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活節的宣告及回應 

以下當用喜樂的心宣告及回應 

 

宣告:  主復活了 

 

回應:  主真是復活了 



上帝卻叫他 
從死裡復活了 



使徒行傳 第三章  

12   彼得看見, 就對百姓說, 以色列人哪, 為甚麼把這事
當作希奇呢. 為甚麼定睛看我們, 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
和虔誠, 使這人行走呢.     13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的  神, 就是我們列祖的  神, 已經榮耀了他的僕人耶穌
(僕人或作兒子). 你們卻把他交付彼拉多. 彼拉多定意要釋
放他, 你們竟在彼拉多面前棄絕了他.     14   你們棄絕
了那聖潔公義者, 反求著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     15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   神卻叫他從死裡復活了. 我們都
是為這事作見證.     16   我們因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
們所看見所認識的這人, 健壯了. 正是他所賜的信心, 叫
這人在你們眾人面前全然好了.      



使徒行傳第三章 
 

17   弟兄們, 我曉得你們作這事, 是出於不知, 你們
的官長也是如此.     18   但  神曾藉眾先知的口, 
豫言基督將要受害, 就這樣應驗了.     19   所以你
們當悔改歸正, 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 這樣, 那安舒
的日子, 就必從主面前來到.     20   主也必差遣所
豫定給你們的基督耶穌降臨.     21   天必留他, 等
到萬物復興的時候, 就是  神從創世以來, 藉著聖先
知的口所說的. 



初期教會的狀況 
 



初期教會的狀況 
主升天的前後 



初期教會的狀況 
主升天的前後 

使徒行傳第一章  3   衪受害之後, 用許多的憑
據, 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
們顯現, 講說  神國的事.   4   耶穌和他們聚
集的時候, 囑咐他們說, 不要離開耶路撒冷, 要
等候父所應許的, 就是你們聽我說過的.   5   
約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幾日, 你們要受聖靈的
洗.      6   他們聚集的時候, 問耶穌說,  

 主阿, 你復興以色列國, 就在這時候嗎? 

 



初期教會的狀況 
主升天的前後 

15   那時, 有許多人聚會, 約有一百二十名, 彼得
就在弟兄中間站起來, 說, …… 21   所以主耶穌
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   22   就是從約翰施
洗起, 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 必須
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 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
復活的見證 ……. 24   眾人就禱告說, 主阿, 你
知道萬人的心, 求你從這兩個人中, 指明你所揀選
的是誰, 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 ……  26   於是眾
人為他們搖籤, 搖出馬提亞來. 他就和十一個使徒
同列. 

 

 



初期教會的狀況 
 主升天的前後 

 聖靈降臨後的早期教會 

使徒行傳第二章 1   五旬節到了, 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
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3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   5   那時, 
有虔誠的猶太人, 從天下各國來, 住在耶路撒冷.   6   
這聲音一響, 眾人都來聚集, 各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
談說話, 就甚納悶.   7   都驚訝希奇說, 看哪, 這說
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麼.   8   我們各人, 怎樣…….   
9   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 講說  神的大能作為 

 



初期教會的狀況 
主升天的前後 

聖靈降臨後的早期教會  

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 站起, 高聲說, …… 22   ……  神藉
著拿撒勒人耶穌, 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  奇事, 神蹟, 將他證明
出來, 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23   他既按著上帝的定旨先見, 
被交與人, 你們 …… 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 …… 32   這耶
穌,   上帝已經叫他復活了, 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33   他
既 …… 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 澆
灌下來. ……36   故此, 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 你們釘在十
字架上的這位耶穌,   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初期教會的狀況 
主升天的前後 

聖靈降臨後的早期教會 
37   眾人聽見這話, 覺得扎心, 就對彼得和其餘的
使徒說, 弟兄們, 我們當怎樣行.   38   彼得說, 
你們各人要悔改,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
罪得赦,  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39   因為這應
許是給你們, 和你們的兒女, 並一切在遠方的人, 
就是主我們  神所召來的.   40   彼得還用許多話
作見證, 勸勉他們說, 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
世代.   41   於是領受他們的人, 就受了洗, 那一
天, 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初期教會的狀況 
主升天的前後 

