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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 基 督 的 復 活 改 變 了 一

切，人類史上最不平凡、

最動盪的階段於焉展開。

當年在十字架周圍有一群人，他們

就代表世人對福音的態度，我們屬

於哪一種人？人類史上前所未見，

身處暴風眼的是一群聲名狼藉的信

徒，他們跟隨自稱彌賽亞的耶穌，

並由祂親自揀選，要將平安的福音

帶給這淪喪垂死的世界。這群革命

份子在奮勇建立教會時，慘遭阻礙

與迫害；他們熾熱的信心與火熱的

奉獻，永遠改變人類歷史的走向。

〈使徒行傳〉就是他們改變世界的

革命故事。

主受死的那一日

在這特別的一天，彼拉多進退兩

難，這天是猶太人的逾越節，只有

祂已復活

講員◎大衛．耶利米牧師    譯者◎柯美玲    整理◎莊恩慈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上，為救贖我們的

罪被釘在十字架上。祂的死與復活改變了歷

史的方向，也與我們有切身關係。我們如何

看待祂的犧牲？

五萬居民的耶路撒冷人滿為患，超

過十五萬來自中東和地中海各國的

人進城來過節。自從主前 63 年，羅

馬人佔領以色列國後，耶路撒冷就

叛亂和暴動不斷，狂熱的民族主義

分子不甘淪為亡國奴，不斷挑釁這

些佔領者。

此時，耶路撒冷的情勢已不是「緊

張」二字足以形容，平時就已經很

難管控，更何況是這個特別的逾越

節。緊張的氣氛因為那個行神蹟的

拉比耶穌，提升了好幾倍，許多猶

太人相信，這人就是他們引頸企盼

的彌賽亞。彼拉多不希望有人向該

撒報告，他在這個火藥味濃厚的地

區，放任群眾作亂，每個節日他都

會加派羅馬士兵，進城加強管制，

所以，城裡隨處可見羅馬士兵。

猶太菁英組成的管理議會「公

會」，相信彌賽亞會來，他們也在

留意等候，認為彌賽亞是個推翻羅

馬暴政的強大君王，在宗教和政治

上權傾天下，但耶穌卻讓他們失望

了。祂似乎不尊重他們的傳統，也

不尊重摩西律法，最可惡的是祂還

褻瀆上帝，聽到祂自稱是上帝，這

些猶太領袖覺得已無需再爭辯。他

們認定耶穌就是異端，非死不可。

但要祂死沒那麼容易，耶穌受到

廣大群眾歡迎，祂行神蹟、醫病、

生動的教導都深得民心。群眾湧向

這位兩極化的人物，開始不受公會

管控。耶穌依循猶太拉比傳統，收

了十二個門徒，這些門徒和大家一

樣，認為耶穌就是彌賽亞，期盼祂

發動叛變，趕走羅馬人。正當公會

對耶穌極度不滿，想辦法除掉祂時，

耶穌的門徒加略人猶大主動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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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0 兩銀子出賣他的老師。

