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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耶稣的复活 

摸到永恒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
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
感孕，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
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
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
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
活。我信永生。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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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福音为耻 

罗马书 1:16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

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
是希腊人。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

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 福音是神的大能 ] 

为福音受苦不以为耻 2 Tim 1:7-9 

• 7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
仁爱、谨守的心。 

• 8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

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 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

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
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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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预备 

•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
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
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 3:15) 

• But in your hearts revere Christ as Lord. 
Always be prepared to give an answer to 
everyone who asks you to give the reason for 
the hope that you have. But do this with 
gentleness and respect,  

传十字架、耶稣 

(哥林多前书 1:17-18) - 17 基

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
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
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
了空。18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
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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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19 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
明人的聪明。” 20 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
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
吗？ 21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做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
慧了。 22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 23 我
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愚拙， 24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25 因神的愚
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1 - 现在还有神迹吗？ 

Matthew 12:38-41 38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
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
神迹给我们看。” 39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
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
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40 约拿三日
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
在地里头。 41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
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
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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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需要的是救恩、而非神迹 

万有的主宰、创造者竟愿意为受造者死； 

全能的上帝竟愿意为渺小的人死； 

圣洁的神竟愿意为污秽的罪人死， 

这是不是最大的神迹？ 

2 –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 死后且有审判 (Hebrews 9:27)； 

•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Romans 
6:23) 

•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John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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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 – 可以选择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
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
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
华(Joshua 24:15)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

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
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申 30:19) 

3 – 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和核心 

14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15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

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
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
活了。 16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
复活了。 17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
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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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给信耶稣的人新生命 

•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
已过，都变成新的了。(2 Cor 5:17 ) 

•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
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
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4 – 复活的重要性 

胜过死亡、阴间的权柄 

18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

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
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 大，20就是照他在

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
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弗1: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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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立的新约 

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
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9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
有人自夸。 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
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
们行的。Ephesians 2:8-10 
 
16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
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17 并且来传和平
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18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
父面前。Ephesians 2:16-18 
 

5 –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不只成为生命的主，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生
命 

25 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John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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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为主而活 

14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
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15 并且他替众

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
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16 所以，我们从

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
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17 若有

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生活中如何与主沟通？ 

神是一个灵，训练我们的灵，(训练肉体 – 锻
炼肌肉、训练魂 – 读书、做作业、锻炼头脑
思维，却很少有训练灵的)，灵也是可以训练
的。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箴言20:27 

1．默想圣经    

2．实践圣经     

3．将圣经放在首位     

4．即时顺从你的灵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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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默想圣经 

（书1：8）；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

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节上的一切
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书1：8的另一个译本，这节最后部份译作：
“…你可以有智慧地处理生活中的事务” 

2) 实践圣经的意思是要将道行出来 

（雅1：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
道… 

• “谈道的人”； 

• “为道喜乐的人”； 

• “行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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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腓立比书 4:6-8 

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
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7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
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凡可称赞的都要思念 

 

8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
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
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3) 将圣经放在首位 

（箴言：20-22）20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21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
存记在你心中。22因为得著它的就得著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 良药。 在这段经文里，神说：
“…要留心听我的言词〔注意我的言词，将它

放在首位〕；侧耳听我的话语〔听我的说
话〕。都不可离你的眼目〔定睛在圣经上〕；
要存记 （我的话语）在你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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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时顺从你灵的声音 

你的灵有一个声音，我们称之为“良心”，
有时称为“直觉”、“内在的声音”或“引
导”，世人称它为“第六感”。但这声音是
你的灵对你说话，无论是得救或未得救，每
个人的灵都有一个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