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會節期裡，復活節是最大的日子，全球的基督

徒在復活節那天都懷著愉快和興奮的心情慶祝救主的復

活。雖然每年各教會都有例行的慶祝，新約聖經也很清

楚宣稱耶穌的復活，但仍有不少信徒持著半信半疑的態

度，或堅持不肯接受救主的復活。既然如此，下面幾個

有力的理據，可能有助於改變他們的主意和錯誤： 

假如十字架是基督在世上生命的結束，我們對上帝

的能力便會起了疑心；又假如上帝真的在基督裡面，而

基督被死神吞滅，這樣上帝是失敗了，而耶穌的門徒該

是一批悲觀沮喪的人，那裡有勇氣出來傳道；沒有傳道，

我們今日就不會有教會了，此其一；因耶穌的復活，基

督教才有福音，耶穌若不復活，祂的門徒就沒有甚麼好

傳，我們就沒有甚麼可信了。保羅說得好： “若基督沒

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林前 15:14) 此其二；因基督的復活，教會才改在主日

崇拜，耶穌和祂的門徒本來都是在安息日 (禮拜六)到教

堂去《後來因耶穌於七日的第一日(即禮拜日)復活，基

督徒才把他們每周的崇拜日改在這日，教會的存在，主

日的崇拜，全在復活的基督，此其三。 
復活後，基督看到祂的門徒悲傷不已，提不起心神

繼續出去傳福音。祂亦看到有些門徒，如多馬等對祂的
復活堅持懷疑不信；又有些門徒，因失去主的領導而感
到群龍無首而失去主意，因此在祂升天的前四十天，便
留在世上繼續工作。首先，祂向門徒顯現自己，藉以証
實祂的復活，前後有十二次之多。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
五章五至八節關於基督的顯現如此說：. 在教會節期
裡，復活節是最大的日子，全球的基督徒在復活節那天
都懷著愉快和興奮的心情慶祝救主的復活。...... 

...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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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回港乘地鐵時，聽到一段別開生面的廣播，大概意思是：請大家
小心上落，不要望著手提電話，請緊握扶手…何解？相信是因為現今

地鐵大堂內滿是低頭一族的乘客，人人望着電話走路，很可能因此發
生過不少意外，所以當局要這樣廣播，提醒大眾乘客要小心。 

  
現代人生活緊張，節奏急促，邊走路、邊工作、邊娛樂也是可以理解

的。可是我們真的要這樣忙嗎？走路是如此無聊的事情嗎？如此無奈
的苦差嗎？ 

  
其實，走路是一件禮物，是一個大祝福。當你行動不能自如時，你就

知道自由自在地走路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譬如，我們常為剛過去的
復活日崇拜和下主日的母親節崇拜祈禱、交託、感謝主。因為我們渴

望在這些喜樂的日子裏能一起在聖堂聚集，一起擘餅，一起唱詩祈
禱；有信徒從老遠的地方回來，有教友在子女的摻扶下回來，有行動

不便的教友依着助行器的幫忙回來…我們看到兄姊們平安回家，就特
別喜樂感謝主。真的，大家年長了，回家一次真是來之不易。所以，

當你可以享受健步如飛的自由時，請不要輕易放棄；走路原來是這樣
可貴的，雖然有點疲累。 

  
人生也如此。我們的生命不能只是緊緊盯著現世的得失榮辱，鼠目寸

光，而忘卻抬頭走路，安全地走完這一段朝聖旅途。人生中不免有失
意、痛苦、迷亂、掙扎的時候；但人生還是一件貴重的禮物，一段值

得我細心品嚐的過程。我們信主的人，知道我們在新生命中必與主一
同復活，所以今生的得失不是叫我們用來衡量計較的，而是叫我們好

好來欣賞、來體驗、來品味的。 以修女聖德蘭的一段智慧之言與大
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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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常是機遇，掌握之；人生原是美好，欣賞之； 

