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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2021 主日信息：主復活的應許 - 高約瑟牧師】 

經文：經文：約 19:38-40；20:1-8 

 

弟兄姐妹們平安！今天是復活節，我要跟大家分享資訊的主題是：主復活的應許；主耶穌不只道

成肉身，捨命十字架，主耶穌更從死裡復活！主的復活是關乎萬國萬民，聖經很清楚的告訴我

們，主耶穌若沒有復活，我們所信的、我們所傳的就都枉然。基督若沒有復活，就沒有今天的基

督教。主耶穌若沒有復活，人類就毫無希望。到底主耶穌復活，給我們什麼樣的應許？跟你跟我

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讓我們一起來讀：約翰福音第 19章的 38節到 20章的第 8節，這裡告訴我們：「這些事以後，有

亞利馬太人約瑟，是耶穌的門徒，只因怕猶太人，就暗暗的作門徒。他來求彼拉多，要把耶穌的

身體領去。彼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穌的身體領去。39。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裡去見耶穌

的，帶著沒藥和沈香約有一百斤前來。40。他們就照猶太人殯葬的規矩，把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

加上香料裹好了。約 20: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裡，

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2。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有人把主從墳墓

裡挪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哪裡。3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裡去。4。兩個人同跑，那門

徒比彼得跑的更快，先到了墳墓 5.低頭往裡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只是沒有進去。6。西

門彼得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裡去，就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7。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

布放在一處，是另在一處捲著。8。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 

 

這一段經文記載了主耶穌復活的第一現場，你看到的是什麼？你認為什麼東西是耶穌復活的最佳

證據呢？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個兒童主日學老師，就在復活節的前一個禮拜，他在上課的

時候就發給每個小朋友一個塑膠的彩蛋，這個塑膠的彩蛋是可以打開，裡面可以放東西的。他就

告訴那些小孩子，說下個禮拜天你們把這個彩蛋帶回來，並且在裡面要放一樣東西，那樣東西就

是最可以代表、最可以象徵耶穌復活的東西。時間過得很快，七天過去，復活節來了，小朋友再

次回到教會，當他們上主日學的時候，老師就讓這些小朋友當著大家的面，一個一個打開他們的

彩蛋，並且告訴大家，為什麼他要放那樣東西。第一個小朋友在蛋裡面放了一朵小花，他的理由

是，因為耶穌已經復活了，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世界變得更美麗。第二個小朋友裡面放了一個

紙條，上面畫著一顆太陽，他的理由是因為耶穌復活了，所以這世界就已經有了光、有了希望。

第三個小朋友裡面放的一些小糖果，他說：因為耶穌復活了，所以我們才可以吃到 Easter 

Candy ，當他說完這句話以後，教室裡面就哄堂大笑。也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小朋友，他的名

字叫做 Philip，Philip 有一點輕微的自閉症，平常跟其他的小朋友也不太有互動。他也就在這

個時候打開了他帶來的彩蛋，而那個彩蛋裡面竟然什麼東西都沒。其他那些小孩子看到以後，他

們彼此對看，那個交換的眼神似乎在傳達一個資訊就是，他們並不感到非常的意外，因為他們認

為 Philip 根本沒有聽懂老師的意思。就在這個時候 Philip開口說：耶穌復活了，墳墓是空的，

整個教室突然沈默。老師接著就說：Philip說得對，耶穌復活了，墳墓是空的。剛才我們所讀的

經文已經很清楚告訴我們，約翰見證了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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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約翰福音 20章第 8節告訴我們說：「先到墳墓的那個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 到底約翰

看見什麼就信了呢？我們可以換另外一個問題來問，約翰看見什麼？或者我們可以講約翰沒有看

見什麼所以他才信？約翰因為沒有看見耶穌的身體還在墳墓裡，所以他就相信耶穌已經復活了。

無可否認，耶穌復活以後留下了一些空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空的東西，至少有三樣：第一，留下

