝了掌管死權的仇敵魔鬼這是何等大的喜訊。 

 

從死裏復活是人無法相信的事，有些人相信將來世界的末了人要復活。(約 11:24) 雖然耶穌屢次告訴門徒

祂死後第三日要復活，但是沒有一個人相信耶穌基督死後第三日會復活，否則他們都會來到墳墓的面前，等

候復活的主從墳墓中走出來。因此親眼見到主復活的人，是福音最大的見證人。他們不但親眼看見主，並且

他們的生命經歷改變，得著聖靈的能力，勇敢地將他們的生命擺上，為主的復活作見證，甚至為主殉道。聖

經記載耶穌基督復活後升天前十次向門徒顯現，安慰傷心者，堅固軟弱者，指點迷惑者，賜證據給不信者，

教導眾門徒，次序大致是如下: 

 

    主復活後，最先是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約 20:16-18) 第二次顯現是向幾位婦女顯現。(太28:9) 婦女們

告訴門徒們主已經復活了，但他們不相信。(可 16:11) 第三次向往以馬忤斯去的兩個門徒見到復活的主後，他

們立刻又回到耶路撒冷，他們去告訴門徒們，門徒不相信他們看見復活的主。(可 16:13) 第四次是向彼得顯

現。門徒們知道，「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路 24:34) 第五次是在耶路撒冷的一間屋子裏，向十

位使徒和幾位門徒顯現。(路 24:36) 過了八日，第六次是基督再向使徒顯現，那時多馬也在其中。(約 20:26) 

第七次是在加利利的提比哩亞海邊向七位門徒顯現。(約 21:1-2) 第八次是一時顯給五百多位弟兄們看，其中

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林前 15:6) 不是給一兩個人看見，也不是僅僅讓十二使徒看見，乃

是五百多弟兄都看見了。這還不算姊妹和孩童們，若加在一起是一大群信主的見證人。這絕對不是一小部分

人的幻覺。這些人，到保羅寫哥林多前書時一大半還活著，可以作耶穌復活的見證人。耶穌在加利利約定的

山上頒發大使命。第九次是向耶穌的弟弟雅各顯現。在這以前，雅各不信耶穌是彌賽亞。(約 7:5) 第十次顯現

是在升天前在伯大尼的對面，耶路撒冷的東邊，橄欖山上。(路 24:50, 徒 1:11-12) 升天後，也顯給保羅看，我

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林前 15:8) 在保羅蒙恩前，當他走在往大馬色的路上，耶穌基督向他顯現。(徒 

9:1-5) 

 

    今天我們一同從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三節開始到第三十六節看當復活的主向兩個往以馬忤斯行路的兩個

門徒如何顯現。首先，我們來看: 

 

一、主向他們顯現前他們的光景 

二、主向他們顯現時他們的轉變 

三、主向他們顯現後他們的行動  

 

一、主向他們顯現前他們的光景 

 

1. 離開耶路撒冷 

    這兩位門徒在耶穌復活的主日離開耶路撒冷，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離開的原因是甚麼? 為甚麼只有他們兩個

人同行，聖經沒有記載。可能害怕逼迫，也可能有別的事要辦。他們心中失望，這是相當肯定的。他們不是

往大城去，反倒離開耶路撒冷這大城，往小鄉村去了。他們往西北的以馬忤斯去，以馬忤斯這小村莊離耶路

撒冷七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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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4:13) 我們常常這裏跑到那裏，又從那裏跑到這裏，心中浮動，飄蕩，沒有重心，靜不下來，像船

沒有錨一般。 

 

2. 臉上帶著愁容 

    失去了盼望，這是因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了。「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

字架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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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4:20–21) 我們的臉上的表情反應出我們的心，若有復活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我們的臉上不應當帶著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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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彼此談論所遇見的事 

  「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路 24:14) 我們平日談論甚麼事? 能改變這些事嗎? 談論這些事對我們

有何影響? 對靈性有幫助嗎? 

 

二、主向他們顯現時他們的轉變 

 

1.親自就近他們 

   「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路 24:15) 

    主耶穌親自採取主動的來幫助我們，與我們同行。 

 

2.主問他們問題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他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路 24:17) 

  若有人問我們問題，我們會站住，停下手中的工作嗎? 

