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鍚安堂  
成人主日學  

 

長者班  
｛序言｝ 

        聖經用了希伯來文、亞蘭文、希臘文的一些字詞來說及永活
神在自然界和歷史中的活動，這些字詞是： 

異能、神蹟 Miracles：〈希伯來文〉ְּתַמּה~temah（出 7:9） 
奇事 Wonders：〈亞蘭文〉מֹוֵפת!~môpēt（但 4:2-3） 
神蹟、預兆 Signs：〈希臘文〉σηµεῖον~sēmeion（太 12:38） 
大能的作為 Mighty acts、權能 Powers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神蹟乃是永活神恩惠的曉喻，亦同時具
有物質與屬靈的雙重價值。這樣，主的趕鬼是祂在屬靈世界中戰
勝鬼魔的表徵；祂醫治大痳瘋和使人復活，則是顯示祂有使罪人
出死入生的大能。神蹟代表著主實在的存在和祂來到世界的使命
象徵。 
        然而，神蹟不僅是啟示的一個外在證明、而是啟示的一個重
要部分，不論是以前，還是現在，其真正目的都是要增進人的信
心，相信神會介入信徒的生命中施行救贖。 
        在我們未開始探討主基督所行的神蹟前，讓我們先看主祂自
己與神蹟的關係： 

（一）神之道（約一 1-14)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二）道成肉身（太一 18-24) 
            童女懷孕生子。取名耶穌、稱為以馬內利。 
（三）約旦河的水禮（路三 21,22) 
             天裂開了、聖靈降在身上、天上的聲音。 

（四）曠野中的試探（可一 12,13) 
             聖靈的催逼、天使的伺候。 

（五）全知的顯現（約一 47-51；四 39；太廿二 2-3) 
             拿但業、知道萬人、撒瑪利亞婦人、伯法其驢子 

《福音書中的神蹟》 
究竟主基督行了多少確實有紀錄下來的神蹟？ 
法薩特：40 / 史可羅吉：35 / 脫蘭契：33 

        現在就讓我們先來看看聖經有記載有關主所行的第一
個神蹟吧！ 

伊始：迦拿的神蹟｛ 水變酒 ｝（約二 1-11） 

    ���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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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加利利境內一個叫迦拿的地方 
時間：約在主後 27年 
場合：一個娶親的筵席 
人物：耶穌、主的母親、門徒、用人、管筵席的、新郎 
目的：顯示主是神、亦百分百是人 
結果：(1) 展現了主的榮耀 
            (2) 屬祂的人相信主 
            (3) 把神聖的和屬世的分別出來 

然後：大臣之子（約四 46-54） 

  百夫長的僕人（路七 1-10）（太八 5-13） 

地點：（一）迦拿（二）迦百農 
時間：約在主後 28年 
場合：（一）在撒馬利亞到加利利途中（二）在進入迦百農時 
人物：耶穌、大臣、僕人、百夫長、猶太長老、其他人 
目的：信心的重要性 
結果：(1)展示了神的大能 

(2)兩位病患都得治醫 
 
 

思想問題 
（一）摩西在埃及所行的神蹟和主在迦南所行的神蹟有何相通 
            之處？ 
（二）大臣之子及百夫長的僕人的神蹟能為我們帶來怎樣的教 
            訓？ 

基督與神蹟「第一堂」 



宣道會鍚安堂  
成人主日學  

 

長者班  
癱子與痳瘋的人 

（一）長大痳瘋的人（可 1:40-45 / 太 8:1-4 / 路 5:12-15） 

地點：加利利境內的一座山下 
時間：約在主後 28年 
場合：加利利的一個城裡 
人物：耶穌、長大痳瘋的病患 
目的：顯示主的大能 
結果：病患得完全醫治、罪惡得以解脫 

「耶穌動了慈心……大痳瘋即時離開他、他就潔淨了。」 
 

（二）十個痳瘋病人（路 17:11-19） 

地點：上耶路撒冷經撒瑪利亞和加利利 
時間：約在主後 30年 
場合：主路經一個村子時  
人物：耶穌、十個痳瘋病患、門徒 
目的：主讓敵對者知道祂只是要成全律法 
結果：病患身心靈都得醫治、榮耀歸與神 