了空的十架；第二，耶穌復活以後留下了空的墳墓；第三，耶穌復活以後留下的空的細麻布；而

今天這三樣空的東西，卻滿了上帝的應許，滿了主復活的應許，到底有哪些的應許呢？ 

 

什麼是主耶穌復活的應許： 

 

1、空的十架......應許罪得赦免 

2、空的墳墓......應許永生盼望 

3、空的細麻布......應許與主親近 

 

今天我們就從這三點來思想，主復活的應許到底跟你跟我有什麼樣的關係？ 

 

1、空的十架......應許罪得赦免 

我們來思想，空的十架應許我們，我們的罪已經得了赦免，為什麼？我們不要忘記耶穌確實為我

們上了十字架，耶穌也為我們釘了十字架，為什麼十字架會是空的呢？只有一個可能，也就是耶

穌從十字架上下來，所以十字架就變成空的。但是問題是耶穌如何從十字架上下來？有兩個可

能，一個就是耶穌自己下來；另外一個就是別人把耶穌的身體取下來；而這兩個可能性就說明瞭

兩種完全不同的意義。我們思想第一個可能，耶穌從十字架上自己下來；在馬太福音第 27章 41

節告訴我們，就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那個當下 「有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也是這樣戲弄他說：他救

得了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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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們

不相信耶穌可以在那個時候從十字架上下來，但是你我相不相信可以呢？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他

仍然有他的神性，耶穌如果要的話，他絕對可以從十字架上面輕而易舉地下來。 

 

我們不要忘記，耶穌上十字架不是無奈的，是他自己甘願捨命的，耶穌下了十字架也是一樣，他

有他自己的選擇，不會因為別人說了什麼話激動了他，所以他就改變了主意。耶穌已經定義要上

十字架，並且要釘在十字架上面。我們感謝主！耶穌並沒有在那個時候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否則

就會發生一件事情，就是他能救自己，不能救別人。耶穌如果在釘十字架的時候突然從十字架上

下來，他就只能救他自己，不能救你、救我、救全世界的人。第一可能，是不可能的！讓我們來

看，耶穌留下了空的十字架，並不是耶穌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而是別人把他的身體從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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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來，馬可福音第 15章 43節告訴我們：「 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他放膽進去見彼

拉多，求耶穌的身體；（ 當時羅馬有一個規矩，就是釘十字架的人，他的家屬、他的親友可以來

領取他的身體，為他安葬。但是有一個要求、有一個前提，就是這一個受刑人必須要確定已經斷

氣，並且要斷氣一段時間。當亞利馬太的約瑟來求彼拉多的時候，彼拉多非常驚訝，這裡告訴我

們說：）44   彼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便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死了久不久。45   既從百夫

長得知實情，就把耶穌的屍首賜給約瑟。」 

 

屍首！是屍首，耶穌不只為我們釘十字架，耶穌為我們釘死十字架！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因為

罪的工價乃是死，如果耶穌沒有死，我們就必須要面對死亡。今天耶穌為我們釘死十字架，使神

的救贖應許得到了成就。我們必須要思想耶穌在十字架上面曾經說了一句話，他說：「成了！」

你知道當耶穌說「成了」這句話，天上發生了什麼事嗎？天父看到祂的兒子已經完成了救贖工作

的時候，祂看到了我們這一群罪人，看到這一群罪人把耶穌送上十字架，天父就做了一個事情，

就好像在我們的罪狀上面，如同蓋了一個印一樣，而那個印只有四個英文字母就是：P A I D ；

Paid ，耶穌已經償還了我們的罪債！ 

 

羅馬書第 5章第 7節告訴我們說：「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瞭。」  

 