 

3. 他們與主對話 

 (1) 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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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路 

    24:18) 

   難道你不知道嗎? 好像我們甚麼都知道，在無所不知的主的面前，我們站錯了地位。 

 (2) 沒有信心 

   1) 耶穌已被釘死 

   2) 三天已經過去  

   3) 屍體已經不見 

   4) 地已經大震動 

   5) 軍兵已經戰抖   

   6) 天使已經出現 

   7) 婦女已經報信 

   8) 使徒已經聽見 

   9) 彼得已進墳墓 

  10) 基督已經復活 

 

4. 耶穌講解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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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

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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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4:25–27) 

   我們見面講甚麼呢? 我們讀經讀出甚麼呢? 

  

   耶穌多次告訴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太 16:2120:17-

19) 耶穌宣告他要死在耶路撒冷有何重要性? 在耶穌受難前，神早就設定耶路撒冷是神要將祂的獨生愛子獻在

祭壇上作全人類代罪羔羊的地點。創世記中早已記載亞伯拉罕在主前兩千兩百年前獻他獨生愛子的地方，那

就是神所指示的摩利亞的山上。(創 22:2) 這山就是神在一千兩百年後向大衛王顯現的地點。(代下 3:1) 在主前

一千年神藉著大衛說出，錫安山是神的聖山。(詩 2:6) 大衛指示所羅門王建殿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錫安

山。耶路撒冷是神的聖城。(詩 48:1) 怎麼可能兩千多年前就定下耶路撒冷是復活的地點呢? 聖經的答案是，

神早在創世之前就預備了羔羊為我們的罪要被殺。(彼前 1:20) 耶穌是神的羔羊，祂必須死在耶路撒冷。(但

9:26) 然而，祂又是君王，祂不但復活，並要升天，還要再來，祂要作王，直到永遠。這些大事發生的地點都

必須在耶路撒冷。(亞 14:4) 

 

    耶穌是逾越節的羔羊。(林前 5:7) 羔羊必須為我們死，神對全人類救贖計劃的中心就是基督和祂被釘十字

架，為罪人死來彰顯神的愛。基督要在哪一年死，哪一天死呢? 聖經上早已豫言耶穌要在聖城重新建造後四

百八十三年後死。(但 9:25)且死在逾越節那天。(出 12:6) 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出 12:46) 當兵丁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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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強盜的腿，並與耶穌同釘第二個強盜的腿，都打斷了。只是來到耶穌那裏，見他已經死了，就不打斷他

的腿。(約 19:32) 雖然在復活前這些豫言都準確的應驗了，門徒仍然不能相信耶穌會在死後第三天復活。這是

甚麼原因呢? 除了耶穌自己宣告他要三日復活外，聖經中還有許多關於第三日復活的隱喻，就如亞伯拉罕在

曠野走了三天，彷彿失去他的獨生子三天。(創 22:4) 耶穌說，約拿的神蹟是最大的神蹟。(拿 1:17) 因為他說

他自己也要在地裏頭三日，才復活。(太 12:40)為甚麼當時聽見的人都無法相信這復活的豫言的呢? 其主要的

原因是:第一，門徒的指望都在耶穌身上，耶穌活著的時候能行各樣神蹟，祂能讓拉撒路從死裏復活，既然祂

死了，大家還有甚麼盼望呢? 第二，門徒極其懼怕，巡撫和大祭司查不出耶穌有什麼罪來，卻還把祂以酷刑

處死，門徒自然嚇得躲起來，免得被牽累殺害，因此大家都不指望耶穌會復活。第三，正是因為當時沒有任

何人相信三日復活的豫言，到了豫言應驗的時候，叫人對神的作為，無話可說。以下例舉的事實可幫助我們

感受當時人們不信復活豫言的普遍性: 

 

 (1) 門徒不相信: 耶穌曾屢次告訴門徒，他要被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唾棄、鞭打、殺害他，第三日祂將 

      復活。(路 18:33) 這些事門徒很難接受，也完全不明白。門徒不認為耶穌可能復活，否則他們會在第三日 

      等在墳墓前。 

  (2)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不相信: 他們不認為耶穌可能復活，因此他們要求彼拉多派兵丁把守墳墓，怕人來偷耶 