猶大計畫等耶穌過完逾越節，到

客西馬尼園禱告出來後，就走到老

師面前，親吻祂兩頰，以此為暗號，

示意躲在暗處的士兵官員，那人就

是耶穌。當時他們一擁而上逮捕祂，

彼得以為發生叛變，立刻拔刀將一

名士兵的耳朵砍掉，耶穌卻制止他。

除了兩個門徒，其他都逃走了。彼

得沒有逃走，他雖然驚魂未定，卻

不顧生命危險，堅決不離開所愛的

主。他悄悄跟在後頭，看著耶穌被

帶到大祭司該亞法的家受審。然而，

就在三人指認彼得時，彼得果然矢

口否認，遠處傳來雞叫聲，彼得羞

愧交加地逃離現場，和其他門徒一

起躲起來。

接著他們連夜審問耶穌，甚至一

開始就推定祂有罪，雇人作假見證

誣陷耶穌，直接將祂當作囚犯來虐

待鞭打，甚至沒有為祂提供法律辯

護，簡直無視猶太律法存在。雖然

他們判耶穌死刑，但沒有權利將祂

處死，只好將祂送到彼拉多那裡。

這群躁動的暴徒威脅總督，若不照

公會的意思就要叛變，彼拉多本來

就擔心有人趁逾越節作亂，被猶太

人這麼一施壓，更加緊張；但他拒

絕他們的要求。雖然他是個政治老

手，常常我行我素、扭曲法律，但

他良心未泯，不想有人在他手裡含

冤而死；更令他不安的是，他的妻

子因夢到耶穌是無辜的，勸他要刀

下留情。彼拉多原本下令鞭打耶穌，

心想這種酷刑或許能讓嗜血的猶太

人滿意，但這方法無效。於是他照

羅馬人，在逾越節釋放一名猶太死

刑犯的習俗，藉以釋放耶穌，但那

群瘋狂暴徒在猶太領袖鼓譟下拒絕

接受，一再高喊：釘祂十字架！彼

拉多擔心再這樣下去會引發暴動，

只好讓步，將耶穌交給羅馬兵丁釘

十字架。

耶穌的門徒都棄祂而去，只剩約

翰陪伴耶穌的母親馬利亞，站在十

字架下方，當耶穌嚥下最後一口氣，

天地都為此憤恨不平，人類殘忍殺

死神的兒子。路加描述那一幕：「那

時約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

到申初，日頭變黑了；殿裡的幔

子從當中裂為兩半。耶穌大聲喊

著說：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

你手裡。說了這話，氣就斷了！」

(路廿三 44-46)犯人通常掛在十架

上好幾天，一方面是故意羞辱他們，

但耶穌六個鐘頭就斷氣了，顯然因

為祂被釘前就遭到一連串非法對待：

連夜受審，被迫走兩、三英里路，

被鞭打兩次，祂頭上被用力戴上荊

棘冠冕，造成持續的疼痛和流血；

祂虛弱到沒有力氣，還要將十字架

扛到刑場。到了黃昏，猶太領袖擔

心耶穌還沒死，還要彼拉多下令打

斷祂的腿，讓祂在日落前斷氣。因

為安息日是從下午六點算起，猶太

律法規定不可將屍體留到安息日，

打斷犯人的腿會加速他窒息而死。

為了確認真假，還有兵丁拿槍刺入

祂肋旁，傷口流出血水，顯示血清

已經從血液分離，心跳便停止。

有個公會成員叫約瑟，他是個

富人，出身猶太小鎮亞利馬太。他

去找彼拉多要耶穌遺體，並在另一

位公會成員尼哥德慕 ( 新標點合和

本 ) 協助下，兩人為耶穌遺體塗抹

七十五磅的香料，再以傳統裹屍布

一層層裹住祂的屍體。夥同其他朋

友的協助，將一顆大圓石滾到洞口

堵住墳墓。公會成員都知道耶穌曾

預言，祂三天後會復活，為了預防

門徒偷走屍體，對外宣稱祂復活，

便要求彼拉多將墳墓封住，並派兵

駐守三天。接下來的發展是「忽然，

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

上下來，把石頭滾開，坐在上

面。他的相貌如同閃電，衣服潔

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嚇得渾

身亂戰，甚至和死人一樣。」(太

廿八 2-4)

為何耶穌要被釘十架

「關鍵」的英文 crux，意思是「最

重要的事」，在拉丁文就是指十字

架，用於聖經變成了有趣的文字遊

戲—基督教的關鍵就是基督被釘

十架；基督若沒有被釘十架，基督

教就沒有救贖的福音。神看重耶穌

的死，路加福音描述此事近五分之

一內容，馬太福音有四分之一，約

翰和馬可福音有三分之一的篇幅，

記錄耶穌的死。這件事不只是我們

信仰的一部分，更是基督教的核心；

也可以說，耶穌降世的目的就是為

了死。有人說祂來償還不是祂欠的

債，因為我們欠下還不起的債。彼

得說：「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

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

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彼

前二 24)

歷史告訴我們是羅馬人釘死耶

穌，但先知以賽亞說是上帝釘死耶

穌，彼得說是猶太人釘死祂，但其

實我們才是罪魁禍首，基督是為我

們而死。但我們真的了解，十字架

的意義和能力嗎？環顧四周，你看

到有人對十字架漠不關心；有人充

滿敵意；有人滿懷感恩，這些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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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都反映出，當年現場那些人的

心態。

百姓

路加福音廿三章說：「到了一個

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裡把

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百姓站

在那裡觀看」( 路廿三 33、35)