人生似是夢想，實現之；人生多是挑戰，應付之； 
人生信是義務，承擔之；人生似是遊戲，輕對之； 

人生既是承諾，恪守之；人生雖是苦杯，盡飲之； 
人生本是頌歌，歡唱之；人生多是爭競，接受之； 

人生偶是悲劇，正視之；人生彷是冒險，無懼之； 
人生或是運氣，緊抓之；生活彌珍貴，千萬勿毀之。 

人生就是人生，奮鬥之！ 
  

所以，不要因為不如意的世事而憂愁，而氣餒；更不應為此而失去信
心。因為復活的主常與我們同在，直到永永遠遠。主佑 

 
 

你的牧師 

盧君灝 



 3 

 
 

GO, Julie 吳伍梅芳 5 月 1 日  CHANG, Fiona 張芳 5 月 18 日 

Feng Chai 柴峰 5 月 2 日  YAN, Anne Ngan-Ping 殷雁萍 5 月 18 日 

MA, Lydia Padua 馬陳麗英 5 月 5 日  WONG, Raymond 黃志雄 5 月 20 日 

TAM, Miranda 譚恩宇 5 月 8 日  WANG Ruocheng 王若程 5 月 20 日 

WANG Huayun 王華雲 5 月 8 日  KWAN, Edmund 關文傑 5 月 26 日 

YIP, Virginia 葉慧兒 5 月 11 日  WU, La-kun, Debby 吳嵐琨 5 月 26 日 

WU, Shun-Yi Jiang 吳江順意 5 月 12 日  LEE, Sam 李志強 5 月 29 日 

FOK,Yeung Yen Ming 霍楊琬明 5 月 13 日    



 4 

    四月二十日復活節主日，教堂內盛置鮮花，藉此慶祝救主復活；此外，

聖壇上放上「紀念先人名錄」，盧牧師領帶弟兄姊妹在崇拜當中一起為名錄

上的先人和回歸天家的摯愛親朋禱告。 
    蒙 以下弟兄姊妹支持，為此項事工 慷慨捐獻，謹謝！ 

張茂棋 張巳枝 張詠天、周家全 周潘寶如、韋啟
鑾 韋林少蘭、關甘澍、文華東 文許璧如、Iris & 
Janice Fok、Mak’s Family、李福培 李陳景球、Esme 
& William Au、Five Family M.A. Supply、Jane 
Lung、麥陳艷素、吳維健 吳李斐文、吳江順意、
梁鄭得潔、單瓊珠牧師、梁金培 梁鄭國貞、黃家
榮、Nannette Lee、丘羅思凱、盧君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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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20   主復活的意義 

森林之王獅子年歲已老，將要離世！公牛見它奄奄一息，就用角
去戳它一下，母牛也來踩它一腳，狐狸來咬咬它的耳朵，羊媽媽用尾
巴掃一下它的鬍鬚，公鷄來啄一下它的眼睛。 獅子還没有死，但它
無法迴避。只有感嘆！昔日是万獸之首，今天卻遭這些嘍囉的欺侮！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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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復活節，復活節帶來一
個重要的信息：我們的下場不會是
這樣的！ 我們還未出生，還在母胎
的時候，就有“上帝的愛”同在。
而我們在地上的名譽，財富，地位
等，在天上會有比這些更好的。 

今天福音經課（約翰 20：1-18）
說到人們見到主的空墳，有不同的
反應。一是法利賽人：他們認爲有人偷了耶穌的身體，心裏就更剛硬
了。二是門徒彼得：看見了，卻不知道是什麽意思。三是門徒約翰：
看見了，明白了，就信了。 

有一個神秘學家說過：我們眼睛看到就是我們内心世界的反應。
我們内心的愛就是我們的眼睛。 

我們俗話有“情人眼裏出西施”。 所以姑娘們不必刻意去美容
手術，只要找到愛你的人，你就是西施了。法利賽人内心充滿惡恨，
所以見了空墳，心裏就更剛硬。彼得見了卻不明白。只有約翰見了，
就信了！因爲他有強烈的愛主的心，他相信主已復活，主說的話百分
之百是真實的。 

我們試問自己的眼睛是屬於何種眼睛？有三种情況可以測試！ 

一}當人飛黃騰達時。----法利賽人的眼睛就會看到自己不可一世，認
爲人定勝天。彼得的眼睛就會看到自己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約翰的
眼睛就會看到這一切是歸于上帝的恩典。 