        穌的屍體而謊稱復活。(太 27:63) 

  (3) 婦女們不相信: 婦女們不認為耶穌可能復活，她們帶著所豫備的香料香膏，去膏祂的屍體。 

  (4) 門徒不相信婦女的見證:門徒們聽見婦女告訴他們耶穌已經復活的消息後並不信，以為這些婦女胡言。彼   

        得和約翰去查看空的墳墓後，仍然難信。(路 24:11) 

  (5) 多馬不相信其他門徒的見證:多馬不認為耶穌可能復活，他在其他的門徒看見復活的主後，仍然要求要親 

        眼見到釘痕，親手探入肋旁。(約 20:25) 

  (6) 耶穌的弟弟不相信:耶穌的弟弟雅各不認為耶穌是神的兒子。(約 7:5) 他不相信耶穌能復活，否則耶穌不 

        需要特別向他顯現。(林前 15:7) 

  (7) 耶穌的母親不相信:耶穌的母親不認為耶穌可能復活，否則在十架下，她的心也不會被刺透。 

  (8) 離開耶路撒冷的門徒不相信:革流巴和另外一個門徒不認為耶穌可能復活，否則他們不會面帶愁容地離開  

        耶路撒冷往以馬忤斯去。 

  (9) 賣主的猶大不相信:猶大不認為耶穌可能復活，否則他不會為了三十兩銀子賣主，且自責而自殺。 

(10) 撒但不相信:撒但不認為耶穌可能復活，否則牠不會引誘猶大賣耶穌，將耶穌送上十字架，反而成就了神 

       的旨意。 

 

    我們為甚麼要相信主的復活? 究竟後來繼續發生了甚麼事? 使得這麼多人在主復活後全心相信? 

 

5. 為何相信復活的神蹟? 

 

  無聲的見證和有聲的見證如下: 

(1) 無聲的見證: 墳墓空了 

   1) 死亡陰間不能拘禁祂: 無罪的基督耶穌為背負我們的罪去到陰間。(彼前 3:19)然而祂奪得了死亡和陰間的 

        鑰匙。(啟 1:18)死亡不能拘禁祂。(太 28:6,徒 2:24) 

   2) 物質世界不能攔阻祂:大石頭雖封住墓門，耶穌卻出來，帶著復活的身體。(太 27:60) 

   3) 羅馬兵丁不能守住祂:眾兵丁盡力把守不願讓屍體被偷。(太 27:65)  

   4) 遲來的香膏無法膏祂:婦女們來看墳墓時已經太遲了。(太 28:1) 

   5) 天使不能不執行任務:天使把石頭輥開，裏面卻是空的。(太 28:2) 

   6) 細麻布不能再纏住祂: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另在一處捲著。(約 20:7) 

   7) 彼得看見不能不希奇:彼得心裏希奇所成的事。(路 24:12) 

   8) 祭司長不能不說謊言:祭司長和長老聚集商議，就拿許多銀錢給兵丁。(太 28:12) 

   9) 看見的人不能不害怕:看守墳墓的人就因天使嚇得渾身亂戰，甚至和死人一樣。(太 28:4) 

 10) 眾門徒們不能不拜祂:門徒見到復活的主就知道祂真是神。(太 28:17) 

 

(2) 有聲的見證:門徒們的改變 

 1) 清潔的心: 主向愛祂並能分辨祂聲音的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將祂的哭聲轉為喜樂的佳音。(約 14:21,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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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 愛慕的心:主向愛祂的婦女們顯現，讓她們的眼淚化為大大的歡喜。(太 28:8-10) 

   3) 憂傷的心:主向往以馬忤斯去的兩個門徒顯現，將他們的憂愁轉為火熱。(路 24:13-33) 

   4) 痛悔的心:復活的主叫門徒和彼得來。(可 16:7)主向曾經三次不認主，後來悔改的彼得顯現，將彼得的絕    

         望轉為盼望。(林前 15:5) 

   5) 懼怕的心:主向十個聚集在一起等候的門徒們顯現，將他們懼怕的心轉為勇敢的心。(約 20:19) 

   6) 求證的心:主向多馬這位定意要求看見主的人顯現，將他的懷疑轉為信心。(約 20:29) 