弟兄姐妹，我們之所以罪得赦免是因為耶穌擔當了我們的罪！就在若干年前，菲律賓有一群天主

教徒，他們在耶穌受難周的時候，辦了一個宗教活動，叫做體驗十字架。有一群年輕人他們掛在

十字架上面，在街上遊行，要提醒大家耶穌釘十字架，我們都知道，他們所體驗的十字架跟耶穌

所釘的十字架，差的是十萬八千里。這一群人基本上並沒有釘在十字架上面，他們是站在十字架

上面，因為他們的腳上有一個踏板，他們腰上有一個護套來支撐他們身體的重量。而他們的兩手

被掛在十字架上面，是用很軟的布條把他的綁起來。事實上他們的手是抓著布條，所以他們才不

會從十字架上面掉下來。耶穌不是體驗十字架，耶穌是被釘十字架，耶穌是被釘死十字架！忍受

了各種不同的羞辱、淩虐，還有所有的疼痛...... 弟兄姊妹，耶穌為我們捨命，今天我們看到

「空的十字架」的時候，必須要被提醒。提醒耶穌已經為我們付出的極重的代價，使我們的罪得

赦免，我們心中要充滿著感恩！你想到空的十字架的時候，你想到這一層意義嗎？不僅如此，空

的十字架還有一個更深的意義。 

 

“空的十字架”更深的意義： 

我們要瞭解空的十字架更深的意義，我們必須要來看一段經文，這段經文就記載在約翰福音的第

8章，它的背景就是，有一個正在行淫亂的婦人，被逮個正著，法利賽人和文士就把她帶到耶穌

的面前，要問耶穌如何來處置她？事實上他們藉著這樣一個機會，給耶穌設一個陷阱，耶穌如果

說：就把她用石頭打死，那耶穌就觸犯了羅馬的民法。因為猶太人在那個時代並沒有定死罪的權

利，並且也跟耶穌要愛人如己的教導互相矛盾。如果耶穌說就把她放了，等於是公然挑戰摩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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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因為摩西律法說這樣子的人應該要用石頭打死。可是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他並沒有進退兩

難，耶穌彎下腰來在地上寫字，寫完字以後他就對著這些群眾說：「你們當中誰沒有罪就可以拿

石頭丟她打她。」這句話一出，這些群眾由老到少一個一個就離開了，等於默認他們統統都是罪

人。就在這時候，約翰福音第 8章第 10節：「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那裡

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11   她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

犯罪了。」她稱耶穌為主，她稱耶穌為她生命的主，耶穌就對她說：「我也不定你的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 弟兄姐妹，這幾個字對你來講是不是太輕鬆了？耶穌說一句話就可以給我們

赦罪嗎？耶穌絕對有赦罪的權柄，但是耶穌說這句話，並不是告訴我們他赦罪是那麼樣的輕鬆，

我們必須要看到這句話真正隱藏的意義，耶穌這句話等於是做一個預告，向這個婦人預告，也向

所有當時的人預告，耶穌說我不定你的罪的意思是說：我要背負你的罪，我要為你的罪，被釘十

字架！弟兄姐妹，你看到這個真理沒有？耶穌為我們付出極重的代價才能說：你們的罪赦了！一

個人若是犯了罪，沒有罪惡感是非常的可憐。但是一個人如果已經信了耶穌，已經向神認罪，並

且神已經赦了他的罪，他仍然還活在罪惡感裡面，那就非常的可悲。 

 

無可否認，我們每個人都曾經做過錯的事情，得罪了神，並且傷害了人。是的，神已經赦免了我

們的罪，我們若向神認罪，神就赦免我們的罪，我們就應該不要再自我定罪。耶穌不定罪我們，

我們也不要自我定罪，這是「空的十字架」第一個更深的意義。不僅如此，我們要效法耶穌，我

們不要彼此定罪，不要定罪別人，我們應該要放過別人，我們應該要懂得饒恕別人。「空的十字

架」就在提醒我們，我們都是一個被赦罪的人，我們要懂得饒恕別人。不僅如此，「空的十字

架」還有一個更深的意義，也就是記載在這段經文的最後一句話，耶穌對婦人說什麼？他說：

「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 換句話就是，今天我們的生命是神用重價買贖回來的，如果我們繼

續犯罪的話，就如同把耶穌重釘十字架一般！ 

 