二）當人倒楣時。----法利賽人的眼睛就會看到：根本沒有上帝的存在。
彼得的眼睛就會看到：上帝怎麽不來幫忙。約翰的 眼睛就會看到：

上帝要他更靠近，更依賴上帝。 

三）當有人要搭你便車時。----法利賽人的眼
睛會看到：哎呀，自己的事應該自己安排，
怎麽要麻煩別人呢？彼得的眼睛就會看到： 
那個人方便，那個人去做，只要不是我，就
好了。約翰的眼睛會看到：上帝要你勤勞的
去服侍他人。 

今天我們的教堂像花園一樣美麗！我們看見了復活的美麗，讓我們看
見了，我們明白了，我們相信了！願主祝福大家！ 

********************************************* 

2014/04/14   耶穌受難  (馬太福音 27：1-54) 

今天是棕枝主日， 我們手持棕枝，好像當年耶穌進城一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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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此見證三件事。 

見證耶穌是我們的主。----大家把衣服、棕
枝鋪在路上，大聲讚美說，奉主名來的，是應
當稱頌的，高高 在上和撒那。 

見證無辜的主被陷害。----因爲人性的善
變，變的又快又絕。猶大因爲金錢出賣耶穌，
彼得也三次不認主，眾人也被教唆而大叫“將他釘十字架”，比拉多
也失去正義感，水盆洗手脫罪，命令將耶穌釘十字架。大家都善變寡
恩。 

  見證無辜的主没有怨恨所有加害他的人。----主被人戲弄，被人吐
口水，被人譏誚，他都像以賽亞書 50：4-9 中記述的“人打我的背，
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頰的鬍鬚，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並不掩
面...”。主不求“為什麽”，只默默的吞下所有的苦果。對於人的犯
罪、犯錯，主没有怨恨，他悄然無聲，無怨無尤，只等待我們的囘頭。 
  人生中我們也會遭遇各種的苦難。由於少數人的野心引發戰爭，
讓千萬人受苦；因爲經濟的危機，讓很多人失去工作的機會：因爲意

外的發生，拆散許多家庭：因爲疾病的關係，斷送了
前程...。對種種的不幸，不要求世界的解釋，不要怨
天尤人，只默默的接受，因爲我們看到主所做的“聖
範”。    
  我們的受苦，很多時候不是我們的過錯，但有時
我們也不是“無辜者”。 因爲我們不自察覺的驕
傲，虛僞，或一句無心的話，使人難過，使人跌倒。 

在這人生不如意的倒楣裏，有時我們是受害者，有時我們是加害者。 
我們不要逃避，應該學習怎樣處理。 

我們當學主耶穌，雖然怒氣填胸，雖然苦楚難當，我們也默默接
受，努力壓抑，讓善良戰勝邪惡，真真實實的看見上帝的大愛，見證
上帝的奧秘！ 

********************************************* 

2014/04/06   拉撒路復活的啟示 

拉撒路和他的姐姐馬大、馬利亞都是耶

穌喜愛的人。拉撒路病重快死了，姐姐打發
人來告訴耶穌，為甚麽耶穌不趕去醫治他，

反而對人說：「拉撒路死了。我沒有在那裡就
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 

今天舊約經課以西結書 37:1-14 說到我們人體是骸骨、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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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皮遮蔽其上。耶和華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
了。「所以我們有屬肉體的一面，也有屬靈氣的一面。試問今天，我

們花多少時間在屬肉體的事(吃、喝、穿、住、行等)，花多少時間在
屬靈氣的事(到教堂崇拜)。 一周裡，一個月裡，我們又有多少時間用

在屬肉體的事，少時間用在屬靈氣的事？ 

有一個故事說：末世審判時，一個死而復活的人對上帝說：「不

要審判我的靈魂，我的靈魂知道要怎麽做，但我的肉體不聽；肉體抗

議說：「我只是聽命于靈魂，我沒有錯」。屬靈和屬肉體是一體兩面,
無可推託的。 

我們的靈氣在我們受洗時已經有了，但如果我們不好好照顧，它

也會睡下。像馬大、馬利亞他們的信心何其大啊！但也需耶穌藉著拉
撒路的死，再復活，才能完全張顯主的榮光。 

馬大、馬利亞相信耶穌可以拯救拉撒

路，他們對耶穌的拯救，盼望何等迫切、焦
慮。但他們得眼睜睜的看著拉撒路死去。所

以我們信主後，人生不會是無災無難，禱告
也不一定馬上蒙應允。只是走過這些苦難，

我們更明白上帝的愛！ 

我們當靠聖靈的維持，活在新生命裡，擺脫肉體的軟弱，生活的

每一件事都看見上帝的同在，這樣我們生活的出發點就不同了！我們

是靠聖靈，不是靠肉體！ 
                          

 
 

