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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那一日，遇見復活主」 

 ／葛迺駿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1─12節 

    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看

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他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正在猜疑之

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

對他們說：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裡，已經復活了。當記念他還

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裡，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復活。他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便從墳墓那裡回去，把這一切事告訴十

一個使徒和其餘的人。那告訴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亞拿，並雅各的

母親馬利亞，還有與他們在一處的婦女。他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就不

相信。彼得起來，跑到墳墓前，低頭往裡看，見細麻布獨在一處，就回去了，

心裡希奇所成的事。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耶穌復活這一天 

    聖經裡面的四卷福音書幾乎都不約而同地在最後一章記載了主耶穌基督復

活這天的事情，馬太福音記載於該卷的二十八章、馬可福音記載於該卷的十六

章、路加福音記載於該卷的二十四章，當然約翰福音也算是在該卷的最後一章

記載這件事情（其中的二十一章特別補述了加利利海這段經文）。 

    我自己在參照這四卷福音書，看了這個主日發生的事情之後，突然想到馬

太、馬可、路加、約翰好像是四位攝影師，每個人拿著一部攝影機，從不同的

角度紀錄主耶穌基督復活這天發生的事情。這四部攝影機不約而同、清早的第

一個焦點，集中在墳墓這個場景。 

    再想想，在前兩天（猶太人算法是前三天）的下午，主耶穌的屍體匆匆的

被送入墳墓裡面，因為安息日不能碰屍體，所以等了二天以後，第三天天還沒

亮，也就是主日這個黎明，抹大拉的馬利亞跟一群婦女們就迫不及待的去到墳

墓，預備為大體整理、化妝、抹香膏。 

    猶太人的墓穴不是在地下挖坑，是在山壁挖洞，洞口用很大的圓形石頭堵

起來。圓形石頭的下面有個像水溝一樣的滑槽，所以圓石可以在那邊滾動、打

開、收起來、再堵住。 

 

四福音書對主耶穌復活當天各自闡述的角度 

    我們先看馬太二十八號攝影機，它告訴我們在墳墓裡面的這一幕，他說



「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時間指出來了），這個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跟那

個馬利亞，這二個馬利亞到墳墓這邊來，急著為主耶穌基督收斂。但是她看到

的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天使的相貌如同閃電，衣服

潔白如雪。他們嚇死了，墓園守門的管理員也嚇死了。 

    天使直接對這群婦人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

他不在這裡！你按錯電鈴了，他在隔壁那一間，是嗎？有人是這樣講。錯！他

不在這裡，照他所說的，他已經復活了。為什麼你看不到屍體？天使跟你們講

是因為他復活了，你們來看，不信的話，前三天你們放他屍體的地方是空的。 

    馬可福音十六章怎麼來解釋這段經文呢？他們來到墳地時，第一件事情說

「他們看到墳墓的石頭已經滾開」。是誰把這個石頭滾開的？應該是關起來的啊！

他們就趕快跑進墳墓裡面。從馬可攝影機的角度來看，看到了一個少年坐在裡

面，他也是穿著白袍。 

    這些婦女們面露驚恐的表情，這個少年對她們講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

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不在這裡。（又講了一次「他不在這

裡，因為他已經復活了！」）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跟彼得說，叫他們先去

加利，這也就是後來約翰福音二十一章裡面所寫的加利利海這情景。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所看到的角度是什麼呢？他說：石頭滾開了，他們進去，

不見主耶穌的身體。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他們要婦女們把一切

的事情告訴十一個使徒跟其餘的人。但是很特別的是使徒們跟跟這些婦女很熟，

他們卻直接說：這事情實在是不可能！她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亂講，

根本是空穴來風，就不相信她們。  

    約翰福音二十章更特別的抓到了馬利亞的特寫，馬利亞這個時候在空墳墓

裡，看到墳墓空了，她在外面一直哭、一直哭；哭的時候她看見兩個天使穿著

白衣，在墳墓這邊。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什麼哭？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

