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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大重點：

復活的耶穌講解聖經

門徒的改變

在教會講解聖經的傳統



路加福音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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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看見石頭
已經從墳墓滾開了。 3 她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
耶穌的身體。 4 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
在旁邊，衣服放光。 5 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
那兩個人就對她們說：「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
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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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說：『人子必須
被交在罪人手裡，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
活。』」



8 她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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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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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與她們在一處的婦女。 11 她
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就不相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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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稀奇所成的事。



13 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
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裡。
14 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 15 正談論
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
16 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 17 耶穌
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
他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 18 二人中有一個名
叫革流巴的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
知道這幾天在那裡所出的事嗎？」 19 耶穌說：
「什麼事呢？」



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個先知，
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20 祭司長
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
架上。 21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
是他。

不但如此，而且這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
22 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她們
清早到了墳墓那裡， 23 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
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 24 又有我
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裡去，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
所說的，只是沒有看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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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
的嗎？」 27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
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28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
29 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
西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要同
他們住下。 30 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
祝謝了，掰開，遞給他們。 31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
這才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 32 他們彼此說：
「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



提摩太後書 3：16-17 

因為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
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路加福音24:33 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見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
34 說：「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
35 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掰餅的時候怎麼被他
們認出來的事，都述說了一遍。



36 正說這話的時候，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說：
「願你們平安！」 37 他們卻驚慌害怕，以為所看
見的是魂。 38 耶穌說：「你們為什麼愁煩？為什
麼心裡起疑念呢？ 39 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就
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
看，我是有的。」 40 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腳給他
們看。 41 他們正喜得不敢信，並且稀奇，耶穌就
說：「你們這裡有什麼吃的沒有？」 42 他們便給
他一片燒魚[a]， 43 他接過來，在他們面前吃了。



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
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
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45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耶穌用了兩個方式讓使徒們相信他。

Physical encounter - 耶穌復活了，向他們顯現。

Spiritual encounter -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使他
們能明白聖經

羅馬書10:17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
的話來的。



耶穌很有系統的，按照順序的教聖經。

• 耶穌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
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24:27）



門徒的改變

• 改變的關鍵要點：

 不靠自己：人的力量，聰明，決心不足

 只信靠神：

 明白聖經－心要打開才能吸收神的話。

 順服聖靈－按照聖經的教導去做。



彼得被聖靈充滿－該講的就講，不再害怕

• 使徒行傳4:8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9 「治民的官府和長老啊，倘若今日因為在殘
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問我們他是怎麼得了
痊癒， 10 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
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癒，是因你們所釘十字
架、神叫他從死裡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
名。11 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
角的頭塊石頭』。 12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
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
得救。」



彼得被聖靈充滿－該說的就說，不再害怕

• 使徒行傳4:13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
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稀奇，認明他
們是跟過耶穌的。

• 彼得的膽量－被聖靈充滿，該說的就說

• 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不是靠自己的學問

• 跟過耶穌的－該說的是聖經，不是人的話



在教會講解神經的傳統

• 彼得引用聖經傳福音

使徒行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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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見被交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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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會講解神經的傳統

• 彼得引用聖經傳福音

使徒行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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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得著滿足的快樂。』（詩篇
16:8-11 ）



在教會講解神經的傳統

使徒行傳2: 29 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
明地對你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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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再次引用聖經傳講耶穌

使徒行傳3： 21b神從創世以來藉著聖先知的口所
說的。 22 摩西曾說：『主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
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們所說的，你
們都要聽從。 23 凡不聽從那先知的，必要從民中
全然滅絕。』 24 從撒母耳以來的眾先知，凡說預
言的，也都說到這些日子。

• （申命記18:15，18-19）



教會的門徒去上12使徒的聖經課。

徒2: 41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42 都恆心遵
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掰餅、祈禱。



信徒：司提反

• 聖經說司提反是一個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
人。

• 使徒行傳 7章司提反向公會陳詞

• 從亞伯拉罕開始，講到以撒，雅各，約瑟，摩
西，大衛，和眾先知，然後耶穌。

• 引用的經文：創世紀，出埃及記，阿姆司書，
以賽亞書。

• 引用跟彼得一樣的經文：申命記18:15 『神要從
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



教會查聖經成為傳統

• 使徒行傳17: 10 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
西拉往庇哩亞去。二人到了，就進入猶太人的
會堂。 11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
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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