聖靈降臨後的早期教會 

在教會被大大迫害之前 



初期教會的狀況 
主升天的前後 

聖靈降臨後的早期教會 

在教會被大大迫害之前 

使徒行傳三至七章 



一些錯誤的假設及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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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賙濟 



一些錯誤的假設及心態 
瘸子的期望 

得到賙濟 

從被治好後的表現看 



一些錯誤的假設及心態 
瘸子的期望 

百姓的誤解 



一些錯誤的假設及心態 
瘸子的期望 

百姓的誤解 

3:12   彼得看見, 就對百姓說, 以色列人哪, 
為甚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 為甚麼定睛看我們, 
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虔誠, 使這人行走呢.  



一些錯誤的假設及心態 
瘸子的期望 

百姓的誤解 

3:12   彼得看見, 就對百姓說, 以色列人哪, 
為甚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 為甚麼定睛看我們, 
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虔誠, 使這人行走呢. 

靈恩派豈非常用這錯誤心態去誤導人嗎? 



一些錯誤的假設及心態 
瘸子的期望 

百姓的誤解 

官府的大錯 



一些錯誤的假設及心態 
瘸子的期望 

百姓的誤解 

官府的大錯 

3: 13 ……你們卻把他交付彼拉多. 彼拉多定意
要釋放他,你們竟在彼拉多面前棄絕了他.     
14   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 反求著釋放一
個兇手給你們.  15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  



本末顛倒的價值觀 
 



本末顛倒的價值觀 
 甚麼最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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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顛倒的價值觀 
 甚麼最重要呢? 

 對瘸子而言 

 對百姓來說 



本末顛倒的價值觀 
 甚麼最重要呢? 

 對瘸子而言 

 對百姓來說 

 從官府去看 

 



本末顛倒的價值觀 
 甚麼最重要呢? 

 對瘸子而言 

 對百姓來說 

 從官府去看 

 使徒的角度 



本末顛倒的價值觀 
 甚麼最重要呢? 

 對瘸子而言 

 對百姓來說 

 從官府去看 

 使徒的角度 

 先知的豫言 

 



本末顛倒的價值觀 
 甚麼最重要呢? 

 對瘸子而言 

 對百姓來說 

 從官府去看 

 使徒的角度 

 先知的豫言 

 被私慾及政治化的解釋 



本末顛倒的價值觀 
 甚麼最重要呢? 

 對瘸子而言 

 對百姓來說 

 從官府去看 

 使徒的角度 

 先知的豫言 

 被私慾及政治化的解釋 

 美國基督教有相同危機嗎? 

 



主復活所彰顯的大能 
 



主復活所彰顯的大能 
勝過死的權勢 



主復活所彰顯的大能 
勝過死的權勢 

羅馬書 5: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死
又是從罪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
犯了罪. 



主復活所彰顯的大能 
勝過死的權勢 

羅馬書 5: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死
又是從罪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
犯了罪. 

哥林多前書 15: 55 死阿! 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 
死阿! 你的毒鉤在那裡?  56 死的毒鉤就是罪, 
罪的權勢就是律法.  57 感謝上帝! 使我們藉著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主復活所彰顯的大能 
勝過死的權勢 

賜給我們人生的真正盼望和意義 



主復活所彰顯的大能 
勝過死的權勢 

賜給我們人生的真正盼望和意義 

約翰福音 11:25   耶穌對她說: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主復活所彰顯的大能 
勝過死的權勢 

賜給我們人生的真正盼望和意義 

腓立比書 1: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
處.  22   但我在肉身活著, 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  23   我正在兩難之間, 
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24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 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25   我
既然這樣深信, 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 且與你們眾人
同住, 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 又長進又喜樂.   



路加福音 第24 章 

16   我告訴你們, 我不再喫這筵席, 直到我成
就在上帝的國裡.   17   耶穌接過杯來, 祝謝
了, 說, 你們拿這個, 大家分著喝.   18   我告訴
你們, 從今以後, 我不再喝這葡萄汁, 直等上帝
的國來到.   19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 就擘開
遞給他們, 說, 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的. 你
們也應當如此行, 為的是記念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