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復活主五次顯現 

    這個是主景，每台攝影機的第一個鏡頭全部都集中在空墳墓，之後這四台

攝影機分別跑向不一樣的地方、不同的場景；呈現出不一樣的現場，慢慢的拼

湊出這一天總共發生了五次主耶穌基督在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門徒和人顯現

的這件事情。 

 

抹大拉的馬利亞 

    第一次就是在這個園中，第一個見到主耶穌基督復活身體的，就是這位抹

大拉的馬利亞。馬利亞站在墳墓外面哭，天使跟她講說：你在哭什麼？耶穌這

個時候再來問她說：妳為什麼哭？你在找誰呢？馬利亞還以為他是看守墓園的

管理員，她說：你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我要去把他取回來。 

    耶穌只說了一件事情，耶穌叫「馬利亞」。馬利亞一轉過頭來，直接回答說

「老師」！這個就是她平常叫老師的暱稱，原來她就在這個當下認出耶穌來了。

抹大拉的馬利亞馬上去告訴門徒說「我看見主了」，而且把主跟她說的話告訴他



們。這是第一次的顯現。 

 

其餘的婦女 

    第二次跟其他的婦女顯現。馬太二十八章講到耶穌遇見她們，說的一句話

是「願你們平安」，她們就要上去抱住他的腳。耶穌對她們說：不要害怕，你們

去告訴我的弟兄們，叫他們往加利利去，在那邊等我、見我。這次不只是馬利

亞，是一群婦女去告訴門徒這件事情。 

 

以馬忤斯的二門徒 

    第三次的顯現終於換男生了。有人在問，為什麼主耶穌基督頭兩次的顯現

都向婦女同胞顯現呢？有人的回答是說「因為主耶穌要確定祂復活的消息極快

速的傳到世界各地」。主耶穌第三次的顯現是顯現給以馬忤斯的兩個門徒看，這

兩個門徒其實比較名不見經傳。 

    主耶穌基督被釘了，死了、埋葬了，那大家就拆夥、散了，他們回到離耶

路撒冷大概是三十二公里、叫以馬忤斯的地方（現在已經不知道以馬忤斯在哪

兒，只是知道它是耶路撒冷旁邊的一個小鎮）。 

    兩個門徒往以馬忤斯村子去，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

跟他們同行，只是他們的眼睛模糊了，不認識他。然後他們同走了一下午，到

了晚上，還沒認出耶穌來。主耶穌基督還要跟他們再住在一起。 

    到了坐席的時候，主耶穌基督拿起餅來祝謝，擘開、遞給他們的時候，不

知道為什麼，他們的眼睛「叮」，這個時候明亮了，才認出耶穌來。剛認出來，

主耶穌基督「咻」就不見了！ 

    這時他們再來討論，在路上他跟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

那時候心裡不是火熱的嗎？眼睛亮了，心裡開始感覺「對啊！那時候的感覺是

不一樣的」，為什麼會這樣？我們為什麼沒有認出他來呢？ 

 

彼得 

    第四次的顯現是在路加二十四號攝影機，很簡短的呈現，這兩個門徒後來

去跟人家講說「主復活了，而且已經顯現給西門看了」。原來彼得在這一天看到

了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只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記載主耶穌跟彼得講什麼（在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第 5節也提到這件事情）。 

 