百姓在觀看萬王之王斷氣，他們只

是旁觀者，不涉入感情。當中不少

人看過耶穌講道和醫治，甚至對祂

的教導和行神蹟佩服不已。但那天

對他們來說，祂的死不過就是一個

好人，不幸觸法被處死。有的人不

反對、不批評十字架，但也毫無感

覺；十字架的存在是事實，但對這

群百姓毫無影響。

宗教領袖

「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

神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吧！」

( 路廿三 35)這是文士、法利賽人

和公會的人說的。這些猶太人的精

神領袖不拜耶穌，反而嘲諷祂。在

馬太福音記載說：「他救了別人，

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

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

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悅

他，現在可以救他；因為他曾說：

我是神的兒子。」( 太廿七 42-

43)挖苦、侮辱、嘲諷等字眼，從

這些大祭司、文士和整個公會傳出，

照理說，這些人應該帶領百姓相信

耶穌是彌賽亞，卻反過來對世人的

救主冷嘲熱諷。

羅馬士兵

「巡撫的兵就把耶穌帶進衙

門，叫全營的兵都聚集在他那

裡。他們給他脫了衣服，……又

吐唾沫在他臉上，拿葦子打他的

頭。……帶他出去，要釘十字

架。……」( 太廿七 27-31、35)

我們的社會以宗教包容自豪，但今

天仍有許多「羅馬兵丁」存在，他

們強烈排斥基督，竭盡所能迫害祂

的信徒。我們受到不同形式的迫害，

有身體上的迫害、排斥與歧視。

兩個同釘十架的強盜

「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

譏誚祂說，你不是基督麼？可

以救自己和我們罷！」( 路廿三

39)第一個我們稱為拒絕耶穌的強

盜，地獄就要張口將他吞沒了，這

個到死都不悔改的強盜，仍死不認

罪，轉向能赦免他的主。現在有很

多這樣的人，有人死到臨頭，仍硬

心拒絕進入永生。另一位我們稱為

悔改的強盜。「那一個就應聲責

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

還不怕神嗎？我們是應該的，因

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

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

事。……」( 路廿三 40-43)這個

悔改的強盜提醒我們，只要還有一

口氣，就有機會歸向耶穌。

想想你對耶穌的死是抱持何種態

度？你可以自問，是圍觀的百姓、

猶太領袖、羅馬兵丁、不悔改的強

盜，還是那個悔改的強盜。

從哀傷到榮耀

抹大拉的馬利亞心情沈重地看著

這駭人的場景，她和另一個馬利亞

淚眼看著耶穌的兩個信徒—亞利

馬太的約瑟和尼哥底母，將她死去

的主放進約瑟的墳墓，然後走出那

座人工鑿開的山洞，切斷固定近兩

噸重圓形巨石的繩索，巨石開始滾

落斜坡，「碰」的一聲，堵住墳墓

入口，一切都結束了。這些婦人三

年來的希望也隨著耶穌的屍體被埋

葬了，她們看著自己希望的寄託被

折磨至死，被指望來推翻的羅馬政

權釘死在十架上，如今靜靜躺在幽

暗的墳墓裡。看到巨石將墳墓的入

口封住，這兩個婦人轉過身，拖著

沈重的步伐回家。

抹大拉的馬利亞一開始就忠心跟

隨耶穌，常用金錢支持祂的服事。

她們的主被埋的隔天早晨，她帶著

香料到墳墓，想再膏抹耶穌的遺體，

這個愛的舉動令人感動；儘管已經

徹底絕望，她仍希望主能死得體面。

馬利亞走到墳墓前停下腳步，墳墓

的入口大大敞開，石頭不見了，卻

不是被滾回原來位置，而是莫名躺

在距墳墓有點遠的地方。她大吃一

驚，並未想到耶穌已經復活，以為

有人來盜墓，她非常生氣，急忙跑

去告訴門徒。

在基督被釘十架與復活之間的那

個星期六，想必是門徒們的人生最

漫長的一天。他們也是將一切希望，

都寄託在耶穌身上，投資三年的光

陰，如今祂卻死了，一切希望和夢

想都破滅了！現在他們什麼也不能

做，只能傷心難過，這群懦弱膽小

的男人聚在一起取暖，忽然抹大拉

的馬利亞闖進來，哭喊著「有人把

主從墳墓裡挪了去，我們不知道

放在那裡？」彼得和約翰立刻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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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墳墓跑去。到了墳墓，原以