今天我們這一群已經被赦罪的人，我們應該要追求聖潔，不要活在罪中。你看到、你想到「空的

十字架」的時候，你有想到這麼深層的意義嗎？弟兄姊妹，不僅如此，最後「空的十字架」還帶

給我們一個，我們今天都必須要知道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意義呢？在最近美國社會流行的一句

話，就是叫做「命貴」；誰的命貴，誰的命貴？！曾經有人就在傳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

命貴，有人就接著傳員警的命也貴 Blue Lives Matter 因為員警穿的藍色制服。今天誰覺得他的

命不貴呢？我們每個人都命貴，事實上命貴不貴，不是我們說了算，在神的眼中到底誰的命貴，

那才是最重要的。耶穌為誰捨命，誰的命就貴，耶穌為世人捨命，無可否認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在神的眼中他的生命都看為寶貴！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真正經歷這個寶貴生命救贖的人，才是真正主觀得到那個貴重的生命，也就

是耶穌用寶血買贖回來的，接受耶穌成為救主的人，就是基督徒 Christian Lives Matter ，耶

穌說我為你捨命，我用生命把你買贖回來，基督徒的生命貴，這是什麼意思呢？基督徒的命貴，

並不是不叫我們這群神的兒女，在那裡自我陶醉。基督徒的命貴，是要活出一個客觀的事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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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你如何使用你的生命，如果你覺得你的生命是貴重的，那你就必須要把你的生命，活在一個

貴重的用途上面。到底什麼樣的用途是貴重的呢？就在哥林多後書第 5章第 15節給我們答案：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你看到

了沒有，什麼樣的命是貴的？是你如何使用你的生命，你如何活出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如果是為

主而活，那就是「貴」的生命！ 

 

我們有沒有看到「空的十字架」給我們的意義呢？空的十字架給我們的意義就是： 

ａ. 不要自我定罪 

ｂ.不要定罪別人 

ｃ.不要繼續犯罪 

ｄ.一生為主而活 

 

我們不要再自我定罪，因為主不定罪我們，主已經饒恕了我們的罪，也叫我們不要定罪別人，並

且我們不要繼續犯罪。更重要的是，「空的十架」提醒我們，我們生命是神重價買贖回來的。我

們的命是寶貴的，我們的命必須要能夠一生為主而活，活出這個尊貴生命的價值。「空的十字

架」不只提醒我們，我們的罪得赦免，不只告訴我們神的救贖已經成就，「空的十字架」必須引

發我們內心深深地自省，到底我們目前生命的光景，夠不夠得上神如此的恩典呢？我們必須深深

地自省，到底我們活出來的生命有沒有達到這種更深的意義呢？ 

 

2、空的墳墓...... 應許永生盼望 

「空的墳墓」就應許我們，應許我們已經有永生的盼望；我們都知道墳墓是埋葬死人的地方，耶

穌不在墳墓裡，墳墓留不住耶穌，死亡無法捆綁耶穌，死亡無法監禁耶穌，耶穌已經勝過死亡給

我們永生的盼望！哥林多前書第 15 章 55節說明瞭這個寶貴的真理。這段經文告訴我們說：「死

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阿，你的毒鈎在那裡？（ 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死亡絕對有權勢，死

亡是有毒鈎的，這裡告訴我們說：）56   死的毒鈎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 你明白這句

話跟你我的關係嗎？這句話講的更明白的話就是，我們這一群罪人在律法的面前都要接受死亡的

毒鈎。）57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因為基督得勝，因為基督已經勝過

死亡，基督已經征服了死亡，所以我們這一群基督的跟隨者，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救主的這一群

人，我們也跟著得勝，我們就得到了永生的盼望！我們就不必面對律法的審判，因為耶穌已經為

我們擔當了一切，空的墳墓就是告訴我們，我們罪的毒鈎已經不在我們的身上了，對我們沒有任

何的威脅。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想明白這個真理嗎？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曾經有一對父子，他們就在這種

