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翰福音第二十章 

1. 約 20：1–8  1禮拜日清早，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墓旁，看見石頭已

經從墳墓移開了。2她就跑去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有人把主

從墳墓裡搬走了，我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哪裡。」3彼得和那門徒就動身，到墳墓那裡去。 
4兩個人一齊跑，那門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墳墓，5屈身向裡面觀看，看見細麻布還在那

裡，但他卻沒有進去。6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他進入墳墓，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7也

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起，而是捲著放在一邊。8那時，先到墳墓的那門徒

也進去，他看見，就信了。 

解：「禮拜日清早」約莫從凌晨三點至六點，那時天還黑著、還沒亮，抹大拉的馬利亞看見墳

墓空了，沒看見士兵。由這句經文推敲，耶穌復活的時間應該是比星期日清晨更早。約翰是

當事人，當天的事情他的描述應該較準確。 

正確的受難週與復活節 

2. 上帝創造天地是先有晚上才有早晨，據此，猶太曆從太陽下山天色全暗後算一天的開始。

猶太曆正月 15 日是逾越節，基督受難那年的逾越節是星期四，猶太人在前一天的黃昏宰殺逾

越節羔羊，天色完全暗下來後開始吃逾越節晚餐。耶穌知道他要被釘，就提前在星期二的晚

上吃「最後的晚餐」。吃完，到客西馬尼園禱告，凌晨一點被官府抓去，鞭打至清晨，天亮後

押解至彼拉多面前受審。十一點左右耶穌扛著十字架遊街，正午在各各他被釘。被釘的時間

是正月 14 日星期三中午。 

 

是日傍晚，文士祭司長希望能趕在黃昏前回到家宰殺逾越節羔羊，便命令士兵打斷十字架上

三位犯人的腿好讓他們快斷氣。三點至五點間兵丁發現耶穌已斷氣，就略過了他，應了經上

說的話：「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所有的文士祭司長都忙著過逾越節，無暇看守耶穌

的屍體，亞利馬太的財主約瑟得以順利領了去，葬在自己的新墳墓裡（太 27：57–60）。 

 

星期三晚上眾人開始過逾越節，那時耶穌的霝魂已下到陰間，是第一個晚上。星期四逾越節

當天，祭司長想起耶穌曾預言三天後他要復活，擔心耶穌的學生半夜會來偷他的身體，謊稱

耶穌復活，於是請求彼拉多封住墓園，並派兵嚴加看守，這是第一個白天，第二個晚上（太

27：62–66）。逾越節的隔天星期五，婦女出來買香料，但他們沒有馬上去膏耶穌的屍體，因

為士兵還在看守墓園，這是第二個白天，第三個晚上。星期六安息日，是第三個白天。黃昏

時，兩個馬利亞跑去看士兵撤掉了沒，看到耶穌復活，耶穌在陰間整整待了三日三夜。 

 

猶太曆所有的節日都是大日，猶太人要守為聖日，要安息，所以舉凡節日都是安息日。耶穌

受難那週正好有兩個安息日，一是逾越節的安息日，在週四，一是每週例行的安息日，在週

六，中間隔著週五，人們可以正常作息，婦女們就是利用這天上街買香料。目前教會記念受

難週在日期的安排上有問題，把那年的逾越節安息日與每週例行的安息日擺在週六同一天，

於是才有受難日是週五的錯誤安排。 

 

2.1 關於耶穌復活的時間，馬可、路加、約翰三福音書說禮拜天大清早，婦女們帶著香料要



去膏耶穌，發現墳墓空了。馬可直接說禮拜天清早耶穌復活了。這三本福音書是講禮拜天清

晨發生的事，看到的是空墳墓，沒有看到士兵。馬太二十八章講的是安息日黃昏的情形，看

到耶穌復活。四福音書的作者描述耶穌復活的切入點不同，因此講述的人事時地物就有所不

同，讀者務要找出經文遣詞用字的差異，才不會對事件混淆不清。由於馬可十六章 9 至 20 節

有關耶穌復活的部分，更早的抄本沒有，是後人添加上去的，可略而不看。路加福音添加了

許多內容，參考即可。 

 

