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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八1~10震动之后震动之后
01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

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
然 地大 动 为有主的使者从 来02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03他的相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03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
04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
05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06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07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

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哪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08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地欢喜，

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
09忽然，耶稣遇见她们，说：「愿你们平安！」

她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10耶稣对她们说 「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10耶稣对她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基督教的节日，
都都都都都都 都都都那那 复活节我是是是 我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那那，复活节我是是是我我，

大家都很熟悉复活节的故事、经文也读过很多，

那么重要的事情 应该怎么说 应该说什么？那么重要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应该说什么？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是我我，也我许多人的问题
我我我我我我早期基督徒是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早期基督徒是我我

意思是复活节过后，几天、几个星期、几年、

十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千多年，十 年、 十年、 百年、千多年，

我我可以说什么呢？我我可以怎么说呢？

特特特复活节的清晨，生生生我都都生是纠结、忧伤。特特特复活节的清晨 生生生我都都生是纠结 忧伤
我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早期教会的问题，

当我仔细读圣经是的的，当我 是的的

我你你你每一卷福音书的作者，

都是很努力地让他的读者，

回想第一个复活节的清晨…

约翰福音，作作作作作作复活的主，

进入那因害怕 躲藏在门背后的门徒当中进入那因害怕、躲藏在门背后的门徒当中，

复活主进到里面的时候跟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然后赐予圣灵。「愿你们平安！」然后赐予圣灵。

路加福音，复活的主耶稣向向向向向向是门徒显你，

是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是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并且在擘饼的时候，使得他们看见。

马可福音，都那那那是妇女，成成作作是挑战 –马可福音 都那那那是妇女 成成作作是挑战
 究竟我们会不会传扬这个复活的信息呢？

 还是我们很害怕呢？

我我每每每每是作者都我都都都都都作作回想复活节，

使得他们因为回想这个复活节、重新得到力量。复

就就就我我特周年纪念请我请是请，

讲教会历史的片断、重温教会的方向、使命，

教会怎么 始、怎么经历上帝的带领、怎么继续...



马太福音我是我作是是是是是是坟墓被石头所封，

并并有士兵把守(廿廿65 66)并并有士兵把守(廿廿65~66)，
我我这这这这这这请这这这这这这，

也清楚说明 死亡就是耶稣故事的结束也清楚说明：死亡就是耶稣故事的结束，

审判已经完了、刑罚也执行过了，

耶稣被关在墓里、墓被大石所封、外这这士兵把守，耶稣被关在墓里 墓被大石所封 外这这士兵把守
我一都清楚了、我一都完了。

从都从 从，耶稣的跟从者所所所、应应所是，从都从 从，耶稣的跟从者所所所、应应所是，

就是难过、懊悔、伤痛。

如如耶稣被被特成被被所被、如如耶稣被被特成被被所被

又这又又所把把是坟墓这，

门徒的盼望和生活，就同样地被压在角落、，

甚至他们的坟墓里

 他们的生活，也就是无尽地难过、

无尽地懊悔和伤痛

马太福音也我是我是每每每，

记记记外是 我记记记记是记记 地大震动记记记外是我我记记记记是记记 –地大震动(廿廿2)，

地大震动划破了沉静、唤醒了昏睡、

滚开了封墓的大石 吓跑了守墓的士兵滚开了封墓的大石、吓跑了守墓的士兵，

我一这成我权势和终结的力量，

特震动是我的都显得脆弱。特震动是 的都显得脆弱。

地大震动向天使的出现，

说明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说明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神从神这这神神神神是神作。

但特神工作是这的，请这如人不同的反应但特神工作是这的 请这如人不同的反应…
 廿八4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甚至和死 样

妇女却却成我我复活是的的，

知道生活并不再被困在死角跟坟墓里，应该很高兴，

可是马太说她们又害怕、又欢喜

震动之所这我震动，说说说我们的计画徒劳无功，

我我是生命很脆弱 震动把我我从虚幻的安全感中唤醒我我是生命很脆弱，震动把我我从虚幻的安全感中唤醒。

 当震动的时候，人无言以对、战竞、恐惧、怕得要死，

我这我看守坟墓兵丁是的应 (廿廿4)我这我看守坟墓兵丁是的应 (廿廿4)

 这些守卫，是由小心计算、确保不出岔

的宗教领袖所安排的 (廿廿62~66)的宗教领袖所安排的 (廿廿62 66)，

我我我封住坟墓、

而并生把士兵安放在坟墓的前面而并生把士兵安放在坟墓的前面

都震动过后，回去报告宗宗宗宗是都那守卫，

神我收了银钱、按按祭司长向长老是吩咐说：神我收了银钱 按按祭司长向长老是吩咐说

「是耶稣的门徒，将耶稣的身体偷去的。」 (廿廿12~15)

神我他他他他若无其事，就就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神我他他他他 就就

我他不记，我那士兵我经历过地大震动是，

被吓得浑身乱颤的，他们是吓得需要报告这些长官的，被吓得浑身 颤的，他们是吓得需要报告这些长官的，

可是收了银钱之后，他们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他们经历过震动，所带来的那种的震撼，

他们要继续生活下去 必须要靠着说谎他们要继续生活下去，必须要靠着说谎，

所以 廿廿11~15 他们就说谎了。

当当不是门门那门是是是门门，当当不是门门那门是是是门门，

这我神我说我我可可说：

「是耶稣的门徒偷去身体。」是耶稣的门徒偷去身体。」

虽当都虽虽我我：那身体已经不在了，

坟墓的石头已经被滚开了，所有人都害怕！坟墓的石头 被滚开了，所有 都害怕！

我我我我士兵、宗教领袖，也包包说在墓前的妇女。

神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震动了宇宙和人类的历史，神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震动了宇宙和人类的历史
所有的能力、权势、罪恶、死亡，都哑口无言。