四月風和日麗的天氣裡，開著他們的車子，在鄉間小道上遨遊。他們來到了一個農莊，就在一棵

大樹底下休息。也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一隻蜜蜂飛到他們的車子裡。當時他的兒子看到嗡嗡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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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他就非常的驚恐、非常的害怕，馬上說爸爸你趕快救我！你救我！他的父親看到這個情

景，立刻伸手，一手就抓住這個蜜蜂，所以就平息了他兒子的那種恐懼。當他兒子正在喘氣的時

候，他的父親突然又把手一張開，沒有想到蜜蜂又飛了出去，他的兒子就歇斯底里的說：爸爸你

救我！這時候他爸爸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的手給他的兒子看，對他說：你看蜜蜂的刺已經在我

的手上，他已經無法威脅你，它對你已經沒有任何的威脅。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死亡的毒鈎

已經在耶穌的手裡，死亡的毒鈎已經在耶穌的手裡被粉碎！死亡，已經沒有辦法對我們這群相信

耶穌的人有任何的威脅！因著耶穌勝過死亡、征服死亡，我們得到了永生的盼望。 

 

「空的墳墓」 耶穌的門徒見證了空的墳墓，見證空墳墓的那個門徒約翰，他有一個特別的經歷，

那個經歷就記載在啓示錄的第 1章第 17節，有一次耶穌向他顯現，這裡告訴我們約翰說：「我一

看見，就僕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

的，18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

匙。」 我想這句話我們非常的熟悉，耶穌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耶穌他有永恆的過去，他

有永恆的未來，他是永活的神！這一開始告訴我們，使徒約翰說我一看見，他馬上就知道那是耶

穌。我不曉得為什麼？為什麼他可以馬上就認出耶穌？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耶穌對

他說不要懼怕，同樣也會對我們每一個人說不要懼怕！耶穌知道我們裡面的恐懼，知道我們裡面

的憂慮，耶穌說不要懼怕！為什麼？因為耶穌的手上握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今天我們必須要能

夠思想，如果耶穌向我們顯現，我們如何認出他來呢？就算耶穌沒有向我們顯現，只要我們想到

「空的墳墓」，我們想到耶穌手上還有那個死亡毒鈎所留下的那個痕跡，我們就必須要相信，我

們就要釋放那個恐懼，因為我們相信耶穌已經勝過死亡，讓我們得著了永生的盼望。每當我們想

到「空的墳墓」，就要釋放我們對死亡的恐懼。 

 

「空的墳墓」更深的意義： 

弟兄姐妹，空的墳墓不只是要告訴我們，我們是有盼望而已，空的墳墓就在今生就要影響我們，

就要影響我們的思想、就要更新我們的看法、就要要改變了我們的觀念，到底要影響我們什麼樣

的思想呢？ 

 

ａ. 影響我們“屬世的思想” 

「空的墳墓」墳墓是空的在告訴我們什麼？有一天墳墓都是我們最後在地上的歸宿，那個地方是

空的是什麼意思呢？我可以告訴你，你我這群神的兒女，耶穌復活我們有一天也要跟著他一起復

活，我們的墳墓也會是空的，「空的墳墓」就在提醒我們，地上的一切都是暫時的，沒有一樣是

可以帶走的，不管是我們的財富、不管是我們的地位、我們的學問、我們的身份，通通都會留在

地上，這一切東西就會成為過眼雲煙。「空的墳墓」提醒我們，我們不要太在意今生的東西；但

是無可否認我們活在世上，我們有一些屬世的思想必須要被改變。什麼樣屬世的思想？我們常常

會跟世界上的人一樣，想要的就是世界上的那種福氣，我們常常也定義什麼叫做“富有”，你想

知道什麼叫做富有嗎？美國有一個作家叫做 Henry Garrity 他寫了一本書，裡面有個故事，這個

故事值得我們好好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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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故事裡面講到有一個財主，這個財主的名字叫做 Carl 他擁有了一個很大的農莊，他有一個