2.2 如何推知耶穌是在星期六的黃昏復活的呢？   

2.2.1 馬太二十八章 1 節原文是「安息日之後，臨近七日的頭一日的時候」，意即安息日結束，

星期天快要開始了。根據猶太曆的說法，一天的開始是晚上，不是白天。和合本把「開始的

時候」翻譯成「日出∕清晨的時候」，它說「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天快亮的時候」，

以致讀者以為是在講星期天大清早發生的事情。安息日黃昏，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另一個馬利

亞來墳墓看，其實他們是來打探士兵撤掉了沒，所以沒帶香料來。第 2 至 4 節忽然地震得很

厲害，天使下來把石頭輥開，坐在上面，看守的士兵嚇得要死。第 5、6 節天使告訴兩位馬利

亞耶穌復活了。第 8、9 節她倆跑去向彼得、約翰報信，路上，復活的耶穌向她們顯現。根據

馬太的敘述，耶穌很可能是在地震得很厲害的時候復活的，一如他斷氣時地大震動一樣，也

就是星期六的黃昏耶穌就復活了。 

 

2.2.2 約翰的敘述是禮拜天清早，天還沒亮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看見墳墓空了（約 20：1）， 

沒看見士兵。她跑去告訴彼得和約翰，約翰再跑到墳墓看，也只看到細麻布（約 20：5）。這

經文說明耶穌不是在星期日的清晨復活，而是比星期日的清晨更早。 

 

2.2.3 當時的狀況可能是：（馬太福音）星期六黃昏，馬利亞來看墳墓，地大震動，看見天使

下來挪開石頭，在場的士兵嚇得渾身顫抖。天使告訴馬利亞耶穌復活了，要她去通知耶穌的

門徒，到加利利跟耶穌會面，路上馬利亞看見復活的耶穌。（約翰福音）星期六大半夜，馬利

亞來到墳前，看見石頭已被移開，趕忙跑去告訴約翰、彼得耶穌不見了，三人回去墓園看。

約翰先到，往墳墓裡看，沒看到士兵，只看到細麻布。彼得進入墳墓，看到細麻布和裹頭巾，

他倆信了馬利亞說的話耶穌不見了。約翰、彼得回家去，留下馬利亞站在墳外哭，這時她看

見安放屍體的平台旁站著兩位天使，隨即耶穌顯現，要她去向門徒報信，說他復活了，馬利

亞就照著做。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對馬利亞碰到耶穌的時間點說法不同，馬太是在通知門徒

之前，約翰是在通知門徒之後，不論何者正確，都證實耶穌不是在星期日清晨復活的。（路加

福音）星期日大清早一群婦女帶著香料來到墓園，看到墳墓是空的，沒有看到士兵。星期日

晚上耶穌向十個門徒顯現，彼得和約翰摸到耶穌的手終於相信耶穌復活了。 

 

2.3 耶穌是星期六黃昏復活的理由，約略歸納如下： 

2.3.1 耶穌自己預言他復活前要在陰間三日夜：「約拿怎樣三日三夜在大魚的腹中，人子也要

照樣三日三夜在地裡。」（太 12：40）耶穌在星期三下午三至五點間斷氣，黃昏埋葬，應該

是在星期六的黃昏復活，這樣才是完整的三日夜。現在教會在週四守最後的晚餐，週五過受

難日，週日清晨過復活節，這樣從耶穌死到復活只有一日兩夜，與他自己的預言不符合。  

 



2.3.2 根據馬太二十八章 1 節的原文「安息日之後，臨近七日的頭一日的時候」，推敲出耶穌

復活的時間應該是週六的黃昏。 

 

2.3.3 馬利亞在週六晚上碰到復活的耶穌，她跑回城裡告訴彼得，再跟彼得一起到城外的墓園

探個究竟，城裡城外來回奔波已到星期天的清晨。是以，耶穌不是在星期天的清晨復活。 

 

2.3.4 耶穌受難那週正好有兩個安息日，中間隔個星期五，婦女得以出來買香料膏耶穌。如果

耶穌在週五受難，隔天是大家都要守的安息日，婦女怎能出來買香料。基於以上四點，耶穌

應是在週三下午三至五點斷氣，黃昏埋葬，週六黃昏復活。 

 

2.4 比較四福音書對耶穌復活時間的描述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時 星期六黃昏 星期日清晨 星期日清晨 星期日清晨 