「耶穌看見……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大聲歸榮耀與神。」 
 

（三）畢士大池旁的癱子（約 5:1-9） 

地點：耶路撒冷的羊門旁 
時間：約在主後 28年（安息日） 
場合：畢士大池 
人物：耶穌、癱子、其他病人、猶太領袖、癱子父母 
目的：顯示主的恩典浩大和完全主權 
結果：(1) 病患身心靈都得醫治 

    (2) 引發耶穌與宗教領袖間的衝突 

「耶穌對他說、起來…… 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 

（四）迦百農的癱子（太 9:2-7 / 路 5:18-25 / 可 2:3-12 ） 

地點：加利利境內的迦百農 
時間：約在主後 28年 
場合：迦百農的一間屋子裡 
人物：耶穌、癱子、癱子的朋友、法利賽人、教法師、文士 
目的：主不單治病也能赦罪 
結果：癱子得醫治、榮耀歸與神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眾人看
見都驚奇、就歸榮耀與神。」 
 
（五）癱瘓十八年的婦人（路 13:10-17） 

地點：加利利境內的一個會堂裡 
時間：約在主後 29年（安息日） 
場合：主耶穌在會堂裡教訓人 
人物：耶穌、被鬼附的女人、管會堂的、會眾 
目的：主斥責對安息日的曲解 
結果：(1) 假冒為善的人受到指責 

(2) 直不了腰的病患得到醫治、榮耀歸與神 

「耶穌看見……對他說、女人、你脫離這病了。…….他立刻直起腰
來、就榮耀歸與神。……眾人都因他所行一切榮耀的事，就都歡喜
了。」 
 
 
 
 
 
 

思想問題 
（一）安息日的真正意義是甚麼？ 
（二）主耶穌為何被當時的宗教領袖視為眼中釘？ 

基督與神蹟「第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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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班  
瞎眼的病患 

（一）兩個瞎子（太 9:27-31*） 

地點：加利利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8年 
場合：在一個房子裡 
人物：耶穌、門徒、瞎子們 
結果：瞎子的眼睛開了  
啟迪：信心才是醫治的先決條件 
「耶穌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麼�他們說、主啊、我們信……他們的
眼睛就開了。」(太 9:28,30) 

（二）瞎子巴底買（可 10:42-52/太 20:29-34/路 18:35-43） 
地點：耶利哥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30年 
場合：在耶利哥的路旁 
人物：耶穌、門徒、巴底買、眾人 
結果：瞎子立刻看見了 
啟迪：人需謙卑求神的恩慈 
「瞎子立刻看見了……眾人看見這事、也讚美神。」(路 18:43)  

（三）伯賽大的瞎子（可 8:22-26*） 

地點：加利利海的東北岸 
時間：約在主後 29年 
場合：伯賽大的一個村子 
人物：耶穌、瞎子、瞎子的朋友、門徒 
結果：瞎子復了原 
啟迪：人得救後仍需要主 
「耶穌拉著瞎子的手……隨後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復
了原……」(可 8:23,25) 
 

（四）生來瞎眼的人（約 9:1-14*） 

地點：耶路撒冷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9年（安息日） 
場合：主耶穌在路上 
人物：耶穌、瞎子、門徒、瞎子鄰舍、法利賽人、瞎子父母 
結果：瞎子看見了 
啟迪：人若自義、縱能看見也是失明 
「耶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
了。」(約 9:6-7) 

 

 

 
 
 
 
 
 
 
 
 
 
 
 
 
 
 

思想問題 
（一）主耶穌為何偏要在安息日行神蹟？ 
（二）在醫治生來瞎眼的神蹟裡、「西羅亞」的意義是怎麼？ 

基督與神蹟「第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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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班  
奇難雜症的病患 

（一）彼得岳母的熱病（太 8:14-15/路 4:38-40/可 1:29-31） 

地點：加利利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8年（安息日） 
場合：彼得的家 
人物：耶穌、彼得的岳母、門徒 
結果：病患立時得到醫治 
「耶穌把他的手一摸、熱就退了。」（太 8:15） 

（二）枯乾了手的人（太 12:9-14 / 路 6:6-10 / 可 3:1-6） 

地點：加利利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8年（安息日） 
場合：一個會堂裡 
人物：耶穌、枯乾了手的人、文士、法利賽人、希律黨人 
啟迪：人的需要凌駕在人為的零碎規條之上 
「在安息日行善行惡、救命害命、那樣是可以的呢。」（路 6:9） 