嗜好，就是喜歡騎著他的馬 

到處跑，尤其是走過山谷來 s到高峰，他從高處向下眺望，看到他所擁有一大片的土地，農作物

都已經成熟了，並且有很多的佃農在為他收割，他看到了以後就非常的滿足、就非常的有成就

感。有一次 Carl 遠遠的看到有個老農夫在樹下準備要吃午飯，他很好奇的就跑了過去，那時候

他看到農夫正低頭閉目雙手合十的在做謝飯禱告，他看到他的午餐只不過是非常簡單的一塊粗糧

做的餅，加上一點點的乳酪。等到這個老農夫禱告完了以後，他似乎非常不屑的說了一句話，他

說：這有什麼好感謝的，就那麼一點點東西。沒想到老農夫非常謙卑地回答他說：夠了夠了，我

很感謝神，我很感謝神為我預備！我很感謝神供應我這一切！很顯然這些話 Carl 這個財主並不

以為然，他立刻就想要走。老農夫就說請你等一下，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就是我昨天晚上做

了一個夢，在夢中我來到了一個情境，非常的光亮、非常的美好。而且我聽到有聲音對我說：這

個農莊裡最富有的那個人，今天晚上會死。「這個農莊裡面最富有的人，今天晚上會死。」  

Carl 聽了以後心裡就想別胡說八道，他掉頭騎著馬就離開。沒想到，他一路上越想越不對，這句

話揮之不去。他心想這個農莊最富有的人不就是我嗎？我今天晚上就會死嗎？怎麼可能呢？他越

想突然胸口就開始悶了起來，於是他趕快跑回家打電話給他的醫生，他的醫生就對他說：不會有

事的，你的身體非常的好，但是為了要讓你能夠確定，我會來給你做一個仔細的檢查。等到醫生

檢查完了以後就跟他講說：你的身體力壯如牛，你不用擔心。Carl 那個時候還想說，我為什麼要

被一個老農夫的胡說八道所影響呢，那個晚上他睡著了。隔天一大早，有人在敲他的門，那個人

告訴他說：「主人，那個老農夫昨天晚上過世了。」 

 

弟兄姊妹，你知道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嗎？這個故事不是要讓我們去猜誰會死，我們每個人都

會死，我們每個人遲早都要走向死亡這條道路，這個故事是要提醒我們誰是真正的富有，誰才是

那個農莊裡面最富有的人。從神的角度來講，一個人若是沒有得到永生，他絕對不算是一個富有

的人。今天我們看到「空的墳墓」就知道，我們已經有永生的盼望，基督徒是最富有的，我們必

須要有這樣一個新的思想，我不要被這個屬世的觀念所影響。地上的一切都是過眼雲煙，我們都

帶不走，我們不需要太在意。「空的墳墓」不只要影響我們屬世的思想，還要更新我們死亡的看

法； 

 

ｂ. 更新我們「死亡的看法」 

「死亡」 對很多人來講就好像是一個結束一樣，「死亡」人人都必須經過，但是「死亡」對神的

兒女絕對不是一個終點，「死亡」 並不是我們的最後一站。對基督徒而言，肉體的「死亡」是通

往永恆的捷徑。所以我們不必畏懼死亡，當我們看到「空的墳墓」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有永

生的盼望，我們不必畏懼死亡。不止如此，「空的墳墓」還要改變我們永恆的觀念。 

 

ｃ. 改變我們「永恆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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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一生，就不只是今生，今生只是我們的上半輩子，我們還有下半輩子。很多時候我們會

很怕人家告訴我們，尤其是醫生告訴我們說：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你這一輩子就只能靠

這個藥物了，你的病是一輩子不會好，你必須一輩子要忍耐這樣的疼痛，這些藥只能夠舒緩你的

疼痛，一輩子、一輩子永遠如此！是！我可以告訴你，身為神的兒女我們必須要對「永恆」這兩

個字有新的定義和觀念，我們的一輩子不是醫生所講的那一輩子。今天我們必很清楚的知道，我

們千萬不要隨便亂用「永恆」這個字，我就聽過有人說：我永遠不饒恕某某人，我這一輩子不想

再看到他，我不想跟他在一起。神的兒女不可能一輩子不見面、不可能一輩子不在一起，有一天

我們要跟主耶穌在一起，我們不可能永遠不饒恕人。今天我必須要知道「永恆」的真正的意義是

什麼？今天當我們看到「空的墳墓」我們就知道，永恆是要跟耶穌基督一起度過。當我們看到

「空的墳墓」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新的觀念就是，今生的一切都是暫時的；你的疾病是暫

