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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歌：因他活着（4分钟）
2. 背诵经文：
3. 本课的内容：（45 分钟）

第二十章

1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2 就

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

里！” 3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4 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的更快，先到了坟

墓， 5 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 6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

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7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

着。 8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9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

从死里复活。 10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1. 解释“七日的第一日”的意思：就是周日。犹太人一周的最后一天是星期六，也就

是安息日。然后七日的第一日是我们的周日，我们也称为主日。在安息日（周六），犹太人

不能走远路。而且根据洁净条例的规定，在安息日，犹太人是不可以去坟墓的。所以玛利亚

只有等到周日才能去坟墓。

2. 解释“清早”：“早”这个字，在原文是特别指夜里四更到最后一更，即凌晨 3

点到6点。圣经也说，当时天还黑。可见玛利亚迫切的心情。

3. 空坟墓

a. 玛利亚看见了什么？V1石头被挪开

介绍犹太人坟墓的样式（结合 Powerpoint），结合马太福音27：66。说明石头很

大，很难移动，马可福音记载妇女在去耶稣坟墓要裹耶稣尸体是，彼此发愁，就问

彼此，谁能帮我们移开大石头呢？而当时有罗马士兵的把守，以及封条。门徒因着

耶稣的死，已经非常的惧怕，比如我们上节课学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他们不可

能去打开坟墓。

b. 然后玛利亚告诉了谁？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教会历史传统认为这个人是约翰。就是这本福音书的作者，

他以耶稣所爱的门徒自称。为什么？是不是耶稣偏心，爱约翰比彼得多？不是

的，主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舍命。约翰以耶稣所爱的门徒来定义自

己，是因为他深深的经历了神的爱，感受到神丰沛的慈爱。你呢？我呢？我有没

有经历神的爱，让我会情不自禁的用“耶稣所爱的门徒”来称呼自己？

 为什么指名道姓的说这两个门徒跑去了呢？因为根据犹太的律法，是要两个，并且

是要男子，做的见证才算是真的，才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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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问学员：这三个人都看见什么了？耶稣的坟墓空了。其裹尸布还在坟墓里。

d. 其他宗教创始人的坟墓不是空的。中国唐朝韩愈因写《谏迎佛骨表》而被贬。

e. 当时反对基督教的政府可以说，你们在说谎，耶稣没有复活，看他的尸体。但是罗

马政府和犹太领袖都没有这样说。可见双方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坟墓是空的。

f. 分歧在于坟墓为什么空。（推荐有疑问的同学读麦卫道的《新铁证待判》，读其他

福音书，以及课下继续就这个问题讨论。）但是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这里不会是

门徒，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被吓坏了，也不可能是罗马政府，因为他们不可能要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上节课学过，彼拉多就是因为怕引起混乱，所以才违背自己

的心意，而处死耶稣的。那么只有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耶稣确实复活了。

4. v4-7 细麻布还放在那，说明是身体的复活，而不仅仅是灵魂的复活。约翰在这里

的细节描写，是让人知道，耶稣的复活是身体复活。上节课，牧师讲过当时的诺斯底主义宣

扬耶稣是灵魂复活。

5. 第9节他们还不明白，就信了，信的是什么？

Alice认为此处他们信的是玛利亚的报告，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有一些解经书说“约翰相信耶

稣已经复活，但是还不完全明白。”）

11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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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她说：“因

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14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

知道是耶稣。 15 耶稣问她说：“妇人，为什么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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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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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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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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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玛利亚为什么不认识耶稣了（V11-16）

a. 哭的眼泪模糊了视线。

b. 耶稣复活后身体有改变，所以一下子没认出耶稣。就像你见到老同学。你一下子认不出来

了。我们不知道复活后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可以知道，与现在的不完全相同。

2. 不要摸我（v17) 大家可以查一下吕振中版的圣经。原文的“摸”是指拉住，缠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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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告诉: (v17)

a. “我的兄弟”是谁？是他的玛利亚的其他孩子吗？

b. “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c. 我们基督徒得儿子的名份。加拉太书3：26-29； 4：4-5；约翰二书3：1-2。这一点非常

重要。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告诉门徒的第一件事。巴刻在《认识神》这本书中写道：