為會看到慘不忍睹的景象，沒想到

出現令人錯愕的畫面；原本包住耶

穌臉龐的布，折好放在一旁，纏裹

祂身體的麻布條完好如初，形狀和

約瑟和尼哥德慕纏裹屍體時一模一

樣，人體的形狀還在，但裡面是空

的，有如一個空蛹。約翰一看那裹

屍布便了然於胸，他立刻相信耶穌

已經復活了！聖經沒說彼得是否當

下也信，但並未否認兩人都看到這

不尋常的畫面，他們急忙跑去告訴

人。

馬利亞沒有隨他們離開，而是站

在墳墓外哭泣。過一會兒她再探頭

往黑漆漆的墳墓裡看，原本安放耶

穌的地方，坐著兩個發亮的白色天

使。他們問馬利亞為甚麼哭？她說

因為有人把主挪了去，不知道放在

那裡。這時她感覺墳墓外頭有人，

轉身一看果然有個人站在那裡。她

以為是看守墓園的，就問他把耶穌

藏到哪兒。那人一開口喊她的名字，

她馬上認出那個聲音，那是復活的

救主，她的耶穌復活了。她喜不自

勝，急忙跑去要告訴人。復活節早

上一群人跑來跑去，卻沒有注意到

復活的耶穌？當她跑去跟大家說，

她看見復活的救主；同一天，門徒

躲在一間上鎖的房子，還在為失去

救主傷心難過，也可能在討論如何

躲避猶太領袖的追殺，忽然有個人

出現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

安！」門徒怎麼會有平安 !? 他們嚇壞

了！那個人顯然不是從門口進來，

因為門還鎖得好好的；難道是鬼魂？

那人把祂的釘痕手和肋旁給他們

看，是耶穌！祂真的復活了！

有意思的是，最先見證耶穌復活

的，不是祂的朋友而是敵人—看

守墳墓的羅馬士兵。星期天清早他

們目睹了最不可思議的景像，但對

他們來說，那並非什麼愉快的經驗。

一開始是發生大地震，地突然大動

搖，他們都站立不住。接著一個全

身發光的巨大白色天使由天而降，

拿起堵住洞口的巨石，輕易把它丟

到一旁。那一幕太震撼了！士兵全

都嚇到昏倒；醒來後發現墳墓空了，

他們知道麻煩大了。他們搞砸了重

要任務，讓犯人跑了，又擔心遭長

官懲罰，他們決定先去向猶太領袖

求助。大祭司擔心萬一士兵走漏消

息，他們要除掉耶穌的計謀就功虧

一簣，便賄賂他們，士兵別無選擇，

相對於讓犯人逃走，站崗睡覺雖然

可能被判死刑，但寧願擔負這個風

險；反正這些猶太領袖會在彼拉多

面前為他們說情。

主復活的鐵證

耶穌復活後在地上待了一陣子，

還曾一口氣向五百多人顯現。聖經

說 40 天後，祂帶門徒離開耶路撒

冷，來到伯大尼，在那裡舉手為他

們祝福，接著祂就被取升天，有一

朵雲彩把祂接去。他們定睛望天的

時候，看見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

邊，告訴他們這被接升天的耶穌怎

樣往天上去，將來也要照樣再來。

在那時，門徒渾然不知將發生何

事？不知自己會從聖靈得著能力，

開啟革命性的教會運動；然而升天

的主使他們充滿喜樂盼望。他們後

來回到耶路撒冷，同心禱告等候應

許要來的聖靈。

基督復活讓基督教脫離哲學的範

疇，成為歷史的事實，並證明死亡

不是終點。人斷氣後還會繼續活著，

會永遠活在某個地方，不是信靠基

督並在祂裡面復活，就是永遠與祂

隔絕，因為靈魂不會滅亡。沒有復

活就沒有基督教，不了解基督的復

活，還能成為基督徒，但若否定基

督復活，就不可能成為基督徒。基

督復活的教義，不是神學家發明的，

而是立基於歷史的鐵證。

預言方面的證據

歷史上最奇妙的神蹟，就是耶穌

在馬太福音有三處預言自己的未來

( 太十六 21，十七 22-23，廿 18)，

最後這些預言都應驗了。主預言自

己會死，但不多人知道，祂每次預

言自己會死，接著就馬上預言祂會

復活，祂的預言最後都成真了。惟

獨神有如此大的能力。

歷史的證據

「祂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

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

看。」(徒一 3)證明基督復活最強

大的證據，就是祂在復活後多次向

人顯現。聖經至少有十幾次的紀錄，

有向個人和團體顯現；有在屋內和

街上；時間有時很短、有時很長。

例如第一次在墳墓旁，向抹大拉的

馬利亞，接著是向從墳墓回來的婦