人 兩位馬利亞，沒帶香料 一群婦人帶香料 一群婦人帶香料 一群婦人帶香料 

 有士兵把守 無 無 無 

物 墳墓被封住 空墳墓 空墳墓 空墳墓 

事 地震 無 無 無 

 兩位天使  兩位天使  

 看到耶穌復活 直接說大清早耶穌復

活了 

沒寫看到耶穌復

活 

沒寫看到耶穌復活 

 

2.5 正確的受難週與耶穌復活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凌晨 

 1 AM 耶穌被抓 

     被鞭 

逾越節 

 

 

 

士兵守墓園 

 

（1st日） 

 

 

婦女買香料 

 

士兵守墓園 

 

 （2nd日） 

安息日 

 

 

 

士兵守墓園 

 

（3rd日） 

彼得、約翰

看到空墳墓 

 

 

白天 

11AM 耶穌扛十字  

     架遊街 

12 PM 被釘 

3-5PM 斷氣 

黃昏埋葬 

婦女帶香料

看到空墳墓 

沒士兵 

 

晚上 

最後的

晚餐 

逾越節晚餐 

 

（1st夜） 

 

 

（2nd夜） 

 

 

（3rd夜） 

黃昏耶穌復活 

耶穌向抹大拉

的馬利亞顯現 

耶穌向門徒

顯現 

 

3. 約 20：19–23  19禮拜日黃昏的時候，門徒聚在一起，因為怕猶太人，就把門戶都關上。

耶穌來了，在他們中間，說：「願你們平安。」20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看

見主，就歡喜了。21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怎樣差遣你們。」
22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霝吧！23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



免；你們不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不得赦免。」 

解：21 節的「父」是指上帝，耶穌是以門徒的角度稱上帝為父。22 節，耶穌向門徒吹一口氣，

說：「你們領受聖霝吧！」聽起來好像聖霝這個時候才進到人間，難道在這之前，聖霝不曾在

人間做工嗎？以下來談談聖霝在人身上的三階段工作。 

舊約聖霝工作的方式 

4. 上帝用土造亞當時，把自己的霝吹到亞當的霝魂裡面，亞當成了有霝的活魂。亞當違令偷

吃了禁果，聖霝離開他。亞當之後，十字架之前，聖霝只在人身上做澆灌的工作。民 11：17

我要在那裡降臨，與你說話，也要把在你身上的霝，分給他們，他們就與你一同擔當管理人

民的責任，免得你獨自擔當。聖霝降在摩西身上，摩西得權柄管理百姓，摩西需要七十位長

老分擔管理的責任，上帝就把聖霝分給長老，聖霝降在誰身上，上帝就膏立誰做領袖。民 11：

25 亞畏在雲中降臨，對摩西說話，把摩西身上的霝，分給那七十個長老；霝停在他們身上的

時候，他們就說預言，以後卻沒有再說。聖霝與長老同在，使他們說預言，百姓看到這個標

誌，就會跟隨長老。羊如何認得牧人，就看聖霝有沒有在這個人身上。民 11：26 那時還有兩

個人留在營裡；一個名叫伊利達，一個名叫米達；霝也停在他們身上。他們原是在被錄取的

人中，卻沒有到會幕那裡去；他們就在營裡說預言。當時在會幕那裡被膏立的長老只有六十

八位，另外有兩位留在營裡，他們照樣分到霝，也說預言。 

 

舊約聖經敘述聖霝用五種方式在人身上工作：（1）「降在」，聖霝從上頭降在人身上。（2）「停

在」，聖霝停在人身上，來來去去。（3）「臨在」，意同「降在」、「停在」。（4）「澆灌」，聖霝

從頭上澆灌下來，與按立職位有關。聖霝先澆灌先知，先知再拿聖油去膏立君王或大祭司。（5）

「感動」，原文是奔騰，聖霝像江河奔騰或萬馬奔騰，受感之人行出超自然的舉動。「降」、「停」、

「臨」、「澆灌」、「感動」都是聖霝附在人的體表，給恩賜能力權柄職位，眾人一定看得見，

自然信服。 

新約聖霝工作的方式 

5. 舊約聖霝揀選一個工具，停在他身上，澆灌他，使用完畢就離開。耶穌復活升天後，聖霝

帶來另一層次的工作，在耶穌向門徒吹的那一口氣中聖霝重新回到人的裡面，住在裡頭，使

人重生，給人永遠的生命（約 20：19–23）。 

 

