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復活的主賜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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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24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 
25 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 
     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26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 
     平安。 
27 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 
     總要信。 
28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 
29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我們生在這個面臨極大挑戰的時代，抵檔神的勢力正與日俱增，道德敗壞讓神人共怒，

社會的動蕩不安讓人陷入不安、恐懼、害怕、迷茫、絕望、無助、痛苦等等的深淵中不能
自拔。死裏復活是人類最大的盼望，約翰福音第二十章中記載復活的主向門徒顯現，耶穌
從死裏復活不但有客觀的證據，也有主觀的經歷。客觀的證據包括耶穌基督多次豫言祂死
後第三日復活。到這事成就後，門徒的信心就得到堅固。因為人死不能復生，更不用說第
三日復活，並且在榮耀的身體中復活，這個復活的身體內，人將永遠不死。第三日復活在
舊約和新約中都有很準確的記載。不是兩天，也不是四天。是第三日復活。 

 
1. 三日復活在天父的眼中彷彿三日失去獨生愛子 
 
    亞伯拉罕獻以撒時經過曠野，第三日才到了經歷重從新得回以撒的地方，就是摩利亞山
地的耶路撒冷，後來所羅王建聖殿的地方。(創 22:4) 在這三日中，亞伯拉罕的信心受到極
大的考驗，這三日彷彿失去他的兒子。然而，亞伯拉罕所信的神是能使死人復活的神。因
此亞伯拉罕的信心是有行動配合的，他相信神與他所立的約，相信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以
撒，後裔極其繁多，必有百姓的君王從撒拉所生的以撒的後裔而出。(創 17:16) 
 
2. 耶穌三日重建真正的聖殿 
 
    耶穌行完第一個神蹟後，到了聖殿，在逾越節潔淨聖殿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
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 但耶穌這
話是以祂的身體為殿。所以到祂從死裏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祂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
耶稣所說的。」(約 2:19-22) 
 
3. 最大的神蹟就是約拿在魚腹中三日所豫表從死裏三日復活的神蹟 
 
    耶穌說，「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太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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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穌明講他將要被殺後第三日復活 
 
    當彼得在該撒利亞腓立比認耶穌為基督後，耶穌從此才指示門徒，「祂必須上耶路撒冷
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太 16:21) 
 
5. 耶穌顯出神子的榮耀後要在耶穌復活後才能告訴人 
 
    耶穌帶領彼得，雅各，約翰登山變像後告訴他們，「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
所看見的告訴人。」「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害。」(太 17:9) 耶穌本有榮耀的身體，這榮
耀的身體在三日復活後才向眾門徒顯現。 
 
6. 耶穌在加利利告訴門徒祂將三日復活 
 
    耶穌趕出鬼後，在加利利告訴門徒，「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他們要殺害他，第三日他
要復活，門徒就大大的憂愁。」(太 17:22-23)耶穌早先在加利利就告訴門徒，祂將要從死裏
復活。耶穌復活後，天使吩咐門徒到加利利去，在那裏門徒們將見復活的耶穌。(太 28:7) 
 
7. 耶穌在靠近耶路撒冷前告訴門徒祂將受難的細節三日復活 
 
    耶穌在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在路上把十二個門徒帶到一邊，對他們說，「看哪! 我們上
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又交給外邦人，將祂戲弄，
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祂要復活。(太 20:17-19) 耶穌復活後，果然向門徒們在耶路
撒冷顯現。 
 

復活的時後，擋住墳墓的巨石從墳墓前挪開，衣服放光的天使坐在石頭上向婦人們宣告
主已復活，第三日復活的豫言應驗，墳墓是空的，裹屍的細麻布獨自放在一處，耶穌的裹
頭巾在另一處捲著，盡他們所能看守門墳墓的兵丁無可奈何的謊言，等等。然而當天使告
訴他們的時候，看守的兵丁嚇得渾身亂戰，甚至和死人一樣。尋找耶穌屍體的婦女們也都
害。今天我們要一同思想這些懼怕如何變成平安和喜樂。我們來看: 1. 看見基督復活的平
安， 2. 有分見證復活的平安，3. 憑信經歷復活的平安。 
 