門徒們 

    第五次的顯現則是在晚上，大家回到耶路撒冷的大總部，這個總部有可能

是前幾天吃逾越節晚餐的那個樓上。十個門徒就全部經過了這幾天主耶穌基督

被釘、在墳墓裡面，他們怎麼做？先聚集到大本部裡面。 

    這兩個在以馬忤斯路上的門徒，後來可能是吃完晚餐，馬上又趕回耶路撒

冷跟其他的門徒講這個消息，說：我們看到主耶穌基督復活了。正說這話的時



候發現一件事情，主耶穌親自顯現在他們當中，講的第一句話是「願你們平安」，

因為他們極其驚慌害怕，以為看見的是鬼魂。 

    主耶穌說，你們心裡面為什麼有這種疑念呢？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阿

飄是無骨無肉的，我是有血有肉、有手有腳的，你們來摸、來看。這個時候他

們真摸、真看，真看到了，馬上變得喜不敢信。他們又不相信了！他們這次不

相信是高興得不敢相信，他們相信主耶穌基督復活了！ 

    這時候主耶穌基督很特別的說：你們有吃的沒有？主耶穌基督餓了！剛才

在以馬忤斯的時候，每次他們認出主耶穌來，轟！食物就掉下去，不見了！現

在他跟他們要食物吃（主耶穌基督復活之後，很特別的兩次記載他都吃魚），並

且他接過食物，在他們面前吃。約翰福音二十章也記載著這件事情。 

    等主耶穌基督吃完、離開了之後，這個時候約翰福音（約翰二十號攝影機）

特別把一個遲到的門徒，叫做多馬的特寫播出來了。多馬來的時候沒看到耶穌，

然後聽到大家在那邊七嘴八舌的講說：啊，剛才主在這邊顯現，跟我們吃

飯……等等的。 

    他一樣！他是最不相信任何事情，他是最實務主義者、懷疑論者。他沒有

看到這件事情，所以當門徒們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只說一句，他

說：除非我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手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他

還要檢察、驗試一下手跟肋旁的釘痕──我總不信！他第一點就是不信。 

    各位，真的不能怪這些門徒，死人復活真的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情。我不

知道當你在現場的時候，什麼時候你才會相信，儘管有空墳墓、有天使的公告，

但仍不足以證明主耶穌基督已經復活的事實。這就是主耶穌基督復活以後，要

在四十天裡面很辛苦的，不斷要一個、一個走到門徒面前：你看看、你看看！

祂自己要來顯現給門徒們看，看手、釘痕或看什麼的，用各種方式讓他們看說

「我復活了」。 

 

如果只是「聽到」，無法真正相信 

     我們綜合了這些鏡頭，得到了幾個他們聽到這個消息時的面部特徵，以及

他們的反應，發現有幾個特徵，第一個，你用聽的聽到了，你絕對不會相信。 

    聖經裡面至少有六個馬利亞，而其中抹大拉的馬利亞是在這件事情一開頭

的時候就做見證的，她是第一個見到的。她是誰呢？路加福音八章 1─3節裡面

提到，原來耶穌在各地、各城、各鄉傳道、傳講神國福音的時候，除了十二個

門徒以外，還有被惡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經治好的好幾個婦女，其中有稱

為抹大拉的馬利亞，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被趕出來。 

    你知道被鬼附，而且是被七個鬼附，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嗎？主耶穌基

督把它趕出來。從那一次開始，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加入了所謂的主耶穌基督的

後援婦聯團隊，跟著十二個使徒不斷的到各地去傳揚福音、醫病、趕鬼，跟著

主耶穌基督；而且她們都是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跟門徒。 

    所以在這個主日的清晨，第一時間可以去看耶穌屍體的時候，這些婦女團

隊是跑第一的。門徒們都還在睡覺，這些婦女們她們自己就過去了，特別當中

抹大拉的馬利亞，她自己本身有各樣的病痛、各樣難過的時候，得到主耶穌基

督醫治，她一生就投入到主耶穌基督的團隊裡面，奉獻金錢、時間及生命。 



    甚至就在這個主日的時候，她也一樣的服事主，從生前一直到現在耶穌死

後，她還想要幫主耶穌基督的身體再補妝，幫他整理儀容，幫他防腐、抹香膏，

簡直就是一個現代版的禮儀師做的工作，就是她們在做。 

    各卷福音書對於這些婦女陸續都到達墳墓的整個這些資料及片段的描述，

我們會發現原來抹大拉的馬利亞一開始是跟這些婦女一起出發的，但是不知道

為什麼，她顯然是個性比較急，或者她的腿真的比較長，她比這些婦女還要更

快的，她第一個到墳墓區去看這個墳墓，「墳墓空了」是她第一個發現的。 

    然後她就很驚恐的去告訴彼得跟所愛的門徒發生的事情（約翰福音裡面所

講的）。後來其餘的婦女跟她會合的時候，馬利亞、彼得跟門徒又再一次的回到

墳墓裡面去。當門徒離開之後，第二次留在墳墓的只剩下馬利亞，她在墳前哭。 

    這麼忠心的團隊，親眼見證主耶穌基督復活的婦女，最後她們的故事被視

為不可信、胡說、亂言亂語。第一批聽到主耶穌基督復活的門徒，他們不接受

婦女的報導，把它說是胡說的。耶穌面對的第一批懷疑論者，復活這件事情第

一個持懷疑的就是他的門徒，很困難去證明他復活這件事情。 

 