（三）血漏的女人（太 9:20-22 / 路 8:43-48 / 可 5:25-34） 

地點：加利利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8年 
場合：前往管會堂者家的路上 
人物：耶穌、睚魯、門徒、患血漏的女人 
啟迪：相信基督、恩典便立即屬於我們 
「耶穌……女兒、你的信救了你……你的災病痊癒了。」（可 5:34） 

（四）耳聾舌結的人（可 7:31-37*） 

地點：低加波利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9年 
場合：主來到加利利海旁時 
人物：耶穌、耳聾舌結的人和他的朋友、眾人 
啟迪：歸榮耀給以色列的神 
「他所作的事都好……聾子…聽見…啞巴…說話。」( 可 8:37) 

（五）水臌病人（路 14:1-6*） 

地點：耶路撒冷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9年（安息日） 
場合：一個法利賽首領的飯宴 
人物：耶穌、水臌病患、法利賽人 
啟迪：主把人弄髒的美麗世界復原 
「耶穌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路 14:6） 

（六）各種殘疾的人（太 15:29-31） 

地點：加利利海邊的山上 
時間：約在主後 29年 
場合：主和門徒相處在一起 
人物：耶穌、門徒、許多人、許多病患 
啟迪：神生命之糧不限於只給猶太人 
「…看見啞巴…殘疾………歸榮耀給以色列的神」（太 15:31） 

 
（七）馬勒古的耳朵（太 26:51-56/路 22:47-51/約 18:10,11） 

地點：耶路撒冷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30年 
場合：客西馬尼園內 
人物：耶穌、門徒、馬勒古、大祭司的侍衛 
啟迪：唯有愛是永不止息  
「耶穌對他說…凡動刀劍的、必死在刀下。」（太 26:52） 

 

 

 
 
 

思想問題 
主耶穌行醫治神蹟有何最終的含意？ 

基督與神蹟「第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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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班 
趕鬼系列 

（一）會堂趕逐污鬼（路 4:33-36 / 可 1:23-27） 

地點：加利利境內的迦百農 

時間：約在主後 28 年 

場合：迦百農的一個會堂裡 

人物：耶穌、被鬼附的人、會堂裡眾人 
啟迪：基督權柄勝過鬼魔 

「他用權柄吩咐污鬼、連污鬼都聽從了。」（可 1:27） 

 

（二）啞巴鬼（太 9:32-35*） 

地點：加利利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8 年 
場合：離開猶太首領家的路上 

人物：耶穌、啞巴、門徒、眾人、法利賽人 

啟迪：褻瀆聖靈的不得赦免 

「眾人都希奇⋯⋯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太 9:33） 

  

（三）迦南婦人的女孩（太 15:21-28  / 可 7:24-30） 

地點：推羅、西頓的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9 年 

場合：一個不知名的家裡 

人物：耶穌、敘利非尼基婦人、門徒、病患（沒在場） 
啟迪：(1) 蒙福奧秘在於俯伏在主的腳前 
    (2) 不屈不撓的信心必獲獎賞 

「耶穌說、婦人⋯..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罷。」（太 15:28） 

 

 

（四）癲癇病的男孩（太 17:14-21 / 可 9:14-19 / 路 9:37-43） 

地點：該撒利亞腓立比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9 年 
場合：一個門徒的家裡 

人物：耶穌、病患、病患的父親、門徒、文士 

啟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耶穌⋯.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 9:23） 

 

（五）趕鬼入豬群（太 8:28-34 / 路 8:26-40 / 可 5:1-20） 

地點：加利利湖的對岸 

時間：約在主後 28 年 

場合：格拉森的一個墳塋 
人物：耶穌、被污鬼附的人、門徒、群（污鬼）、放豬的人 

啟迪：得神恩典便應作「神為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的見證人 

「耶穌⋯回家去⋯將主為你⋯憐憫你⋯都告訴他們。」（可 5:19） 

 

 

 

 

 

 

 
 

思想問題 
主基督趕鬼的最終目的是甚麼？ 

基督與神蹟「第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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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班 
主宰大自然（上） 