一、看見基督復活的平安  

 
第一個願你們平安是主耶穌復活後向十個門徒顯現的時候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後來

又對他們說一次，願你們平安，七天後再對門徒和多馬說，願你們平安。 
 

1. 日子是在七日的第一日 
 
耶穌復活後向眾門徒們顯現的日子是七日的第一日，這就是耶穌受難後第三天。七日是

一個循環，第八日代表著一個新的開始。就像當年門徒親眼看見主的復活後，生命轉變，
我們也要有一個全新的開始，讓我們的生命也能改變。 

 
2. 晚上是黑暗憂愁的記號中 
 
    約翰很仔細的講到這是晚上，馬太、馬可、路加福音都沒有強調時間。約翰深刻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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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門徒們的害怕的光景，他們的主能行神蹟奇事，醫治所有到祂面前來的病人，趕出一
切的污鬼，並能使死人復活，尚且被出賣、被鞭打、被審判、被定罪、被定死，何況是他
們呢? 這正如約翰記載逾越節的晚餐後，猶大賣主的那時候是夜間了。(約 13:30)從創世以
來，先有黑暗，再有光明。(創 1:2-3)我們經歷救恩也是先死在罪惡過犯與神隔絕的黑暗
中，然後，復活的清晨就像是晨光突破漆黑的夜晚，照亮著人心，帶來永恆的平安、喜樂
與盼望。我們何等需要復活的安慰。 
 
3. 耶穌主動地向門徒們顯現 

 
不是門徒到處尋找主，找著了。乃是耶穌主動地向門徒顯現，安慰他們。耶穌向愛祂的

人顯現，誰是愛主的人呢? 那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愛主的人(約 14:21)。當耶穌被
殺後，門徒們雖然愛主卻是完全不知所措。有些門徒雖然聽見墳墓裏面找不到耶穌的屍體
的傳說，也聽見婦女傳講天使顯現說起耶穌復活的事，但他們不能明白復活的真理，有兩
個門徒臉上帶著愁容(路 24:17)，離開了耶路撒冷，往以馬忤斯去了。他們憂愁是因為他們
的心，信得太遲鈍了，他們不明白聖經的真理都是指著耶穌說的(路 24:27)，然而主是憐憫
人的，主與他們坐席時，為餅祝謝，他們的眼睛就明亮了，才認出從死裏復活的耶穌來。
他們想起主如何藉著聖經使他們的心火熱，立刻起身，轉回耶路撒冷，並將這一切告訴其
他的門徒。 

 
主同時也現給西門看了，他們正說的時候，主向他們顯現。主所說的第一句話是「願你

們平安」，這是何等寶貴的話。那時眾門徒們正在懼怕中，他們把門關了，因為怕猶太人。
為甚麼怕猶太人呢?因為猶太人有膽量敢將耶穌除去，當然也可輕而易舉的把殺害門徒們。
當主出現時，他們竟然驚慌害怕，以為所看見的是魂。(路 24:37)主除去了他們的疑惑，甚
至在他們面前接過一片燒魚來吃了。(路 24:42，43)人的信心何等軟弱，但主的愛永不改
變，主的啟示越照越明，主讓他們滿得平安。(約 20:19) 
 
二、有分見證復活的平安  
   
1. 蒙主差遣 
 
   耶穌第二次對門徒們說：「願你們平安」後，就差遣他們。(約 20:21)誰是蒙差遣的人呢? 
蒙差遣的人就是使徒，使徒的工作是用生命和恩賜來見證復活的主。基督徒是基督的使
者，受差遣在地上為基督作見證。 
 

    何等的福氣，門徒有權柄作耶穌復活的見證人! 耶穌在世已經為真理作了美好的見證，祂
要我們也作榮耀的見證人。在耶穌復活前神曾用各樣的方式作見證:  

 1. 聖父 (約 5:37,12:18,太 3:17,17:3) 
 2. 聖子 (約 8:14,9:37,10:36,太 26:64) 
 3. 聖靈 (約 15:26,約一 5:8) 
 4. 聖經 (約 5:39,路 24:44) 
 5. 天使 (路 1:32,2:11,太 28:5) 
 6. 先知 (路 1:26,38) 
 7. 施洗約翰 (約 1:28,34) 
 8. 天象 (太 2:2,27: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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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神蹟 (約 2:11,4:52,9:38,10:38,太 14:33) 
10. 復活 (羅 1:4,林前 15:4-8) 
11. 使徒 (約 1:41) 
12. 罪人 (路 23:42) 
13. 仇敵 (太 27:4,19,24) 
14. 污鬼 (可 1:24,3:11,5:7,雅 2:19) 
 