   7) 跟隨的心:提比哩亞海邊向七位愛主的門徒們顯現，讓他們易變的心轉為專心跟隨主的心。(約 21:4) 

   8) 堅持的心:主一次顯給五百多弟兄看，讓搖動的心轉為堅定的心。(林前 15:6) 

   9) 軟化的心:主將自己顯給祂同母的弟弟雅各看，將剛硬的心轉為軟化的心。(林前 15:7) 

 10) 順服的心:主在加利利向眾使徒顯現頒布了傳福音直到地極的大使命，使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太 

         28:18-20) 

 

    這些人親眼看見耶穌從死裏復活，他們不但為主的復活作見證。他們從懷疑、軟弱、懼怕的光景轉變成信

心、剛強、勇敢，他們的生命徹底的改變了。讓我們來看復活對我們的意義。 

 

6. 邀請耶穌同住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西了、請你同我們

住下罷。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

眼睛明亮了、這纔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路 24:28–31) 

  

三、主向他們顯現後他們的行動  

 

1. 他們成為基督復活的見證人 

  「他們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他們就立時

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說、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

了。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擘餅的時候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都述說了一遍。」(路 24:32–35) 

    (1) 兩位門徒沒有停在以馬忤斯住宿，他們立刻回到耶路撒冷。 

    (2) 主向彼得顯現，恢復彼得。 

    (3) 這兩位門徒親眼看見，主向十位使徒顯現。 

 

 2 主復活的重要性 

    (1) 最大的證明: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 1:4) 

(2) 最大的增長: 如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太 12:24) 

    (3) 最大的宣告: 耶穌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約 2:19-22) 

(4) 最大的啟示: 彼得曾認出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再度啟示門徒，死後第三日祂要從死裏復 

      活。(太 16:21) 

    (5) 最大的彰顯: 從變化山下來時，耶穌吩咐在他復活之前不可將他們所看見祂屬天的形像告訴人。(太 7:9) 

    (6) 最大的得勝: 死亡是人類最大的仇敵，耶穌的復活證明是最大的得 

          勝。(林前 15:26) 

    (7) 最大的控告: 祭司長控告耶穌曾說他要拆毀神的殿，三日內又建造起來。(太 26:61)並說，人子將從天降 

          臨。(太 26:64) 

    (8) 最大的神蹟: 耶穌復活的身體是榮耀的身體，這屬天的身體上帶著釘痕，能通過緊閉的門窗，且能吃 

          魚。(路 24:37-43)   

    (9) 最大的教導: 耶穌開門徒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路 24:44-49) 

  (10) 最大的能力: 門徒領受聖靈。(約 20:22) 並且後來得到從上頭來的能力。(徒 1:8) 

 

3. 主復活與我們的關係 

(1) 信徒復活: ｢在基督裏眾人都要復活。｣(林前 15:22) 

(2) 靠主得勝: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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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脫離罪惡: ｢我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羅 6:1-11) 

    (4) 得以稱義: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羅 4:25) 

(5) 坐在天上: ｢叫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弗 2:6) 

(6) 思念天家: ｢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西 3:1-3) 

(7) 基督代禱: ｢基督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羅 8:34) 

(8) 得享榮耀: ｢所召來的人又叫他們(已經)得榮耀。｣ (羅 8:30彼前 5:10,西 3:4) 

(9) 身體得贖: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林前 15:49) 

  (10)完全像主: ｢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約一 3:2) 

 

    今天復活的主，萬王之王來到我們生命中間，祂用祂為我們受傷的釘痕的手來敲你我的心門，我們願意讓

他進來掌管我們的一生嗎? 祂愛我們甘心為我們的罪受死，祂愛我們樂意為我們復活，好讓我們得以掙脫撒

但的權勢，救我們出死入生，你願意讓祂的寶血洗淨你的罪嗎? 你願意口裏承認耶穌是主，心裏相信神叫祂

從死裏復活嗎? 如果你願意，聖經應許你必然得救。(羅 10:9) 請不要錯過這機會，願我們低頭禱告，求神拯

救我們出死入生，因信耶穌，蒙神恩典，成為神的兒女，順服神，跟隨主，經歷基督的復活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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