人，同一天稍後向彼得顯現，又在

以馬忤斯路上，向兩名門徒顯現，

兩度在上鎖的屋內向眾門徒顯現，

另外在加利利海邊向門徒顯現，也

在加利利山上向五百個信徒顯現，

後來還向掃羅 ( 保羅 ) 顯現，甚至在

拔摩島上向約翰顯現。有太多人在

不同的場合、時間，看見復活的耶

穌，很難如一些評論家所說是串好

供的。這些見證耶穌復活的人，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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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也不願否認這個事實。多半的見

證人是早期的門徒，在耶穌上十架

時，他們都逃之夭夭、撇下耶穌，

因為他們非常害怕和膽小，但基督

復活後，這些懦弱之輩開始積極為

福音作見證，要相信這些事是門徒

杜撰，比相信聖經還難。

查爾斯考森在其作品，針對此提

出有趣的看法，他曾是尼克森總統

的特別顧問，涉入水門案後在獄中

得救。信主後，他成立更生團契和

天使樹事工。考森說：「試想全世

界最有權勢的美國總統，都無法守

住謊言三個星期，我怎麼可能相信

那十二個門徒毫無權勢、受盡逼迫、

遭到流放，多數壯烈犧牲，為首的

彼得還被倒釘十架等等，這些凡夫

俗子會為了一個謊言犧牲性命，不

向任何人透露？」

人會為所信的真理捨命，但絕不

會為謊言犧牲。聖經記載越來越多

人見證基督真的復活了。

現在的證據

我們在世的每一天，都在見證基

督復活。別忘了！耶穌基督是一切

歷史的核心，人類甚至以祂的出生

日計算歷史的年分。我們對基督的

信仰，就是第一個證據。保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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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

徒然，你們仍在罪裡。」( 林前

十五 14、17)基督復活就是基督

信仰的關鍵，基督復活翻轉了整個

世界。

護教學者華特馬丁說：「早期使

徒的教導宗旨是什麼？刺激早期教

會成長神速的因素是什麼？將福音

傳遍世界的動力是什麼？這一切的

答案就是耶穌基督的復活。祂復活

了！是早期基督徒得勝的歡呼，他

們把這句話傳到地極。」基督徒的

信仰就是在見證祂的復活。

基督的教會

倘若十字架代表門徒與基督的互

動已經結束，那教會如何出現？教

會是建立在救主耶穌身上，一個死

亡的救主是不能救人的。復活的救

主應驗了耶穌就是神子的預言，教

會能夠存在並蓬勃發展，全因耶穌

從死裡復活，證明死後仍有生命。

基督的主日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抹大

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裡，看見

石頭從墳墓挪開了」( 約廿 1)七日

的第一日指的就是星期日，星期日

是基督復活的最佳見證，歷史上還

有哪件事，會一年慶祝 52 次 ?! 每

次星期日上教會，我們無異在說「祂

復活了！祂真的復活了！」

基督的信仰、基督的教會、基督

的主日、基督教的儀式，是我們記

念基督的死，基督的死則是基督復

活的開始。每當我們進行儀式，無

論是洗禮或聖餐禮，都是在向觀禮

的人大聲宣告祂已復活。

生命的改變

耶穌被逮時，門徒都四散逃逸；

耶穌被釘十架時，只有門徒約翰留

下，他和耶穌的母親站在十字架下

方，其他門徒早已不見蹤影，不然

就是躲在屋子裡，擔心會受耶穌連

累。耶穌被釘死後，他們還是繼續

躲藏，等到他們相信耶穌真的復活

後，神奇的事就發生了。這群原本

懦弱膽小的信徒，開始大膽傳揚基

督的福音。他們走遍當時的世界，

奉獻一生要告訴人，他們看見基督

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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