上帝是基督徒的父亲。我们对基督教义的理解没有什么比紧紧抓住被神收养更好的理解

了。（Father is the Christian name for God. Our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cannot

be better than our grasp of adoption.1）

d. 整段的话是这样的：如果你说，新约圣经是圣洁的创造者启示自己的父性，你已一语道破

它的全部教训了。同样，你若说，新约的宗教就是认识神是圣洁的父，你也概括其全部精

义了。要判断一个人明白多少基督教，只要看他明白多少关于做神的儿子和以神为父这些

真理。如果不是这思想激发和管理他的崇拜、祷告、和整个人生观，就说明他根本不太了

解基督教。因为基督的每一个教训，每一样使新约胜过旧约，每一样明显是基督教的而不

单单是犹太教的，都总括在认识神的父性之中。“父”是基督徒对神的称呼。”(参《福音

派杂志》〔Evangelical Magazine〕第七期第十九等页)2

e. 推荐大家去读巴刻《认识神》第19章，神的儿子。更深的理解称为神的儿女是多么的重要

与荣耀。

4. V18 玛利亚去告诉门徒（马可福音 16章 9节提到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a. 爱耶稣，遵行他的话。耶稣让她去告诉门徒，她去做了。

b. 我们经历神后，不要停留在那里，而是要告诉别人，为主做见证。

c. （其他福音书中记载了去坟墓的的其他妇女，此处若有人提问就解释一下，若没有人提

问，就不讲其他福音书的内容。）

1 For everything that Christ taught, everything that makes the New Testament new, and better

than the Old, everything that is distinctively Christian as opposed to merely Jewish, is summed

up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Fatherhood of God. ‘Father’ is the Christian name for God. Our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cannot be better than our grasp of adoption.” 巴刻，《认识神》

2 《认识神》228 页，巴刻。福音证主协会出版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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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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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

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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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说了这

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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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V19 那日：周日的晚上

2. v19-20耶稣向门徒显现

a. V20这里再次向读者强调，是肉体的复活

3. v21-23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

a. 吹了一口气：他们受圣灵，是特别的事件，或只有这几个门徒受到了圣灵，不同于五旬节

的圣灵降临。所以不是预表，是真实的。吹起也代表着耶稣将能力和权柄传递给了门徒

（教会）。

b. 神有赦免，赦罪的权柄，耶稣在这里将这一个权柄赐给了教会。

c. 差遣：我们的信仰是行动的信仰，不只是信了就够了的，要在信之后带出行动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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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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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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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3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

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28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29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

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1. 多马没有看见耶稣。提醒我们不要离开团契。

2. 有疑问不怕，真质疑比假信心要好。若不明白，不能相信，就诚实的说出来。耶稣有足够的耐心

和爱心去理解你。当多马表达他的怀疑时，耶稣向他显现。（看看其他有关多马多疑的特点的经

文，比如，V11:16同死吧，表达了一种不信的嘲讽, V14:5主啊，不知道那条路，引出了“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

3. 我们的主，耶稣是现在就活着的主。你若是对他有疑问，也可以对他说，问他，请求他让你能明

白，让你能看见他。

3 约翰福音 20:27 “摸”原文作“看” (BibleGateway.com Aug 9th, 2016)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BA%A6%E7%BF%B0%E7%A6%8F%E9%9F%B3+20&version=CUVMPS#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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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稣这次的显现很可能是为了多马，也因着这次耶稣特别的恩典，多马成为了以后不疑惑的多马

（据传，多马后来到了印度建立教会，并埋葬在那里。在印度人中有不少的人的姓就是Thomas，

是很特别的）。

5. v27 身体的复活，而不是仅仅是灵里的复活。

6. v28 当多马看见复活的主，他立刻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会知道这是神

的作为，你会立刻说我的主，我的神。（怀孕吃包子）。

7. v29 这就是见证的力量，因为其他的信徒已经见证了耶稣的复活，所以多马应该就信了，但是他

没有，所以耶稣才有了这句“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就是我们现代

信徒的福气，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就信了，所以这也可以说，是耶稣对以后信

他的人的话。你今天就有机会做这个“有福的人”，没有看见就信了。

30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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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

1) 有选择性的记载，为了：

a. 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b. 因信神，可以因耶稣的名得生命。“我来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2) 圣经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认识神，所以不会回答所有的问题。

课后作业及提醒：

作业：我这一周的生活是反映出我的主人是活的还是死的？（提示）

背诵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