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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現代傳媒，向普世華人宣揚耶穌基督恩惠的福音。

復活之後─耶穌復活帶給我們的祝福
蘇揀選牧師

依照教會傳統，每年春分月圓

後的第一個主日，就是復活節。

「復活節」是我們信仰中最重要

的節日，比聖誕節更重要。因為耶

穌降生的目的，是為了尋找拯救失

喪的人（路 19:10），是為了上十
字架（太 16:21），而耶穌的死卻
不是終局，高潮是耶穌的復活。所

以，聖誕節是為了受難節，受難節

是為了復活節。沒有復活節，受難

節、聖誕節就都失去了意義！耶穌

復活了，這是我們最大的好消息！

復活是信仰的核心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

章 3-8節強調：「我當日所領受又
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

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

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

了，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

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

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

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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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

我看。」

復活，是基督信仰的根基。我

們所信的主，不但是一位犧牲者，

更是一位得勝者。這正像得勝的記

號。以「V」代表勝利，先是向下
的：主曾經被釘，死了，埋葬了。

從表面上，像是失敗了。但是「V」
的另一劃，是向上的：三天後戰勝

死亡，從死人中復活，升天，並坐

在全能上帝的右邊。這個信仰帶來

生命、盼望與得勝。

誠如《使徒信經》所宣告的：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第三天從

死人中復活」。基督信仰的根基，

是建立在一個歷史人物（耶穌基

督），和另一個歷史事件（死裡復

活）上。保羅指出，我們信心的指

向是─「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

（羅 10:9）。
重點是，基督的復活與你我有

什麼關係？其實受難節、復活節的

重心，不只是 40天的預苦期、受
難週、復活的清晨，更是復活之後

的生命更新，因為基督的復活至少

帶給我們七個方面的祝福：

1.憂愁變成喜樂（約 20:19-20）

約翰福音二十章 19-20節記
載，「耶穌來，站在當中⋯⋯就把

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

主，就喜樂了。」 
當主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且

埋葬於墳墓，這些追隨耶穌的門徒

們沉浸在無比的憂傷和失望之中，

一切的美夢似乎都破滅了。那天晚

上，門徒們在一起聚會，不知在商

量什麼？也許在商量接下來的路到

底怎麼走？是不是就此散夥？

正當他們沮喪、灰心、失落、

憂傷的時候，復活的耶穌突然向

他們顯現。他們心裡的失落、憂傷

和絕望一掃而空，如今他們體驗到

人生中重聚的喜樂。同時，門徒從

與復活的主重聚的喜樂中，領會到

主曾經對他們說過的應許：「我不

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

來。」（約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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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驚惶變為平安
   （太 28:9；路 24:36；約 20:19, 21, 26）

耶穌復活之後，向門徒們顯

現時，5次說了同一句話：「願你
們平安」（太 28:9；路 24:36；約
20:19；約 20:21；約 20:26）。
這句簡短的問安與祝福，一方

面印證主耶穌臨別時的應許：「我

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

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

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

怯。」（約 14:27）另一方面，也
體現當時門徒心中不僅憂愁而且惶

恐，因為害怕猶太人，聚集的時候

連門都關了（約 20:19）。
然而，復活的主帶來平安的

祝福，這是十字架代贖、罪蒙赦

免的平安，這也是得著耶穌所擁

有的「風浪中不驚惶不懼怕」的

平安（可 4:38）。從此，我們可以 
在基督裡有平安，因著基督的得

勝，而勝過世上的一切苦難（約 16: 
33）。

3.懷疑變成確信（約 20:24-29）

約翰福音二十章 24-29節，記 
載了耶穌復活顯現時，多馬由於不

在場，而拒絕相信其他門徒所述

「看見復活的耶穌」的消息，堅持

「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

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

旁，我總不信」（25節）。為這
緣故，耶穌特地為多馬再度顯現，

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

（原文是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

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

要信。」

懷疑是信仰的過程，眼見而信

是一般人的習慣，然而復活的主要

使我們經歷信仰的飛躍，懷疑變為

確信，得著「因信而見」的祝福，

「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

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4.膽怯變為勇敢（徒 4:33）

耶穌被捉拿的時候，門徒四散

逃跑。耶穌被處死後，門徒更是

「懼怕猶太人」，害怕被當作耶穌

的「黨羽」受牽連。

但是，當他們親眼看見了復

活的主，聽見耶穌對他們的差遣

「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

你們」，領受耶穌所賜的聖靈（約

20:21-23），他們得著了聖靈的能
力，膽怯變為勇敢，「使徒大有能

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

大恩。」（徒 4:33）

5.死亡變成生命（約 20:31）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來 9:27）死亡
是人類的勁敵，沒有一個人能從它