 
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

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
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在约翰福音第 13 章里说了这
话，在 15 章他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
我的命令。” 一个教会要蒙神的祝福，需要有很多条件。但其中的
一个条件，就是彼此相爱。教会中有彼此
相爱的事实，这教会必定是蒙神悦纳，蒙
神祝福的。从旧约到新约，都启示这样的
道理。 

有一个犹太拉比写了一本书，里面记
载了一些圣经上所没有写的却是真实可靠
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讲到旧约大卫王建造圣殿的那块地的来历。

李大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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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地本来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阿珥楠早年死了父亲，他还有
一个年幼的弟弟由阿珥楠抚养成人。他们兄弟二人非常相爱。后来弟
弟成年了，按照传统他们要分家产，在分家产的时候，有一块地是多
出来的，大家都不肯多要。哥哥要弟弟拿去，弟弟要哥哥拿去，让来
让去，谁都不肯接受，每当耕种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去种，每当收割
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去收割，为的是要把收割下来的谷物送到对方的
家里去。有一年庄稼正熟了，弟弟在一个晚间带上镰刀暗暗地到田间

去收割。不料在田的另一角发现有一个人在那
里，弟弟跑去一把抱住他，仔细一看，原来是
他的哥哥。两个人都明白了对方是为什么来
的，大家拥抱在一起，热泪滚滚地流下来。从
此他们约定，这块地既然谁都不肯要，他们就
愿意把它献给神用。后来大卫便得着了这块地
作建造圣殿之用。旧约中的圣殿便是建造在这

块标志着弟兄相爱的基地之上的。 
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最初只有一百二十个信

徒，他们同心合意地聚集在一起，恒切祷告，五旬节以后，门徒的数
目增添了，他们彼此交通，擘饼，祈祷，并且凡物公用，存着诚实和
感谢的心用饭。这些都是彼此相爱的具体表现，因着他们的顺服，主
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这样一个教会是神所祝福的和满意的。 

在保罗的书信里，我们又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保罗称赞
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在患难中不动摇，夸奖他们是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
信徒的榜样。这样好的教会无论在当初，还是今天都是难得可贵的。
这个教会之所以是这么好，就是因为有一个基础——彼此相爱。保罗
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
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帖前 4:9） 

圣经中还记载了一个名叫安提阿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信徒尽管由
不同的种族和文化构成，却是合一的且彼此相愛的。而以弗所教会却
不一样，圣经说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以弗
所教会在使徒约翰死后便不存在了，而安提阿教会在当地发挥影响力
长达六百年之久。因为圣灵很清楚的告訴以弗所教会，如果你們不悔
改，不把起初失落的愛心找回來，那么圣灵便会把
金灯台从那里挪去。因此我们发现，即使有像使徒
约翰那样的名牧牧养教会，也不能保证教会一定兴
旺，因为教会兴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彼此相愛。 
   这几年，洛杉矶的华人教会中有好几间关闭，
其中，有两家我还去讲过道。教会停止聚会，有各
种原因，需好好思想。从这个月星期三起，迦南小组开始聚会。他们
中的几位是从一间关闭了的教会转过来的，请为此事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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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一） 

綠豆，是人人皆知的傳統食材之一，含有多種維生素、鈣、磷、鐵等礦
物質，具較高的營養，又是優良的食療材料，具有清熱解毒之食療功效，廣
為人知；其實，它還是抗菌抑菌、抗腫瘤、降血脂、降膽固醇、保肝護腎的
好材料。 

炎炎夏日，喝上綠豆湯，消暑又解喝，還可以增強食慾。後生少年氣盛，
深受青春豆困擾，不要急，綠豆來幫你解憂煩；大件事，中毒了，綠豆自有
解毒之功；三脂高，常食綠豆食品，輔你解憂愁。 