時的、你的疼痛是暫時的、你肉體的軟弱是暫時的、你的痛苦是暫時的、你的煩惱都是暫時的！

當我們看到「空的墳墓」 的時候，我們就要消除我們的憂慮，我們就要消除我們的絕望！不管你

受了多重的傷，那些傷也是暫時的，不管你有多少的愁苦，那些愁苦都是暫時的。我們不需要一

天到晚活在害怕當中，害怕有些東西我得不到，得到了以後我們害怕那些東西會失去。「空的墳

墓」就告訴我們，地上的東西都是暫時的，有一天我們要與主同在，我們得到的是這樣的盼望！

弟兄姊妹，你有這樣的盼望嗎？ 

 

3 、空的細麻布......應許與主親近 

我們知道細麻布就是把死人跟活人隔開的那塊布。當耶穌被安葬的時候，他的身體被用細麻布、

用沒藥、用香膏，層層的就像黏膠一樣把他包起來，當他整個身體被包了細麻布以後，我們就看

不到耶穌。我們就摸不到耶穌、我們就聽不到耶穌。我不曉得我們大家能不能體會這個「細麻布

是空的」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耶穌復活了，留下了空的細麻布，耶穌並沒有帶著細麻布復活。

到底這是什麼樣的意義呢？你想理解這個意義，我們都必須要知道，這個有使徒來見證，見證細

麻布是留在墳墓裡。約 20:6   「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裡去，就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

裡。」 這到底在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想知道「空的細麻布」的意義，我們必須要認識另外一個

人，這個人也曾經死過，這個人曾經復活，他就是拉撒路。就是記載在約翰福音 11章 43節：當

耶穌向天父禱告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拉撒路就出來，他就死裡復活了。

可是他的復活跟耶穌的復活有一個很大的差別，耶穌復活是留下了細麻布在墳墓裡，但是拉撒路

是帶著細麻布復活。這裡告訴我們說：）44   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

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 

 

拉撒路復活了，跟耶穌的復活不一樣，拉撒路復活的時候他的眼睛有細麻布，他有眼不能看；他

耳朵有細麻布，他有耳不能聽；他有口難言、他的手也不能動、他的腳也不能行走。感謝主!耶穌

的復活不是如此！耶穌的復活留下了空的細麻布，耶穌的眼睛沒有細麻布；耶穌的眼睛沒有細麻

布就意味著復活的基督每天都可以看顧我們。耶穌的耳朵沒有細麻布；耶穌的耳朵天天可以聆聽

我們對他的禱告和呼求。耶穌的口也沒有細麻布；耶穌的口可以向我們吹氣，可以天天用他的話

來供應我們。耶穌的手也沒有捆著細麻布；耶穌的手要每一天帶領他的兒女，繼續奔走這條屬天

的道路。耶穌的腳有沒有捆著細麻布；耶穌的雙腳要行走在教會中間。親愛的弟兄姊妹，你看到

「空的細麻布」你有沒有想到我們與主可以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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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細麻布 ：應許我們隨時可以與主親近「空的細麻布」應許我們，我們可以時刻、天天與主更

加的親近，就好像聖殿裡面的幔子已經裂開，我們可以直接來到至聖所的面前，與主親近一般。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與主親近嗎？你跟神的關係親近嗎？客觀的「細麻布」已經挪去，已經拿開