的權勢下逃脫。英國女王伊利沙白

曾感嘆說：「How great is my glory, 
how big is my power, but how short 
is my life.」「夕陽無限好，只是近
黃昏！」

死亡的陰影使人活在空虛、恐

懼、痛苦之中，但因主耶穌從死裡

復活，勝過死亡的權勢，給我們帶

來永恆生命的應許和盼望！「復活

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活著信我

的人，必永遠不死。」（約 11:25-
26）「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
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

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

命。」（約 20:31）

6.索取變成給予（約 20:21）

耶穌對門徒說：「父怎樣差遣

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

20:21）。復活之前，門徒們跟隨
耶穌，包含著「得」的目的性，希

望能夠在耶穌的榮耀裡，坐在左

邊和右邊的高位（可 10:37）。復
活之後，門徒真正領受耶穌的差

遣：「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太

28:19），成為給予、分賜恩典的
人。

就如「暗室之后」蔡蘇娟女士

在病床上躺了半個多世紀，仍然

坦言：「我從來不問主為什麼？我

只是不斷的問主─我能為您做什

麼？」她的見證吸引了千千萬萬的

人來歸向主。

7.領受聖靈大能（約 20:22）

耶穌受難前，多方告訴門徒，

將要賜下聖靈保惠師永遠與我們同

在（約 14:16），使門徒回想起耶
穌所說的一切話（約 14:26），為
耶穌作見證（約 15:26），叫人為
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

16:8），引導人進入明白一切的真
理（約 16:13）。
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時，

就向門徒吹一口氣，說：「你們受

聖靈」（約 20:22）。這是五旬節
聖靈降臨的預演。沒有聖靈的充

滿，我們就不能有效的為耶穌作見

證。當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

就得著能力，大膽地為耶穌作復活

的見證。

你渴望經歷這份榮耀的盼望、

復活的大能嗎？盼望我們共同經歷

復活之主所賜予的生命更新，共同

領受基督復活帶來的這七個方面的

祝福！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eye for eye, tooth for tooth」
出自舊約，是當年處理民事糾紛的法規。不過幾千年

來，已逐漸被人誤以為是「報仇雪恨」的代名詞。

伊朗的人身傷害案件

2004年，24歲伊朗女孩阿米娜‧巴拉米（Ameneh 
Bahrami）拒絕了馬吉德（Majid Movahedi）的求婚， 
沒想到這位男子在公交車站向她潑硫酸，致使她一隻

眼睛當場失明，另一隻眼睛經 19次手術治療，最終
因感染而雙目失明。 
法院判兇手入獄服刑，並賠償阿米娜一筆錢，遭

到阿米娜拒絕。阿米娜要求按照古老的漢謨拉比法

典，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規條，在馬吉德的

眼中也滴入硫酸。雖然有國際人權組織的反對，伊朗

法庭最終還是批准了阿米娜的要求，並定在 2011年
5月 14日執行。
不過，據媒體的報道，在行刑前，阿米娜宣佈寬

恕了犯罪者，她說：「七年來，我努力向社會證明，

最公正的判決，是讓毀了我雙眼的人也被毀掉雙眼；

不過我願意放棄我的權利，以寬恕代替報復。」

漢謨拉比法典的“lex talionis＂

阿米娜說的「以眼還眼」，出自 3800年前的漢
謨拉比法典。這部現存最古老的法典，由巴比倫第

六代君王漢謨拉比頒布。共 282條，其中第 196條
和第 200條規定了「lex talionis 同態報復法 the law of 
retribution」，就是舊約時代的懲罰規則「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受害人受怎樣的害，犯罪者就受到同
樣懲罰。狹義的「lex talionis」就是你弄瞎我一隻眼，
你也要付上一隻眼的代價。