    如今耶穌差遣所有信他的人作他在地上的見證人，至於要作怎樣的見證人，我們可以選
擇: 失敗的見證人，或是得勝的見證人。如果作失敗的見證人，現今我們要見證神的寬容，
忍耐，和慈愛，但將來在基督臺前要接受審判，那時要見證神的公義與全能，失敗的人仍
然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一樣。(林前 3:15) 如果我們作得勝的見證人，現今我
們要為主勞苦，爭戰，傳福音，主答應將有百倍的祝福。(路 18:30) 得勝的人要見證神的同
在、保守、供應、平安、喜樂、智慧、能力。主再來時要見證主豐富的獎賞，神的信實與
恩典。 
 
    我們的生命必須改變，否則我們不能為耶穌作美好的見證，這見證是見證復活的基督改
變了我們。上週李樂姊妹的父母親決志接受耶穌，因為看見他們的女兒在病中的見證，因
此願意從耶穌那得到屬天的平安，讓我們為李樂姊妹的身體得醫治代禱。 
 
2. 賜下聖靈   
 
    人被主差遣，可以為主作見證是因為聖靈的能力。他們如此大能的見證不是靠政治，經
濟，教育，宗教的勢力，也不是靠人的言語，人的智慧，人的才能，乃是靠神的靈方能成
事。(亞 4:6) 此時耶穌作了一件至為重要的事，向他們吹了一口氣，將聖靈賜給他們。聖靈
的工作從創世以來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從未間斷，但是聖靈在舊約時代臨到一些人，讓他們
有能力打勝敵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要他們說的話。但是聖靈沒有永遠住在人的心中，人
犯罪，神就收回祂的聖靈。但是到了主耶穌復活的時候，主求父神賜下的聖靈是與信徒永
遠同在的。(約 14:16) 這內住的聖靈是我們得救的保證，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
兒女。(羅 8:16) 我們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 5:25) 求主讓我們不要讓聖靈擔
憂，我們乃是受了聖靈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弗 4:30) 
 
    我們人所作的一切都是靠聖靈的能力。我和孫師母本週六將參加在德州阿靈頓舉行的按
牧典禮。我的小兒子孫守望將在美南浸信會的八位牧師的祝福下，按立成為牧師。這完全
是聖靈的工作，將他受聖靈的感動，五年前在加州大學生物系畢業後，放下繼續進研究
所，在世上帶職的專業人士，進神學院進修成為傳道人。如今他已修完神學碩士，現在正
在攻讀神學博士，並在教會中傳福音、牧養、教導。 
 
3. 赦罪的權柄 
 
    耶穌讓我們有分於祂的平安，它應許他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約 20:22,23) 這是因為我們在基督裏，否則沒有人能赦罪。(可 2:7) 我們
信耶穌的人是屬於耶穌的人，當我們信主的時候，我們不再以自我為中心，乃是為基督而
活，因此，是耶穌基督身體上的肢體。在基督裏我們與祂合一，因為主有赦罪的權柄，所
以我們在基督裏也有赦罪的權柄。我們是蒙恩的罪人，然而，主將罪人與神和好的職分託
給了我們，我們可以為人禱告，好叫他們被聖靈感動，認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穌作他們的
救主，使罪得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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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教會的短宣隊已經陸續出發，到台灣嘉義基督教醫院去傳福音，服事病人，並鼓勵
太保教會的同工們努力為主作見證。張國光長老，陳少豪弟兄，他的兒子陳恩得，張軍玉
傳道，和謝德霖弟兄都在百忙中抽空傳平安的福音給在痛苦中掙扎的人。 
 
三、憑信經歷復活的平安 
 

  多馬在耶穌第一次向使徒們顯現時沒有和其他的使徒們同在，那些看見主的使徒就將主
向他們顯現的事實告訴他，多馬應當可以信得過他們，但是多馬的反應居然是以為這些人
的見證不夠滿足他的要求，他要求要看見主手上的釘痕，沒有親眼看見不能信。(約一 1:1)
他還要用指頭探入那釘痕，並且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沒有親手摸著也不足以讓他確信不
疑。(約 20:25) 復活的主凡事都知道，也凡事都能作，但神作事卻有時間，有目的。主沒
有立刻向多馬顯現，多馬一定每天問其他的使徒說：「你們說主顯現了，復活了，祂為何
不聽我們對話? 不聽我們禱告?」聖經為何如此記載多馬與主的對話? 我們如何可除去一些
不正確的概念? 我們一同思想。 
 
