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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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1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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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

8.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
前逼迫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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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
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
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11. 不拘是我，是眾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
信了。



Learning Objectives

1. 耶穌是歷史上真的人物嗎？在聖經之外，為什麼沒有其
他關於耶穌的記載呢？

2. 耶穌好像歷史中其他的偉人，例如孔子，釋迦摩尼一樣。
是不是很多年之後因為人迷信，把他當做神，說他復活
了？

3. 耶穌復活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



問題 1

耶穌是歷史上真的人物嗎？在聖經之外，為
什麼沒有其他關於耶穌的記載呢？



Josephus 約瑟夫

At this time there was a wise man who was 
called Jesus. His conduct was good and 
(he) was known to be virtuous. And many 
people from among the Jews and the 
other nations became his disciples. Pilate 
condemned him to be crucified and to die. 
But those who had become his disciples 
did not abandon his discipleship. They 
reported that he had appeared to them 
three days after his crucifixion, and that he 
was alive… 

Antiquities 90-95CE
37CE－97CE



Tacitus 塔西佗

Consequently, to get rid of the report, Nero fastened 
the guilt and inflicted the most exquisite tortures on a 
class hated for their abominations, called Christians 
by the populace. Christus, from whom the name had 
its origin, suffered the extreme penalty during the 
reign of Tiberius at the hands of one of our 
procurators, Pontius Pilatus, and a most mischievous 
superstition, thus checked for the moment, again 
broke out not only in Judea… but even in Rome...

Annals of Imperial Rome
56CE-120CE



Pliny the Younger

“I have asked them if they are Christians, and if 
they admit it, I repeat the question a second and 
third time… If they persist, I order them to be led 
away for execution...”

“They were in the habit of meeting on a certain 
fixed day before it was light, when they sang in 
alternate verses a hymn to Christ, as to a god, 
and bound themselves by a solemn oath, not to 
any wicked deeds, but never to commit any 
fraud, theft or adultery...” 61CE-113CE



問題 2

耶穌好像歷史中其他的偉人，例如孔子，釋
迦摩尼一樣。

是不是很多年之後因為人迷信，把他當做神，
說他復活了？



亞歷山大的生平是什麼時候寫下來的？

• 關於亞歷山大 最早的
傳記：離世400年後



釋迦摩尼的生平和教導是什麼時候寫下來的？

• 關於釋迦摩尼的傳記
和教導是在他離世
500到 1000年之後陸
續寫成的。



耶穌的生平與復活是什麼時候寫下來的？

• 耶穌上十架 － 30 CE

• 馬太福音 － 50-60 CE

• 馬可福音 － 50-60 CE

• 路加福音 － 60 CE

• 約翰福音 － 80-90 CE



作者專注真實

•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
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
看見又傳給我們的。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
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
之道都是確實的。 」

路加福音 1:1-4



比四福音書更早的記載

保羅信主三年之後到耶路撒冷教會領受的信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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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
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磯法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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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5:3-7



耶穌復活的記載

CE I30 I   I   I   I 35I I   I   I   I 40I 50I 60I 70I 80I 90ICE

30 耶穌被釘十字架

35 保羅遇主
（徒9:1-19）

35-38 阿拉伯遊
（加1:17）

38 上耶路撒冷見磯法 （加1:18-19）

領受耶穌復活的信條 （林前15:3-4）

馬可福音
馬太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耶穌復活有見證人

• 並且顯給磯法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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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5:5-8



耶穌的門徒做見證

• 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裡復活，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
冷起直傳到萬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路加福音24:46-48



問題 3

耶穌復活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12. 既傳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
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

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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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



15. 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見證神是叫
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
活了。

16.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

18.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林前15:15-19



31. …我是天天冒死！

32. 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那於我有
什麼益處呢？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吃吃喝喝吧！
因為明天要死了。

林前15:31b-32



I was dead already

•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
（以弗所書2:1）

• You were dead in your transgressions and sins. 
（Ephesians 2:1）



Dead in Sin，Alive in Christ

•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
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
耶穌一同復活。

弗2:4-6 



因有死裡復活，事奉神不是徒然

•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
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
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林前15:58



因基督從死裡復活，我們得勝了！

•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
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於父神。因為基
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林前15:24-25



因基督從死裡復活，我們得勝了！

•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
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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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
的毒鉤在哪裡？」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
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勝！

林前15:51，54－57



拿出信心來！

• 相信耶穌是歷史中真的人不需要信心，因為有歷
史證明。

• 相信耶穌被釘十字架不需要信心，因為有歷史證
明。

• 相信耶穌復活需要信心，但不是迷信，因為事情
有虔誠的見證人，也有聖經的記載為證據。



拿出信心來！

• 最需要信心的就是相信somehow基督的死和復活
可以除去你的罪，使你與神同在從今直到永遠。

• 耶穌說：「因為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
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可
10:45）



如何得救，成為一位基督徒？

• Admit 承認：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乃是一個罪人。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們若認自己的
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
們一切的不義。」（羅3:23，約一 1:9）

•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你而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
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藉著祈禱來宣告你決志信耶穌為主，表明
自己與耶穌的關係。「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
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
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10:9-10）



決志之後，生活的基本改變

1. 順服基督的榜樣：接受浸禮, 歸入基督的名下

2. 敬畏神：將主日分別為聖, 敬拜神

3. 渴慕神的話：研讀聖經, 使靈命得著餵養

4. 生活在神的家裡：過團契生活, 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