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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真的復活了嗎？ (下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堂主任 林誠信牧師
（三）幻象論：有人倡議見過耶穌復活的「證人」都患了心
理上的幻覺。這也是極不可能。個人有幻覺是有可能，但集
體及多次有「證人」產生相同幻覺是不可能的。主耶穌絕不
是精神上復活，祂是帶著真實的生前之身體復活，叫不信的
門徒多馬伸出他的指頭看主的手及伸出他的手去探入主被
刺傷的肋旁（約 20:27-28）。祂在耶路撒冷首次向十位門徒
顯現時，問他們為何驚恐，疑惑所見的是魂，便叫他們看及
觸摸主的手腳，祂是有骨有肉的。為要證實祂確是擁有真
實的身體復活，主還在他們面前吃了一片燒魚。（路 24:3643）。主第三次向門徒顯現之處是在提比哩亞海邊，在岸邊
看著整夜勞力打魚的門徒都一無所獲時，便吩咐他們將網撒
在船的右邊，結果捕獲了 153條魚。隨後門徒上岸前來吃由
祂所預備的早餐，有炭火燒的餅和魚！（約 21:4-14）
耶穌有否真正復活，可謂決定了基督教之信仰基礎是否
能站得住腳！教會歷史學家 Philip Schaff曾如此總結："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is therefore emphatically a test question
upon which depends the truth or falsehood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t is either the greatest miracle or the greatest delusion
which history records. " 8 英國著名的哲學家 John Locke，也曾
就基督的復活作出以下評論：主的復活對基督教而言十分重
要，因這歷史事實與祂是否「彌賽亞」（Messiah）的身份是
分不開的。9
世界各大宗教之論述都是單憑根據哲理上之命題，除了
以下四類：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猶太教、回教、佛教，
因這四大宗教都是建立在其創始人身上，不是單建立在一個
哲理上的體系。 10在這四位創教人身上，只有耶穌基督在歷
史上宣告了祂的復活。猶太教之亞伯拉罕、回教之穆罕默德、
佛教之釋迦牟尼，曾在歷史上出現，但早已死去了！著名的
基督教哲學家及護教學者 William Lane Craig曾言："Without
the belief in the resurrection the Christian faith could not have
come into being. The disciples would have remained crushed and
defeated men. Even had they continued to remember Jesus as their
beloved teacher，his cruciﬁxion would have forever silenced any
hopes of his being the Messiah. The cross would have remained
the sad and shameful end of his career. The origin of Christianity
therefore hinges on the belief of the early disciples that God had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 11
有關耶穌確實從死裡復活有以下四樣鐵證： 12
（一） 葬於財主墓穴：四本福音書都一致地記載耶穌是安葬
在猶太貴族，亞利馬太人約瑟之墳墓中。這約瑟是將耶穌定
罪的猶太公會 70名成員之一。若耶穌復活是門徒虛構的，他
們毋須要將這個光環掛在公會成員的頭上。其實，此事實乃
要應（轉內頁 6）（承封面）驗舊約預言主與財主同葬的應
驗（賽 53:9）。
（二） 空墳墓最早見證人：四本福音書一致地記載最早發
現空墳墓的竟是前來掃墓的一班婦女。按當時第一世紀的巴
勒斯坦社會習俗，婦女的證詞一般是不被信賴及接受的。按
猶太人史學家約瑟夫的記載，猶太人之法庭是不能接受女士
們的見證。若初期教會是要虛構耶穌復活的事蹟，他們大可
選擇更有公信力的男門徒作為最早發現空墳墓的見證人。但
《聖經》作者要忠實地將歷史真相陳述出來。神使用了一班
婦女，忠實地報導出她們所經歷之事實。
（三） 見過復活的主耶穌之見證人：
耶穌於復活後曾向很多人顯現過 （哥林多前書 15:5-7），包
括：
(a) 彼得 （磯法）
(b) 12使徒
(c) 500多位弟兄
(d) 雅各
(e) 眾使徒
(f) 保羅
主耶穌從墳墓中復活至升天共 40天，分別向以上很多跟
隨的門徒在不同的情景下顯現。若揚言這是精神幻覺所見之