記得早幾年，在電視的健康節目中曾看到北京一位八十多歲的女中醫，
紅顏白髮，身材健美，運動自如，令人敬慕。她介紹自己健康生活心得時就
說到：每星期喝一次綠豆湯，有清熱排毒保健之良好功效。 

市場上出售的綠豆，大體分兩種，一種是有皮，另一種是去皮綠豆。選
購和使用時應根據用途確定採用哪種較恰當。例如：用來製作糕點，大多是
用去皮綠豆；製作綠豆茸西米露，採用去皮綠豆，較為方便。如果要做清熱
解毒的綠豆湯，則宜用有皮綠豆；要做綠豆粥，從有益健康的用度考慮，也
是採用有皮綠豆最好。請你記得：“綠豆清熱之功在皮，解毒之功在肉”。
採購時就有的放矢了。 

綠豆，可以做出多種多樣的美味食品：糕餅、點心、飲料、酒水、甜品、
粥品、湯水、菜肴，其中大多數品種都可以歸屬到健康食品或食療食品範疇
之中。由此可見，在人們的健康生活中，綠豆有著重要的地位。 

製作和食用綠豆類食品，要注意以下幾點： 
（1）煮綠豆，不要用鐵鑊或鐵鍋，綠豆中含有元

素單寧，在高溫條件下遇鐵會生成黑色的單寧鐵，對
人體有害。最好使用砂鍋、陶鍋或不銹鋼鍋； 

（2）煮綠豆，先將綠豆用涼水浸泡 1 小時以上，
然後在鍋裡放入涼水和綠豆一起煮。不要燒滾水才放
入綠豆。這樣做，綠豆快爛，皮快脫出。 

（3）綠豆煮得過爛，有機酸和維生素遭 到破壞，從而降低清熱解毒功
效，一般，煮至綠豆暴皮豆肉開花即可； 

（4）要消暑，綠豆清湯效果好。有皮綠豆加涼水煮滾轉慢火滾 10 分鐘
即成，這些清湯就是上佳的消暑飲品，喜歡甜，加糖；喜歡鹹味，加點鹽；
都不加，清淡點，也可以； 

（5）要清熱解毒，煮綠豆的時間要長點，最好把豆子煮爛，飲湯又吃
豆，要甜要鹹要淡味都可以，隨君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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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 days ago, I was caught by an announcement in the subway station in 

Hong Kong. The announcement goes something like: Please mind your steps 

and don’t watch your iPhone when taking the escalator… Why? If you ever 

visit the subway stations in Hong Kong in these days, you will see most 

passengers bowing down their heads and glue their eyes to their iPhones or 

iPads. I believe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accidents caused by watching 

iPhones while rushing inside the subway stations. So the Railway company 

has to make the broadcast to remind the public to be mindful of their 

personal safety. 

  

City life nowadays is stressful, its pace is hectic, so it is quite understandable 

why people keep on working or entertaining themselves while walking. 

However, are we really that busy? Is walking such a pointless activity that 

we can ignore? Is walking by our own a meaningless chore? Not really, in 

fact, walking by your own is a gift and a blessing. And when you fail to stand 

on your own feet and walk freely, you’ll appreciate the gladness of walking 

freely! As such, for our Easter Service a couple weeks ago and the Mothering 

service in the coming Sunday, we earnestly pray and offer our thanks to the 

Lord that members of our St Gabriel’s can all gather together in the church to 

praise and to break bread. We entrust to our Lord for those members who 

come from afar, for those elderly members who come back with a supporting 

arm of their children, for those members who come back with the help of 

walking aids… In short, we are very joyous to see that members can once 

again gather together in the church safely. Yes, quite a majority of our 

members are advancing in their age, and coming back to church, for them,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So, when one can walk freely on your own, 

grasp the freedom, value the mobility- though sometimes it could be a bit 

exhausted. 