1. 耶穌不是不愛多馬 
 
    主第一次向眾門徒們顯現的時候，多馬在其中，耶穌不是不愛多馬。因為主愛屬祂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約 13:1) 並且主說，祂向愛祂的人顯現。(約 14:21) 多馬是遵行主的命令
的人，他沒有離開主，主也永不撇下他。 
 
2. 多馬不是不愛耶穌 
 
    多馬不像賣主的猶大一樣，遠遠離開門徒們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多馬是一位求證的人，
他願意跟隨耶穌，在耶穌往伯大尼去的時候，多馬對其他的門徒說，我們也去和祂同死
吧。(約 11:16) 多馬願意跟隨耶穌到底，當主告訴門徒們祂要回到天父那裏去的時候，多
馬曾問主說: 「主阿! 我們不知道祢往那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約 14:5)。 
 
    後來在主復活升天後，多馬勇敢地四處傳道，在帕提亞一帶傳福音和建立教會，他的腳
踪遍及阿富汗、印度。那時阿富汗有許多猶太人居住，多馬四處尋找這些失喪的猶太人，
領他們歸主，最後他在印度被異教（可能是婆羅門教）祭司以長矛剌死，據說多馬殉道時
為主後 68 年。目前在印度不但有一些以多馬為名的教會，而且還可找到他不少遺跡。最
後在為主殉道。現在印度很多教會都是追溯到使徒多馬傳福音的腳蹤。 
 
3. 門徒們的信心不比多馬大 
 
  別的門徒與多馬一樣，也是在耶穌向他們顯現後，才相信主復活的事實。主第一次向他
們顯現前，婦女已經告訴他們，主復活了。(路 24:11) 他們以為婦女胡言，就不相信。彼
得和約翰也看見埋葬耶穌的墳墓空了，他們已經知道主已經向彼得顯現了。(林前 15:5)也
向往以馬忤斯的兩個門徒顯現了。(路 24:35)當耶穌向他們顯現的時候，對他們說:「願你
們平安!」(路 24:36) 門徒們的反應是甚麼? 是驚慌害怕，以為所看見的是鬼魂。耶穌將手
腳給他們看，並且在他們的面前吃了一片燒魚。 
 
  多馬當耶穌向他和其餘的十位使徒顯現的時候，耶穌對多馬說: 「伸過你的指頭來、摸
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約 20:27) 多馬沒有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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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說:「為何第一次向門徒顯現的時候，是趁我不在的時候。」多馬立刻就作了一個最正
確，最偉大的宣告說: 「我的主! 我的神 !」(約 20:28) 
 
  也許永遠無法完全明白為何主要等到第二個主日才向多馬顯現的目的，但我們知道多馬
在靈裏認出是耶穌。耶穌滿足了他的需要，他深知這位主是無所不在的，能知道他在背後
所說的話，他親眼看見了，立刻說：「我的主，我的神。」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
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約 20:29)多馬的生命轉變，後來為主作了美好的見
證。你願意作有福的人嗎? 
 
  下週二我將要到波蘭和德國去短宣，四年前，波蘭華沙的華人教會曾邀請我帶領他們一
年一度的營會，這是再給我機會作營會講員，並從中國來的朋友們傳福音，請為他們禱
告。一週後將到德國萊比錫短宣，陳少豪從台灣短宣回來後，將與我在德國會面，一同服
事當地許多從中國來的學生們。大約十年前，我曾擔任德東營會第一屆和第二屆的講員。
那時回應神呼召的弟兄姊妹也有修完神學在各地服事的弟兄姊妹，心中一直很想念他們，
這次能去與他們同工，服事學生們，心中很喜樂。每次到德國都會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為主的福音作了美好見證的潘霍華牧師。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是二十世紀德國的一位偉大的神學家，一九四五年，在德國

費洛省堡 (Flossenburg) 的集中營被希特勒處死，在獄中他向許多的人傳福音，將要接受
絞刑前，他與獄友話別時說:「這雖是結束，對我而言乃是另一生命的開始」。他赴刑前最
後的要求是祈禱，然後從容就義。他面對死亡為何毫不畏懼? 雖然他沒有親眼見到主，但
因為他相信耶穌基督是賜生活和復活的主，死亡並非滅亡，而是得到復活生命昇華的一個
過程，是榮耀的，是滿有盼望的，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願我們都成為那雖然沒有見過
耶穌，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並且得
著我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彼前 1:8,9) 感謝神，為主的復活作見證的人，有
出人意外的平安。願神將這樣的平安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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