聖霝就是生命河，伊甸園中生命河的泉眼在驅離亞當夏娃後就被磐石封住，以西結預言千禧

王國時被封閉的生命河將重現人間。生命河自聖殿約櫃的下方汩汩而出，涓涓而流，東入約

旦河，水勢豐沛，南奔直入死海，沿岸滋養萬物，修復大地。可惜要作天國之王的耶穌被殺，

原本應許給以色列的實體天國，轉而體現給新約教會。約 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

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湧流的泉源，直湧到永生。信耶穌的那一刻，聖霝進入裡

面，不僅鑿開永生的泉眼，還在那人腹中湧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 7：38）。 

新約聖霝三階段的工作 

5.1 詩篇 133 篇隱藏聖霝工作的奧秘。「黑門」原文的意思是「聖所」，黑門山即聖所山，高

2,814 米，位於以色列北方，與黎巴嫩交界。黑門山是以色列地的主要水源約旦河的源頭，山



頭終年積雪，當地的土著迦南人叫它雪山，黎巴嫩人稱它「護甲」，若從以色列攻打黎巴嫩，

黑門山就像黎巴嫩的護心盔甲。把以色列當作一個人的話，黑門山就是他的頭部。 

 

詩篇 133 篇 2 節，這好比那珍貴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從亞倫的鬍鬚，流到他

的衣領上。白晝海風將地中海的水氣吹向黑門山，在山頭積聚成雲，午後降雨，供應約旦河

的源頭。約旦河水順著以色列與敘利亞、約旦的邊界往南奔流，猶如沿著以色列的體表流動，

止於死海。第 2 節詩文配合以色列的地理環境來讀，黑門甘露好像聖霝，從聖所山出來，往

亞倫的頭上澆灌下來，奔流到鬍鬚，沾滿衣襟，沿著以色列的體表走，給以色列能力，能對

抗周邊的強敵。聖霝澆灌重生信徒時，會降在、停在、臨到、澆灌、感動體表，讓被澆灌的

人具有使人信服的超自然能力，一如民數記第十一章膏立領袖的表現。這層工作，聖霝是做

在外面。人的肉眼看不到聖霝澆灌，但身體散發的榮光，靈界的天使鬼魔看得到，憚於接近。 

 

澆灌是給予恩賜，恩賜帶來職分，一般人一生只被澆灌一次，除非再有重大任務或更高的職

位要託付。有人以為每澆灌一次就會增加一次力量，希望天天被澆灌，這是錯的，每天需要

的不是澆灌而是聖霝充滿，時刻在真理裡面。 

 

詩篇 133 篇 3 節，又好比黑門的甘露落在錫安的眾山上，在那裡有亞畏命定的福，就是永遠

的生命。一部分的黑門甘露被氣流帶下來，降在以色列的肚腹位置——錫安，滋潤沙漠地帶，

給予生命。聖霝另一層工作是做在裡面，賜永遠的生命。聖霝住在裡面永遠不離開，即便將

來進入新宇宙時也一同前去。舊約聖霝只在外面工作，賜下權柄能力，十字架之後，甘霖降

在肚腹，聖霝在信徒的裡面做工，先重生賜下永恆生命，再給職分權柄能力。外在澆灌的能

力有中止的一天，永恆的生命卻是生生不息。 

 

5.2 舊約的「澆灌」是聖霝從外面由頭上淋下來，附在體表上，給九大超自然的恩賜能力（參

哥林多前書 12：8–10）。新約的「澆灌」有從外頭來，擁有恩賜能力者不一定擁有真理，還

有一種是從內在餵養真理，真理滿溢出來，再澆灌外表，展現出來的能力不只那九大項。從

外面澆灌來的能力，可能因行為不當而被收回，但真理充滿而展現出來的能力很穩固安全，

不會被收回。 

 

聖經很少教導聖霝澆灌，只能憑經驗分析，無法絕對定義。有些人沒感覺，但其服事有明顯

果效，有人一天到晚喊有感覺，卻沒展現甚麼。從所結的果子去判斷應該是可行的方法。 

 