看到了，也不見得認得出來 

    第二個特徵是你即使看到主耶穌基督，你也認不出來。你會發現幾乎沒有

一個人，不管婦女、門徒，他們都在認出主耶穌基督前的這段時間，主耶穌基

督站在這邊，在他們面前跟他們講話或者跟他們同行，或者顯現他的時候，到

他們認出主耶穌來，每一個人的時間長短不一樣。 

    可是很特別的是通常婦女們的辨識能力比男性門徒強很多，她們花的時間

很短，就辨識出來了。男性的門徒呢？你看有時候像是那個多馬，根本是不信；

有時候像以馬忤斯的門徒一樣，他們不但跟主走、交談，甚至花了整個下午到

晚上幾乎六個小時的時間，才突然認出來。 

    婦女們不用花那麼多時間的！為什麼？我們不怪這些門徒、婦女，我們也

不怪認不出復活主耶穌基督的這些人，為什麼？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35節裡面講，

或許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什麼身體來？你所種的，不是將來的形體，意

思是你現在在地上所養、所種的，不是將來復活的形體。 

    有天上的形體、有地上的形體，天上形體的榮光跟地上形體的榮光是不一

樣的，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朽壞，復活是不朽懷的；所種的是羞辱的，

復活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是靈性的身體。現在的身體跟復活

的身體是不一樣的，主耶穌基督被釘之前的身體跟復活之後的身體是不一樣的，

難怪人家認不出來。 

 

用屬靈的眼光辨認主 

    想想看，你是怎麼認人的？不是第一眼就是看看，把這個人從頭看到尾。

你用眼睛認嗎？你家的狗狗是怎麼認你的？因為牠視力很好嗎？不是！牠用聞

的。在幾十公尺以外，牠聞到你的味道，牠就會「汪汪汪」叫出來了，牠不是

看出來的。你們家的小翠鳥是怎麼認出你來的？聽你的聲音！牠們聲紋辨識能

力比你強很多倍。 



    各種生物，每一種不同的物種都有他們自己辨識的強項、方法，請問神是

怎麼辨識你的？耶和華是看人心、不看外貌。耶和華在天上看你，你以為是看

你臉上皺紋有多嗎？或者是你今天有沒有做防曬等等；是看你有沒有老嗎？不

是！耶和華從你還沒出生，從那時一直到現在，祂看的是你的內心。 

    當我們在認主耶穌基督、在辨識主耶穌基督的時候，也要學著從屬天、屬

靈的眼光，用心去辨認主耶穌基督復活的身體，我們才能認出主耶穌基督來。

這些門徒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門徒們在主耶穌基督生前，放棄一切屬世的物質跟隨主，他們跟主一起經

歷勞苦，聽過主的教訓，熟悉主耶穌基督忙碌醫治、趕鬼、傳道的行程，最後

看見主耶穌基督被捕，鮮血淋漓、皮開肉綻地被掛到十字架上的那個慘狀，他

們心中、眼中、腦中對主耶穌的形象是無佳形美容，甚至是羞辱的殘破肢體，

到最後這個身體被送進墳墓。 

    他們對主耶穌基督的印象是這一個，現在在他們面前顯現的主耶穌是戰勝

死亡而復活，恢復屬天榮光，閃耀著屬天靈性身體光芒的，跟門徒們在腦中刻

進去耶穌基督死前的樣子是截然不同的，難怪他們認不出來。 

    主耶穌基督復活以後，花了很多時間，一個、一個顯現祂屬天、靈性的身

體給門徒們看，告訴他們：你們接下來要用心來看耶穌的復活，而不是你習慣

的用以前的肉眼去辨識屬天的形象。 

 

