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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生命的主 

約翰福音 John 20:1~31 

 

I. 

1. 耶穌的復活證明聖經的真實與正確，所說的都應驗了。 

→ 詩篇 Psalms 2:7「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 路加引用此節經文，指的是耶穌復活，使徒行傳 Acts 13:29-37 

→ 使徒行傳 Acts 13:29-37「29既成就了經上指著他所記的一切話，就把他從木頭上取下來，放在墳墓

裡。30神卻叫他從死裡復活。31那從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見他，這些人如今在民間是他

的見證。32我們也報好信息給你們，就是那應許祖宗的話，33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

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34 論到神叫他從死裡復活，不再

歸於朽壞，就這樣說：我必將所應許大衛那聖潔、可靠的恩典賜給你們。35 又有一篇上說：你必不

叫你的聖者見朽壞。36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

人，就睡了），歸到他祖宗那裡，已見朽壞；37惟獨神所復活的，他並未見朽壞。」 

→ 使徒行傳 Acts 26:22-23「22然而我蒙神的幫助，直到今日還站得住，對著尊貴、卑賤、老幼作見證；

所講的並不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必成的事，23 就是基督必須受害，並且因從死裡復活，要首

先把光明的道傳給百姓和外邦人。」 

→ 約翰福音 John 2:18-22「18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做這些事，還顯什麼神蹟給我們看呢？19耶穌回

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20 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

內就再建立起來嗎？21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22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

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 

→ 路加福音 Luke 2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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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徒行傳 Acts 2:22-32「22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

事、神蹟，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23 他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人，你們就藉著

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

死拘禁。25大衛指著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搖動。26所以，我心裡歡

喜，我的靈（原文是舌）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27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

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28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面前）得著滿

足的快樂。29 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對你們說：他死了，也葬埋了，並且他的墳墓

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裡。30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

寶座上，31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32這耶

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15:1-6「1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

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2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

福音得救。3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

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5 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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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耶穌的復活證明了祂就是上帝，上帝的兒子 

→ 馬可福音Mark 5:7「大聲呼叫說：至高神的兒子耶穌，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指著神懇求你，不要

叫我受苦！」 

→ 約翰福音 John 9:32-33「32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是瞎子的眼睛開了。33這人若不是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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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什麼也不能做。」 

→ 約翰福音 John 1:34「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 

→ 羅馬書 Roman 1:1-4「1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2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

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3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4按聖善的靈

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 使徒行傳 Acts 2:36「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

為主，為基督了。」 

→ 以弗所書 Ephesians 1: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 以弗所書 Ephesians 1:21-22「21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

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22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3. 耶穌的復活完成了上帝救恩的工作 

→ 羅馬書 Roman 4:24-25「24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

裡復活的人。25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或作：耶穌是為我們的過犯交

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 

→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5:21「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

裡面成為神的義。」 

→ 約翰福音 John 14:19「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

著。」 

→ 羅馬書 Roman 6:5「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 以弗所書 Ephesians 4:8-9「8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9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 馬太福音Matthews 28:18「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 使徒行傳 Acts 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

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4. 耶穌的復活，確立了教會的建造 

→ 馬太福音Matthews 16:18「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權

柄：原文是門），不能勝過他。」 

→ 以弗所書 Ephesians 1:22-23「22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23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2:14「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

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5. 耶穌的復活證明了上帝最終的審判一定逃不掉 

→ 約翰福音 John 5:21-29「21父怎樣叫死人起來，使他們活著，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22父

不審判什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23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

敬差子來的父。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

是已經出死入生了。25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26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27並且因為他

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28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裡的，都要聽

見他的聲音，就出來；29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 使徒行傳 Acts 17:29-31「29我們既是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

銀、石。30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31因為他已經定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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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6. 耶穌的復活證明了屬上帝的子民有永遠的福 

→ 約翰福音 John 11:25-26「25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26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 約翰福音 John 14:1-6「1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2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

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3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

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4我往哪裡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有

古卷作：我往哪裡去，你們知道那條路）。5 多馬對他說：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裡去，怎麼知道那條路

呢？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 約翰福音 John 14:14「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就。」 

→ 啟示錄 Revelation 21:4-5「4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

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5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

信的，是真實的。」 

→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15:53-57「53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變成：原文是穿；下同）不朽壞的，這必死

的總要變成不死的。54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

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55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56死的毒鉤就是罪，

罪的權勢就是律法。57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II. 所有的人有一天都會復活 

→ 約伯記 Job 14:14「人若死了豈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爭戰的日子，等我被釋放（或譯：改變）的

時候來到。」 

→ 約翰福音 John 5:25-29「25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

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26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27並且因

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28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裡的，都

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29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我們信主的人身體復活的時間有順序。a) 教會時代的信徒，教會被提時，如果信徒仍然活著，

在那些死去的信徒復活後，我們身體也會改變。b) 大災難結束時，那時期死了的信徒復活（啟

示錄 Revelation 20:4），一起進入千禧年；c) 與 b)同時，舊約時代的信徒也在大災難結束後復活；

d) 千禧年國死去的信徒，立刻復活；e) 千禧年結束後所有不信主死去的人也要復活。 

III. 不信主的人，復活接受上帝的審判 

→ It is a terrified reality, resurrection to condemnation, eternal punishment. 

→ 啟示錄 Revelation 20:11-15「11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

無可見之處了。12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

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13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

湖就是第二次的死。15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 約翰福音 John 5:22「父不審判什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 約翰福音 John 5:27「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 使徒行傳 Acts 10:42「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 

→ 使徒行傳 Acts 17:31「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

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 提摩太後書 2 Timothy 4:1「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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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國度囑咐你：」 

→ 彼得後書 2 Peter 3:7「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

火焚燒。」 

→ 使徒行傳 Acts 24:14-16「14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那道事

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15 並且靠著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

都要復活，就是他們自己也有這個盼望。16我因此自己勉勵，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 

→ 但以理書 Daniel 7:9-10「9我觀看，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

如純淨的羊毛。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10 從他面前有火，像河發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

前侍立的有萬萬；他坐著要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 

→ 路加福音 Luke 8:17「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 

→ 馬太福音 Matthews 16:27「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

報應各人。」 

→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Thessalonians 1:5-10「5這正是神公義判斷的明證，叫你們可算配得神的國；你們

就是為這國受苦。6 神既是公義的，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7 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

人與我們同得平安。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8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

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9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10這正是

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的那日子。（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你

們也信了。）」 

→ 希伯來書 Hebrews 10:26-31「26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27惟有

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28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憑兩三個見證人，尚且不得憐恤而死，
29 何況人踐踏神的兒子，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又褻慢施恩的聖靈，你們想，他要受的

刑罰該怎樣加重呢！30因為我們知道誰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又說：主要審判他的百姓。31落在

永生神的手裡，真是可怕的！」 

<=> Do you think about next life? 

IV. 身體的復活是千真萬確的，我們有永生，將來有一天主會給我們一個新的復活的身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