（一）平靜風與浪 
       （太 8:23-27 / 路 8:22-25 / 可 4:35-41） 

地點：加利利海上 
時間：約在主後 28 年 
場合：門徒的船上（正駛向湖對岸的庇哩亞安途中） 
人物：耶穌、門徒 
簡況：(1)耶穌仍在船上、在船尾睡覺 

(2)加利利湖突掀起暴風巨浪 

(3)船入了水、門徒驚慌 

(4)耶穌斥責風與海、風就止住 

(5)門徒大大的懼怕了 
啟迪：人若誠心向主呼救、便一定有希望。 

「耶穌醒了、斥責風⋯⋯風就止住、大大平靜了。」（可 4:39） 

 

 

（二）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喫飽 
（太 14:13-21／路 8:22-25／可 6:31-44／約 6:1-14） 

地點：加利利湖的北邊 
時間：約在主後 29 年（春天） 
場合：伯賽大境附近的山上 
人物：耶穌、門徒、群眾 
簡況：(1)群眾從各城各鄉趕到 

(2)耶穌接待群眾、並為有需要的治病 

(3)門徒建議叫群眾散開自行覓食 

(4)耶穌以群眾中小孩的五餅二魚餵飽群眾 

啟迪：基督是世界生命的糧、饑渴的靈魂必得飽足。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他們都喫、並且喫飽了。」（可 6:42） 

  

 
（三）海上行走／耶穌履海 
       （太 14:22-36 / 可 6:45-51 / 約 6:16-21） 

地點：加利利湖上 
時間：約在主後 29 年 
場合：伯賽大與革尼撒勒之間 
人物：耶穌、門徒 
簡況：(1)黃昏時候、門徒將船駛往迦百農 

(2)耶穌獨自在山上禱告，看到門徒因風不順而搖櫓甚苦 

(3)耶穌見狀、便在海面走向門徒那裡 

(4)門徒以為耶穌是鬼怪、驚慌 

(5)耶穌安忍慰門徒不用怕、並上了船 

(6)風就止住、船立即達到目的地 

啟迪：若真與耶穌同行、自然會克制人生一切的風暴。 

「耶穌在海面走⋯⋯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太 14:25,27） 

 

 

（四）給四千人吃飽 
      （太 15:29-38、16:5-12 / 可 8:1-9） 
地點：加利利湖的東岸 
時間：約在主後 29 年（夏天） 
場合：低加波利附近的山上 
人物：耶穌、門徒、群眾 
簡況：(1)一群異教徒去到耶穌的所在地和主相處了三天 
 (2)耶穌吩咐群眾在青草都焦了的泥地上 

 (3)耶穌以門徒僅有的七個餅和幾條小魚餵飽了四千人 

 (4)門徒收拾七筐子剩下的零碎 

啟迪：上帝的生命之糧常賜給那些願意呼求的人 

 「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並且喫飽了。」（太 15:34,37） 
 

 

基督與神蹟「第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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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許多人在唸到「餵飽五千人」和「給四千人吃飽」
的兩個神蹟時、滿以為這原是一個神蹟卻有兩種敘述而

已。然而當我們仔細閱讀經文作比較時、便會發現兩者雖

或有相同之處、但卻絕對不是同屬一個神蹟。 
 

｛給 4千人吃飽｝/｛餵飽 5千人｝兩個神蹟的分別 

4000 人    5000 人 

1. 只馬太和馬可有記載  四本福音書都有記載 

2. 地點是低加波利區  地點是伯賽大區 

3. 耶穌從推羅西頓過來  耶穌要渡海而來 

4. 群眾跟隨門徒而至  群眾比耶穌先到 

5. 耶穌跟群眾相處了三天  耶穌跟群眾相處只一天 

6. 群眾坐在野地上   群眾坐在青草地上 

7. 七餅幾條小魚來自門徒  五餅二魚來自一個小孩 

8. 裝食物是用籃筐   裝食物是用籃子 

9. 七筐子*裝滿零碎食物  十二籃子*裝滿零碎食物 

 

*筐子=大籃子 σπυρίς 
*籃子=馱籃 κόφινος 

 

 

 

   

   

   

   
 



宣道會鍚安堂  
成人主日學  

 

長者班  
主宰大自然（下） 

（一）下網得魚（路 5:1-11） 

地點：加利利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30年 
背景：當時、主耶穌正站在革尼撒勒（加利利）湖畔，群眾擁擠 
 著祂要聽神的道，耶穌看到有兩隻船灣在湖邊、當中有一 
 隻船是西門（彼得）的、耶穌就上船去、並吩咐彼得把船 
 撐開稍微離岸、主自己就坐在船上教訓群眾。 
簡況：主上了彼得的船、吩咐彼得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 
 彼得雖對主的指示甚不同意、但仍遵照所示去作、結果捕 
 得兩船滿滿的魚穫。 
啟迪：人若願意完全抑仗基督、必能獲得滿有恩典的看顧。 
「耶穌對西門說……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路 5:10） 
 