生命更新、轉變了 

    從今以後，這些門徒們被教導要重新認識復活的主耶穌基督；更而甚者，

門徒們在繼承主耶穌基督應許給他們的復活生命以後，他們開始要在地上的生

活學習、並先嚐這復活的生命──這屬天的生命，屬天的心、眼光、耳朵和感

覺，去面對接下來的這個世界，他們生命要被更新。 

    這整個轉變的過程是為門徒們預備朝向永生的生命，是朝向屬天國度的漫

長預備過程。哥林多後書五章 14─16節跟我們講之後的轉變是我們從今以後不

憑著外貌、肉體認人了。雖然我們曾經憑著外貌認過基督，今後再也不這樣認

他了。我們的眼光、心思、生活完全不一樣了，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帶來這個

改變。 

 

主被認出就消失不見 

    另外一個特徵是當門徒們、婦女們看到主耶穌基督的反應是，當他們認出

來之後，主耶穌基督就會消失掉。這是怎麼回事呢？主耶穌基督在地上一直顯

現的那四十天，其實是超忙的，他要上去見他的天父，馬利亞要摸祂的時候，

他說「不要摸我，我還沒見天父。」；然後他下陰間去，在裡面的這三天，可能

都要在陰間還有一些福音責任。 

    他不僅在地上忙，在陰間還在忙！這是彼得前書裡面講的，他不厭其煩的

向一個、一個向門徒顯現，而當門徒他們用嶄新的心認出主耶穌基督的經驗之

後，呼！主耶穌基督「呼」！下一關，咻！又不見了，這四十天他挺忙的。 

 



分享基督復活福音 

    這些門徒們的第四個特徵是當他們認識主耶穌、認出主耶穌基督，他們整

個生命變喜樂，把這個好消息去告訴別人。門徒們認出復活的主耶穌基督，心

裡面從極端的悲哀變成極端的高興，自己慶幸：我沒有跟錯人，我跟的是一個

永活的主。他們不會再悲傷了，從今以後他們更有把握、喜樂的面對每一天的

生活。 

    他們不斷去告訴別人自己的主耶穌基督復活的消息，而且分享他們如何用

心去認出主耶穌基督復活的經驗。這親身認出，並向人傳揚主耶穌基督復活的

過程，其實就是我們傳福音的核心之一，主耶穌基督的復活也就是我們基督信

仰的基本元素之一。 

 

復活的爭議 

    回到第一幕，關於空墳墓的宣稱，不足以說服人相信主耶穌基督復活，我

們只有親眼看見主耶穌基督復活，才能讓我們相信十字架意味著主耶穌基督帶

來盼望的終結；唯有主耶穌基督用祂復活的身體顯現，才可以改變人們的眼光

跟思想。 

    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見，主耶穌基督是復活信仰的原始根源。聖經裡

面告訴我們，基督從死裡復活，他是初熟的果子，為我們而復活，做睡著之人

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我們發現有幾點特別的改變是第一個，我們已經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羅馬

書六章 4節，歌羅西書三章 1節），並且與他一起坐在天上（以弗所書二章 6

節）。第二個，基督是我們的生命（腓立比書一章 21節、歌羅西書三章 4節、

約翰福音十一章 25─26 節），從此以後，我們要向他而活（歌羅西書三章 1 節、

哥林多後書五章 15節），我們是在復活大衛子孫的統治之下（羅馬書一章 3─4

節），就要信服真道（羅馬書一章 5節）。 

    第三個，信徒進入了新的創造（羅馬書六章 4─5節，哥林多後書四章 4節、

五章 17節）是透過耶穌從死裡復活而達到的（彼得前書一章 3節）。第四個，

在他的屬靈身體內，基督徒帶著屬天的記號（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40─49節），

並且因著復活升天的基督而得稱為義（羅馬書五章 9─11節）。教科書上面講的

復活的爭議，在上面都跟各位講完了。 

 

因基督的復活所帶來的生命改變 

    基督徒因為基督的復活，生命有什麼改變呢？第一個，這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工作的緊密程度不一樣。約翰說，耶穌得榮耀之前，聖靈還沒有賜下來，