  

In a sense, life can compare to our walking feet. We cannot just glue our eyes 

to our earthly life. We should look further in order to walk safely to our 

destination. Even though life could sometimes be frustrating, painful, 

confusing and struggling. Yet, life is a precious gift, and it should be 

accepted gracefully. And life deserves our close appreciation. Since our 

resurrected Lord has promised us of a new life transformed from the old.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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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a life of hope. And with this hope of everlasting life, the gains and loss, 

the joys and pains of this temporary life can never measure up with the 

promising new life in the risen Lord. And with this hope of everlasting life, 

we are free to encounter, to taste, to enjoy this our temporary life. Let us 

share this wisdom with the words Mother Theresa: 

  

Life is an opportunity, benefit from it. 

Life is beauty, admire it. 

Life is a dream, realize it. 

Life is a challenge, meet it. 

Life is a duty, complete it. 

Life is a game, play it. 

Life is a promise, fulfil it. 

Life is sorrow, overcome it. 

Life is a song, sing it. 

Life is a struggle, accept it. 

Life is a tragedy, confront it. 

Life is an adventure, dare it. 

Life is luck, make it. 

Life is too precious, do not destroy it. 

Life is life, fight for it. 

  

So do not grieve when life is tough, do not be discouraged when hopes are 

dashed, do not lose faith when prayers are not yet answered, for the risen 

Lord is with us, now and forever. Blessings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關生 

佳音月刊“iPad Diary”專欄徵稿 

“佳音”於六月起特闢一欄 “iPad Diary”，誠邀所有使用  

iPad、iPhone 又或其他 Tablet、Smart Phone 的老、中、青 參與，隨時

投稿，並踴躍投稿，中英文皆可。 

期望我們聖加百利堂的弟兄姊妹，一起 提筆/或以 iPad 來分享彼此的信

仰心聲；請為自己的投稿定下目標，最少每半年投稿一次。來稿請以電

郵遞送到 puileung_hk@yahoo.com  ( “Title” 上請填上 “Tidings” )，或     

郵寄本堂 / 又或直接交授 給 編輯梁金培弟兄。 

mailto:puileung_hk@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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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卷首語 ) 

 

...... 雖然每年各教會都有例行的慶祝，新約聖經也很清楚宣稱耶穌的復活，

但仍有不少信徒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或堅持不肯接受救主的復活。既然如

此，下面幾個有力的理據，可能有助於改變他們的主意和錯誤： 

假如十字架是基督在世上生命的結束，我們對上帝的能力便會起了疑

心；又假如上帝真的在基督裡面，而基督被死神吞滅，這樣上帝是失敗了，

而耶穌的門徒該是一批悲觀沮喪的人，那裡有勇氣出來傳道；沒有傳道，我

們今日就不會有教會了，此其一；因耶穌的復活，基督教才有福音，耶穌若

不復活，祂的門徒就沒有甚麼好傳，我們就沒有甚麼可信了。保羅說得好：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林前 

15:14) 此其二；因基督的復活，教會才改在主日崇拜，耶穌和祂的門徒本來

都是在安息日 (禮拜六)到教堂去《後來因耶穌於七日的第一日(即禮拜日)

復活，基督徒才把他們每周的崇拜日改在這日，教會的存在，主日的崇拜，

全在復活的基督，此其三。 

復活後，基督看到祂的門徒悲傷不已，提不起心神繼續出去傳福音。祂

亦看到有些門徒，如多馬等對祂的復活堅持懷疑不信；又有些門徒，因失去

主的領導而感到群龍無首而失去主意，因此在祂升天的前四十天，便留在世

上繼續工作。首先，祂向門徒顯現自己，藉以証實祂的復活，前後有十二次

之多。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至八節關於基督的顯現如此說：“...顯給

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

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

顯給我看；...”，祂又在加利利某山上訓勉門徒，不可放棄將祂的福音傳遍

世界各地及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同時祂向十一門徒保証說： “凡我所吩咐

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穌在四十日內除向門徒及其他有關人士顯現和激勵各人加倍出去傳

道工作外，相信祂復活以後的工作範圍比在聖經所好記載的還要多。 

下面是總結主耶穌復活的重要意義及其

概要：  一、是救主克勝死亡，魔鬼的失敗； 

    二、証實基督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 

末日； 

    三、為本來失落的人，鋪成救恩之路； 

    四、給世人有永生的盼望。 

 主復活後四十天的工作至此告畢，祂來到

世上的使命也已完成，祂現在正等著天使前來，把得勝的救主，接到父的寶

座那裡去。◎ 

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