了，但是你跟神之間還有什麼攔阻呢？你真的跟神很親近嗎？如果不是的話，什麼會是那個攔阻

呢？是你忙碌的生活嗎？是你對屬靈完全沒有胃口嗎？是你體貼肉體睡醒的時候又想多睡一點，

要睡之前又想要看電視，因為你貪愛世界，所以就成為你跟神之間的攔阻嗎？今天我們必須要看

到耶穌曾經對旁邊的人說什麼，他說：「解開讓他走。」 在 2021年的復活節，我們想到「空的

細麻布」我們知道我們可以與主親近的時候，攔阻我們與主親近的那一切，我們都必須要把它解

開，好讓我們可以活出那個復活的新生命，那個新生命是跟神親近的生命，你願意嗎？ 

 

結語： 

最後讓我們來思想，我們一開始所讀的經文，約翰福音第 19章 38到 40節: 這段經文讓我們看到

了兩個人物；就是亞利馬太人約瑟，還有尼哥底母。這兩個人有幾個共同點，第一個共同點就

是：他們是耶穌的門徒；第二個：他們都沒有公開他們的身份；聖經形容亞利馬太是用“暗暗的

作門徒”，形容尼哥底母是“夜裡來見耶穌”，是的，他們暗暗的作主的門徒。這段經文告訴我

們第三個同共同點就是：他們兩個人在耶穌安葬的時候，都獻上了一己之力。到底這兩個人他們

生命中有沒有遺憾呢？我不確定，但是如果有的話，你覺得什麼是他們的遺憾？ 

 

什麼是約瑟和尼哥底母的遺憾？ 

我相信如果他們有遺憾，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在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就公開承認祂就是彌賽亞，

他們沒有大膽的見證他們就是耶穌基督的跟隨者。這就是他們的遺憾，我相信如果他們有遺憾的

話，他們的遺憾就是如此，他們沒有辦法見證耶穌基督。但是感謝主！這樣的遺憾已經不存在，

因為耶穌已經復活了！耶穌已經是永遠活著的主！耶穌不會再釘十字架！耶穌不會再死！但是，

今天我們也有可能會有遺憾，今天的信徒有一個可能的遺憾是什麼？ 

 

什麼是可能會是今天信徒的遺憾？ 

耶穌不會再釘死，可是我們會死。我不曉得大家會不會明白這個意思，今天我們的遺憾跟尼哥底

母的遺憾不一樣，不是在耶穌生前我們沒有為他做見證，而是沒有在我們的生前，在我們還沒有

死之前，我們沒有跟隨耶穌、我們沒有好好的愛耶穌、我們沒有好好的來侍奉耶穌。在今天這個

特別的日子，親愛的弟兄姊妹，在復活節，讓我們那個貪愛世界、愛自己的那個老我，與耶穌同

釘十字架、與耶穌同埋葬。也讓這個復活的日子，讓我們新的生命可以活出來。那個新的生命就

是：沒有一個人等到明天才愛主，沒有一個人要等到未來才願意侍奉主，你願意嗎？ 

 

神如何使用約瑟和尼哥底母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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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奉獻了墳墓、他們奉獻了細麻布，你們發現耶穌並沒有把它們帶走，耶穌把它們留在地上，

成為「空的墳墓」；成為「空的細麻布」；見證了耶穌的復活！成為耶穌復活的證據！親愛的弟

兄姊妹，你看到了沒有，他們的奉獻就成為了耶穌復活的證據！今天你我如何來見證這個復活的

基督呢？ 

 

你我如何見證「復活的基督」？ 

是不是也是一樣，藉著我們的擺上、藉著我們的奉獻、藉著我們把全人交在耶穌的手裡，獻上我

們的時間、我們的金錢、我們的恩賜、才幹、我們的能力、我們的所有，在耶穌的手中被主所

用，來見證我們所信的神、所跟隨的神是復活的基督！是永活的真神！你願意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願意的話，在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讓我們向這位榮耀君王、這位復活

的基督，來唱這首詩歌《因他活著》因他活著，我們的罪得赦免！因他活著，我不畏懼死亡，因

為我已經有永生的盼望！因耶穌活著，我們可以面對明天！因耶穌活著，所以我們天天可以與他

親近！讓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