 

 

（二）魚口得稅銀（太 17:24-27） 

地點：迦百農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29年 
背景：有一天、主耶穌教導門徒有關祂將受死和復活的事後、祂 
 到了迦百農、有收丁稅的人前來問彼得主耶穌會否繳納丁 
 稅。 
簡況：彼得毫沒猶豫的答：主會納丁稅。然而主卻把他自己和彼 
 得喻作聖殿君王的兒子、因而不用納稅、但卻吩咐彼得前 
 往海邊釣魚、把從魚口中找到的一塊錢作為兩人的稅銀。 
啟迪：若是可以、總要盡力跟別人和睦。 
「但恐怕觸犯他們……作你我的稅銀。」（太 17:27） 
 
 
 

  
（三）一百五十三條大魚（約 21:1-23） 

地點：提比哩亞的海邊 
時間：約在主後 30年 
背景：主耶穌復活後、在天將亮時、在提比哩亞海邊第三次向門 
 徒顯現、然而一夜捕魚都沒收穫的門徒卻認不出站在岸上 
 和他們交談的是耶穌。 
簡況：耶穌吩咐門徒把網撒向船的右邊、門徒遵照了、因而穫得 
 滿滿一網的魚、然而網太重而拉不上來、結果彼得泅水去 
 把滿了 153條大魚的網拉到岸上。最後耶穌為門徒準備了 
 豐富的早飯。 
啟迪：我們作主門徒的當學習耶穌的服侍態度。 
「那網滿了大魚……共一百五十三條。」（約 21:11） 

 
 
 

（四）咒詛無花果樹（太 21:17-22 / 可 11:12-18 ） 

地點：耶路撒冷境內 
時間：約在主後 30年 
背景：耶穌離開耶路撒冷聖殿之後、前往伯大尼住宿、早上返回 
 耶路撒冷的時候、感到餓了、遠遠看到路旁一棵有葉子的 
 無花果樹。 
簡況：耶穌趨前、但在樹上只有葉子而找不著甚麼、耶穌就對樹
 說「從今以後、你永不結果子」、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 
 了。門徒看到都感到驚訝。 
啟迪：無用招災、不履行承諾者就要被定罪。 
「你們禱告……只要信、就必得著。」（太 21:22） 
 

 

 

基督與神蹟「第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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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鍚安堂  
成人主日學  

 

長者班  
神蹟「終結篇」 

（一）從死裡復活（太 28:1-8 / 可 16:1-8 / 路 24:1-11 / 約 20:1-18） 

地點：耶路撒冷附近 
時間：約在主後 30年 
背景：安息日過後、一週的第一天黎明時分、一些從加利利跟隨 耶穌 

上來耶路撒冷的婦女（當中包括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亞拿、 
並雅各的母親馬利亞）、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  

簡況：婦女們看見石頭已從墳墓輥開了。她們進入墳墓卻沒有見到耶 
穌的身體、正猜疑之際、兩個天使對她們說：「為甚麼在死人

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並叫她們回想耶穌
曾在加利利所說 「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復活。」的話。她們就跑去找其他的門徒、把所看到的
事告訴他們、但門徒都以為婦女在胡說、都不相信。然而彼得
和約翰卻立即出來跑去墳墓那裡。約翰先到、在墓門外往裡面
看、只看到細麻布還放在墓裡。彼得隨後趕到並進入墓裡、卻

看到細麻布和耶穌的裹頭巾被捲著放在另外的一處。 
 

（二）復活後向人顯現 

1. 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約 20:11-18）  
背景：馬利亞站在空墳前在哭、當她向墳內探望時、看到兩個 
             天使。 
簡況：天使問馬利亞為何哭泣；馬利亞回答主的身體被人挪走 
           了，但又不知道被放在那裡。說了這話，馬利亞轉過身 
             來卻看見耶穌站在不遠的地方、但她卻不認得是主。 