那個時候聖靈還在旁邊，祂並沒有賜下來。復活的基督透過祂的靈，引導祂的

子民管理這個世界。耶穌基督復活升天了以後，接下來就是聖靈在我們身體裡

面的工作（請各位去參閱使徒行傳第二章，裡面開始就已經講到這件事情）。 

    復活的聯合，這是第二個基督徒生命的改變。復活對基督徒的生活非常重

要，我們活著，可以開始跟基督復活的生命聯合。新約用大量的比喻來指出教

會、信徒組成的團體跟基督的關係，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葡萄樹、是殿、是



新婦等等，這些都預設基督正在活著的時候。 

    當基督復活，就讓這些事情全部為真，從此信徒能夠住在基督裡面，跟基

督聯合，我們成為一體。為什麼成為教會？因為基督跟我們成為一體，這是基

督徒得到能力的秘訣，靠著加給我們力量的，我們凡事都能做。 

    而第三個是我們有改變的力量，基督徒驚異的改變，能夠依照基督復活給

我們的經驗而改變我們的過往。正如基督復活前跟復活後的存在是不一樣的，

信徒在歸入基督復活生命之前跟之後的生命也是不一樣的，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拉太書二章 20節）。 

 

停止尋找「屍體」！ 

    我們也許參照一下約翰二十號攝影機裡面告訴我們的這一段經文（10─17

節），當抹大拉的馬利亞一個人跑了兩次，最後在墓前仍然看不到主耶穌基督的

時候，她看到墳墓空了，耶穌的身體不見了，她在旁邊一直哭、一直哭，不曉

得怎麼做的時候，天使跟主耶穌基督分別問她同樣一個問題說「你為什麼哭？」

馬利亞的回答也兩次都是一樣的回答，顯然沒走出來。她說，有人把我主的身

體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馬利亞曾經受過主耶穌極大的醫治，她身上的七個鬼被趕出來之後，一直

服事主耶穌，從主耶穌基督生前到擺進墳墓中的屍體，都看得出來她是非常重

情重義的想要去照顧主耶穌基督，她也是主耶穌基督復活之後第一個顯現的人，

是非常特別的人物。 

    而抹大拉的馬利亞跟主耶穌基督復活之後面對面的時候，她居然沒有認出

主耶穌基督，這一件事情讓天使和主耶穌基督可能都很驚訝吧！也許天使跟主

耶穌基督他們的盼望是「surprise！等一下！」她們會很熱情的送來抱抱、親

親，說：啊！主耶穌你怎麼復活了？但是她一直在哭，哭到有點讓人家不知道

為什麼。 

    她是在緬懷曾經受傷的經驗而哭嗎？還是她是為終身一直跟隨的這位主的

死亡而失望的哭呢？還是她心疼主耶穌基督那個殘破的屍體沒有受到妥善的照

顧而傷心的哭呢？ 

    換到我們身上，是不是你別再為過去悲傷了吧！別再為過去的傷害悲傷了

吧！別再為過去的人悲傷了吧！因為主耶穌已經復活在你旁邊了，這復活的生

命強大到可以完全醫治你過去的傷痛，將你跟你所愛的人一起帶入到永生，讓

你原本身處的幽暗墓穴現在變得乾淨、透亮，看不見任何一具屍體，但先決條

件是你必須先停止去找屍體。 

    你要練習閉上淚汪汪的眼睛，試著安靜打開心裡的耳朵，注意聽！一直到

你可以聽見主耶穌基督在旁邊叫你的名字「馬利亞」的時候，你的人生從那一

刻開始，就被主耶穌基督復活了。 

 

    我們一起禱告： 

    主耶穌基督的父神，榮耀的父，求祢將那賜人智慧跟啟示的靈賞給我們眾

人，使我們真知道祂，並且照亮我們心中的眼睛，使我們知道主耶穌基督的恩



召有何等指望，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富的榮耀，並知道向我們這信的人

所顯現的復活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照著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克服我

們過去的重擔纏累，領受眼前每刻復活的生命，以及永存盼望在前頭的永生、

喜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