震动之之是真相我：之是真 我

 没有神不能赦免的罪

 没有太弱小、卑微、不能作见证的人

 没有权势不被神所审判



从都我从复活节的清晨 从，我我都被我作说，

醒过来看到 原来神才是生命的主宰醒过来看到，原来神才是生命的主宰，

不是人的计算、能力，

从那天开始 生命应该是不再 样了从那天开始，生命应该是不再一样了。

复活节清晨我我震动，都我我知道怎都怎这我

生生是是坟墓向无奈生生是是坟墓向无奈，

坟墓可能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肩上的担子沉重无比，

这我如如可我我虽可地大震动，这这这我如如可我我虽可地大震动，这这

将坟墓面前的大石滚开，

将士兵的力量瓦解 使耶稣复活将士兵的力量瓦解、使耶稣复活，

今从就没有任何事物，包包神作、课课课神是课都，

我我所门你是都我冰冷的关系、身体的疾病、我我所门你是都我冰冷的关系 身体的疾病
心心是伤痛、向失、向失、向课、向失…，

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将我们逼到生活的死角里去，

没有什么人和事，可以把我们关在坟墓里面。

我我这这被关在坟墓里面，

这所被关在自己的困局这这这所被关在自己的困局这这，

我们未必有像士兵这样的权势压着我们，

可是我们有自己生活的担子压着我们可是我们有自己生活的担子压着我们。

复活的清晨告告我我：神才是真正的主宰！

 我们生活面对的困境不是生命的主宰 我们生活面对的困境不是生命的主宰

 我们生命所经历的那种重担不是生命的主宰

我我我我我我成我都每一个主日都要聚集是的却。我我我我我我成我都每 个主日都要聚集是的却。

如如我我如他马太所所是我太远太远的话，

都都我我那那聚集是的的，都都我我那那聚集是的的，

我我唱诗、读经、听特请分享、见证，

 会突然发觉神的震动和触摸 会突然发觉神的震动和触摸，

竟然从来不是太远太远的

 我们会惊讶，原来神今天仍然乐意地我们会惊讶，原来神今天仍然乐意

赐给我们力量，冲破生活里面的坟墓

这那的的我我你有有很特别的经历，

我他说是震动这的我很大 很强我他说是震动这的我很大、很强，

这的我很轻微地触动…
讲一个见证 唱一首诗歌 读一节经文讲一个见证、唱一首诗歌、读一节经文，

足够让你体会复活的能力。

我希希我不要停在那个地方我希希我不要停在那个地方，

希望你在震动里面看到更深的图画、更真的面貌，

就我挡着坟墓的那个大石被滚开了、耶稣复活了！就我挡着坟墓的那个大石被滚开了、耶稣复活了！

 封住的坟墓似乎说明了生活、生命没有出路，

可是复活的主把这个石头滚开可是复活的主把这个石头滚开

 象征着权势的士兵被吓跑了

我我我我我特经历震动是的的，我我我我我特经历震动是的的

这这这有是耶稣复活的能力，

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徒然无功，就是 你所做的 切不过是徒然 功，

真正的主宰是那位神。

如如我我生坚持生命跟震动以前一样是的，

就必得要活在谎言中了 那是更痛苦的就必得要活在谎言中了，那是更痛苦的。

我说是震动，生我我我我我请、家家是我家，

我们所面对的社会 国家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国家，

常常也会经历一些的震动，大小情况不一样。

我那震动你我你唤醒我们我那震动你我你唤醒我们，

 所筹划的、所以为的、所控制的，其实是很脆弱，

必得要让生命的主来带领我们必得要让生命的主来带领我们

 有没有经历了震动之后，我们好像明白、醒过来，

可是不久之后又故态复萌，可是不久之后又故态复萌，

生特我我就就从来没有经历过震动是的的当是

如如我我怎是的，如如我我怎是的

整我整你、国家，都我活在谎言里面，

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好像 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

直到再来震动时，我们才同心地体会。



耶稣是复活，复活节的清晨都我从，

是两千年前发生的千真万确的事情是两千年前发生的千真万确的事情。

只我我我记只我我我特两千年前你生，

它的意义 它的力量它的意义、它的力量，

每天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提醒我们。

我我震动也我我我这这记记门你 经经是我我震动也我我我这这记记门你、经经是，

这我那震动我很强的、这我那我家我轻微地触动，

无无我无我我，我希希我我我我，无无我无 我，我希希我我我我，

能够看得见空的坟墓、

经历到复活主的慈声呼唤、经历到复活主的慈声呼唤、

能够触摸他的手、跟随他的脚踪

更希希是我经神震动、触动之之，更希希是我经神震动 触动之之

观众朋友能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再活在谎言当中，

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这是可怜、可悲的。好像 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这是可怜、可悲的。

愿失复活的大能、复活的主，与我我与是我我我我同在。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
你使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震动了整个宇宙 人类你使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震动了整个宇宙、人类，

也触动我们、震动我们的生命，
是帮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音，，
告诉我们 - 你才是真正的主宰，

让我们看见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主宰、控诉我们。

也许这个信息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容易，
因为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要改变 要放下的 实在太多了！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改变、要放下的，实在太多了！

可是帮助我们，活一个经历震动之后不一样的生命，
使得我们在主的恩惠里面 可以敏感天父的带领使得我们在主的恩惠里面，可以敏感天父的带领。

帮助每一位的观众朋友，每天活在你自己的呼唤的里面，
每天都敏感你的声音、你的带领，每天都敏感你的声音、你的带领，
不论是很强大的震动、或是很轻微的触动，

我们都体会你的同在。

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