5.3 新約聖霝在信徒的肚腹開活水泉源，以西結四十七章對生命河的描述隱喻一個人的屬靈

生命。結 47：3–5  3那人手裡拿著一根準繩向東走出去的時候，量了五百公尺的距離，然

後領我從水中走過去，那裡的水到了腳踝。4他又量了五百公尺，然後領我從水中走過去，水

到了膝蓋。他又量了五百公尺，然後領我走過去，水到了腰。5他再量了五百公尺，水已成了

一條河，以致我不能走過去，因為水勢高漲，成為只可供游泳的水，而不能走過去的河。生

命河從聖殿涓涓流出，以西結走了五百公尺，潺潺流水僅觸及足踝。續走五百公尺，水深及

膝；又走五百公尺，已淹至腰；再走五百公尺，深及頭頂。這裡告訴我們，重生時聖霝在我

們裡面鑿了一個活水泉眼，水起始汩汩而出涓涓而流，我們有無不斷奮力探至水深處，讓聖



霝的水流沒入腳踝，漲至腰部，覆蓋全身？抑或滿足於現狀，駐足不前？下的功夫不同，差

池有如天壤。 

聖霝充滿 

5.4 信耶穌的人肚腹裡的活水，從潺潺的流水變成奔騰的江河，整個滿溢的過程叫做聖霝充

滿。聖霝充滿不僅讓生命美好，還能增進作工的果效。重生後領受聖霝澆灌，有恩賜能力，

若沒有持續讓聖霝充滿，恩賜能力就停留在起初領受的那一點。聖霝充滿不是靠趕場聚會、

通宵禱告，聖霝是真理的霝，唯有在真理上下功夫，下足了，聖霝自然滿溢。滿溢之後，又

會順著體表奔流而下，益形增添能力。 

 

相信耶穌可以拯救我，只是得到永生的泉源，讀經、禱告、聽道是下功夫的途徑。渴慕傳福

音的恩賜，追求而給予能力，細流會變成澎湃江河。裝載更多屬天真理，江河才能匯聚成洋

海。賽 11：9 在我整個聖山上面，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亞畏的知識要充滿大

地，好像海水覆蓋海洋一般。正確地認識耶穌，承認耶穌是亞畏上帝成為肉身來的，晝夜思

想亞畏的話，整個人浸泡在亞畏純淨的知識裡，生命的江河就變成洋海。湧泉→江河→洋海

是生命河的三部曲，也是聖霝三階段的工作。 

 

5.5 約 8：23、24 耶穌說：「你們是從地上來的，我是從天上來的；你們屬這世界，我卻不屬

這世界，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你們若不信我就是『那一位』，就要在

自己的罪中死亡。你們信我是那一位就不會死於自己的罪中。」上帝只有一位，「那一位」就

是指上帝。一般解經說「那一位」是指基督，因為以色列人不敢明講基督，以「那一位」替

代，但是 27 節說，他們不明白耶穌是對他們講論父的事，因此可以確定那一位是指上帝。相

信耶穌要相信到「祂就是父來的」，如果還停留在「耶穌是上帝的兒子」，那就止於「得救，

有湧泉」的階段。若能進而相信耶穌就是父，就到了洋海的階段。約 10：30 我與父是同一位

（原文），耶穌其實就是父。 

操練 

6. 每天睡前躺在床上，默想以西結 47 章和詩篇 133 篇的經文，想著聖霝之水不斷在我裡面

湧出，滿到腳，滿到腰，淹蓋整個人，滋潤我全身，甚至整個人浸泡在聖霝裡。同時默想：「耶

穌，你是我個人的救主，耶穌，你是天父成為肉身來的。」身體哪裡有壞東西，就讓奔騰的

生命江河沖掉，哪裡需要醫治，就浸泡在浩瀚的生命洋海裡。這種操練無形中會增加很多靈

力。操練自己讓聖霝滿溢，滿溢後又從體表奔流下來，散發出來的霝光就越強，霝力也越強。

平時綑綁廟宇、綑綁迎神賽會的操練，是外工；睡前操練讓裏頭的霝力不斷冒出來，奔騰、

滿溢，是內功。有一天會突然發覺奉亞畏的名對神轎宣告綑綁時，牠動彈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