主耶穌，但這麼多曾目擊耶穌復活的見證人，有一大半人在
保羅寫哥林多書信時仍存活，這是不可能的集體幻覺。
（四） 耶穌的門徒生命之徹底改變：
這班目擊耶穌復活的使徒，生命大有改變。三次不認主
的彼得日後為信仰殉道；原初不相信耶穌的親胞弟雅各，在
見證祂的復活後生命完全改變，成為第一世紀耶路撒冷教會
的領袖。甚麼導致他們生命如此大的改變，從否認、不信，

最後竟願為耶穌的信仰寧願抛棄自己的生命，也要至死跟隨。
他們必然是為一個真相存活：耶穌確實復活了！
耶穌確實從死裡復活，是通過歷史嚴格考證的事實。若
要推翻的話，必須回答以下歷史的證據：
1. 耶穌被亞利馬太約瑟墓葬之事實
2. 發現空墳墓的事實
3. 耶穌復活後 40天向多人顯現的事實
4. 門徒及使徒絕對相信耶穌復活的事實
若主耶穌確實在歷史上已復活，按《聖經》所記載有關
祂的宣稱與應許也必定是事實了。「4按神聖的靈說，因從死
人中復活，用大能顯明他是神的兒子。∕ 25 耶穌被出賣，
是為我們的過犯；他復活，是為使我們稱義。」（羅 1:4,
4:25）。主耶穌確是神兒子，祂在十架上的死亡與第三天之
復活，叫一切信靠祂名字的門徒得蒙救贖，被稱為義。我們
既然擁有如此尊貴的身份和福份，理應善用餘下的人生，按
神心意為永恆的目標與價值去生活。正如托爾斯泰在他的
《告白》（A Confession）一書中分享到他在五十歲時差點
自殺，因他內心一直在探索一個問題＂“What will come of
what I am doing today or tomorrow? What will come of my whole
life? Why should I live, why wish for anything, or do anything?" It
can also be expressed thus: Is there any meaning in my life that the
inevitable death awaiting me does not destroy? ” 13
面對人生幻變，但只有耶穌不變。祂為我們的罪死而復
活的事實，帶給人類真正的盼望。今天，人不再懼怕死亡之
威嚇，因為信靠基督耶穌，不但罪得赦免，且有喜樂平安去
等待祂應許第二次榮耀的再來，叫屬祂的人必先從死裡復活，
進入永恆榮美的天家！
如今在地上生活，縱然遇到艱難，也能倚靠這位賜人生
命及復活盼望的主，勇闖未走過明天的道路！您今天為何事
沮喪，甚至對神失掉信心呢？別忘記保羅昔日對哥林多教會
之勸勉與鼓勵：「32從人的觀點看來，我當日在以弗所同野
獸搏鬥，對我有甚麼益處呢？如果死人沒有復活，「讓我們
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 55「死亡啊！你得勝的
權勢在哪裏？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裏？」56死亡的毒刺就
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57感謝神，他使我們藉著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得勝。58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
不可動搖，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你們知道，你們在主裏
的勞苦不是徒然的。」（林前 15:32,55-58）。
正因耶穌基督復活的榮耀事實，我們可絕對肯定祂必要
榮耀再來的應許成就。屆時，地上一切的邪惡與不公，都要
在祂大公無私、絕對無誤的審判下得審判。一切的善行與在
主耶穌裏的忠心與勞苦工作，必得到祂親自的稱讚與獎賞！
（腓 3:14；提後 4:8；雅 1:12；彼前 5:4；啟 2:10）弟兄姊妹
不要灰心，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竭力向著基督的標竿直跑，
讓我們領取基督所賜不同的冠冕吧！
最後，讓我引用德國神學家 Gerd TheiBen對主耶穌復活
之事實的反思作為本文之結束。
復活的信息要告訴有宗教信仰的人甚麼？ 14
十字架和復活都是極限的經驗，在那裡我們失敗了，並
且在失敗中感受到上帝的奧秘。在這種時刻中，它們使得那
些否認罪債與痛苦、草率地就想通往永恆的橋樑崩塌。在這
種時刻中，它們揭開了上帝的奧秘，不是展現出一種真善美
的圓滿完成，而是與這個世界互相衝突：上帝選擇了這世界
看為愚拙的、沒有名望的。凡是裡面一無所有的，將會從無
有當中得到新的生命。復活就是更新的創造經驗。在這種時
刻中，復活之光要照亮創造的智慧，雖然世界如此愚拙。在
這種時刻中，復活之光要更新生命，雖然生命如此短暫。在
這種時刻中，復活之光要激起鄰舍之愛，雖然有仇恨阻礙。
十架和復活將對意義的肯定更新為上帝的平安，它比一切的
理性還要崇高，也比世上一切荒謬的行為還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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