2. 向兩個門徒顯現（可 16:12-13 / 路 24:13-35） 
背景：在耶穌復活的同一天、兩個門徒（其一個名革流巴）在 
             以馬忤斯路上走著並談論有關主的事情。 
簡況： 耶穌變了形像向他們顯現、他們沒認出主、耶穌責備他 
             們無知並忘記了先知所說過的話、並為他們解釋有關主 
             主自己的經文。沒多久、兩人臨近要去的村子、見主仍 
             前行沒停下、遂極力挽留主跟他們一起住。主便和他們 
             進入屋子裡。二人最後終於認出了主來，並立即前往耶 

                         路撒冷去告訴眾使徒有關主真是復活了的消息。 

 

3. 向十個門徒顯現（路 24:36-43 / 約 20:19-25） 

背景：耶穌在以馬忤斯向兩門徒顯現的同一個晚上、在門徒所 
             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而把門關上了。 
簡況：耶穌突然現身在門徒中間並向他們問安。當時多馬並不 
           在場、其他門徒以為是見到了耶穌的魂。耶穌亦同時向門 
             徒展示了祂手和肋旁的傷痕、並向他們吹氣、讓門徒接受 
             聖靈。最後、耶穌更喫了門徒給祂的魚。 
  

4. 再向門徒和多馬顯現（約 20:24-31） 
背景：沒多久、門徒告訴沒在場的多馬他們己看見主了、但多 
             馬表示除非親眼看到和親手觸摸到、他就不信。 
簡況：翌日、門徒又在屋內聚集、這次多馬也在。屋門雖然關 
             上了、耶穌又來站在他們之中、主讓多馬用手探祂肋旁。 
             多馬由衷呼喊「我的主、我的神」 
 

5. 向七門徒顯現（約 21:1-25*） 
背景：詳情可參閱第七堂「耶穌主宰大自然的神蹟 」中的 153 
             條大魚的神蹟。 

 

（三）被帶到天上（可 16:19-20 / 路 24:50-53） 

地點：橄欖山上 
時間：約在主後 30年（約一週後） 
背景：耶穌在十一個門徒聚集的地方先責備他們不信和心剛硬、然後 
 向門徒發出了大使命。  
簡況：耶穌說「你們到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 
 得救、 不信的人必被定罪」（可）「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太）「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路）。  
  然後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舉手給門徒祝福、其間耶穌      
 就離開了他們、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邊。 

 

基督與神蹟「第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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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班  
附錄 

｛ 復活 Resurrection ｝ 
        基督曾三次使人從死裏復活（睚魯的女兒、拿因城寡婦之子和拉
撒路）。但與其言這些人是「復活」、倒不如說他們重獲氣息、甦醒過

來。按聖經的記載、他們只不過是回復到原先的生命而已。保羅也明確

的告訴我們、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十五 20）。然而這些
神蹟顯明基督是死亡之主；祂預言自己被釘死後三天復活、這點非常重

要、因它表明基督是穩操大局的至高主宰、也意味復活的重要性、因這

涉及我們的主話語的真確性。 

        復活對基督論的建立相當重要。耶穌曾預言祂死後第三天復活、這
點對祂的身分有重要的含意。一個能夠如此做的人、比世人大。保羅亦

說「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便是徒然、
你們仍在罪裏」（林前十五 14,17）、基督教是福音、是關乎神差祂的
兒子作我們救主的好消息。與此同時、耶穌不但已經復活、而且有一天

所有人都會復活、因為耶穌說「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就即

使死了、也必活過來」（約十一 25）試想一想、假若基督沒有真的復
活、那麼我們對救恩的成全便沒有確據了。 
 

｛ 升天 Ascension ｝ 
        主耶穌基督升天的事蹟記於徒一 4-11、在路廿四 51、「被帶到天
上去了」一語以及可十六 19 對升天的描述、在較好的聖經抄本中並無
出現。新約聖經中、除了升天一說法外、雖沒有對耶穌復活顯現的終止

提拱任何其他解釋、然而耶穌卻藉這個行動向門徒明確地表示、復活顯

現的時期已告一段落、祂返回天上後便要開始聖靈與教會同在的新紀元

了。 

        我們可以說耶穌的升天有以下的目的： 

一�「我去是為你們預備地方」（約十四 2） 
二��耶穌基督是「坐」在神的右邊、這記號表明祂的救贖工作已 
        最終完成。 
三�祂為自己的百姓代求（羅八 34） 
四�耶穌在等待、直到祂的仇敵降服為止；然後祂會再來、完成建 
        立神國最後的一幕（林前十五 2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