隨著社會的文明進步，2000年前的羅馬法規中，
已經用等價補償的方式代替肉體刑罰。伊朗法院一開

始對阿米娜的賠償裁決，就是用金錢作為等價的補

償。而大多數現代國家，已不再執行這種刑法。

神賜的公平律法

舊約聖經幾次提到「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

因為在古代社會，法律和公共權力還不完善，家族龐

大或者財大氣粗的人，往往會依仗自己的權勢，在

「自己人」犯罪之後，以勢壓人，迫使受害人忍氣吞

聲。而當「自己人」受到傷害時，就用極端的手段，

殘酷地報復對方。

在中國古代窮苦的農民起義時，會打出「替天行

道」的旗號，就是因為有太多弱勢人群找不到伸張公

義的渠道，無法伸冤解恨。

「lex talionis 同態報復」或者說「以眼還眼以牙
還牙」，是要給整個社會定下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公

平法則。

出埃及記二十一章 12-32節，記下處理人身傷害
的法則，22節提到當孕婦被打傷，甚至造成流產，
如何得到合理賠償。第 23-24節，是對人身傷害的裁
定：「若有別害，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

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

打還打。」（出 21:23, 24）
乍聽這段話，很像在鼓勵報復。其實它在當年的

主要目的，是既要替受害者伸張正義，也要防範過度

報復，避免更多的傷害。比如有人無意中被人傷了一

條腿，就去把對方的兩條腿都打殘。接下來報復可能

會不斷升級，還會造成更大規模的族群和社會暴力動

亂，甚至遺禍後代。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

就說到兩個家族，因有血親仇恨（Blood Feud），釀
成子女的愛情悲劇。

律法的功用

舊約利未記十九章和申命記十九章也都提到這個

原則。申命記還特別說到，要防備有些詭詐的人，可

能會乘機「以假見證陷害弟兄」，對這些人的處罰 
是：「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這樣，就把那

神說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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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朱青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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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從你們中間除掉。」（參考申 19:15-20）也就是華
人說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可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是在宣揚暴力，

而是要限制暴力。改教者馬丁路德說過「神以刀劍和

律法作為除暴安良的工具」。今天的法律仍具有同樣

的作用，警察和軍人是要懲罰暴力和罪惡，維持社會

秩序。

主耶穌更新律法

不過，即便在舊約時代，律法也不是唯一的除罪

方式，神的恩典總是大過律法。耶利哥城的外邦女子

喇合認罪悔改，全家都從滅城之災中得救，她還嫁入

以色列家，成了大衛的高祖母，就是最好的例證。

新約時代，耶穌更新了律法，說：「你們聽見有

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只是我告訴你們，
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

由他打；⋯⋯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

里。⋯⋯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太 5:38-44）耶穌教導不但不去報復，還要以愛心
為仇敵和惡人禱告。

在現代社會的應用

現代的法律系統已經更加完善，不再簡單沿用

「以眼還眼」的制裁方式。聖雄甘地說過：「若以眼

還眼，會讓全世界的人都變成瞎子。」民權領袖馬

丁‧路德‧金說：「如果今天還執行『以眼還眼以

牙還牙』，大家就都既沒有眼睛也沒有牙。」

中國的文學巨擘魯迅先生，引用《論語》說：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

道。」是說，不報復傷害自己的人，是寬恕之道；法

律的制裁是公平之道。寬恕有時比制裁更有力。

瑞典記者、推理小說作家 Stieg Larsson（斯蒂
格‧拉赫松）寫了一套《千禧年—xxx 女孩》三部
曲，第一部《龍紋身的女孩》在全球熱銷 9000多萬
冊。可惜作者在出版之前就過世了。瑞典作家 David 
Lagercrantz寫了續集《以眼還眼的女孩 The Girl Who 
Takes An Eye for an Eye 》，講述坐監的女孩麗斯‧
莎蘭德（Lisbeth Salander），不但幫助獄中受欺凌的
人，也和記者互相配合，一層層揭穿監獄內外的各種

陰謀，更解開了她自身命運的謎團。

感謝主，我們生活在文明和法制的社會，可以透

過合法的手段解決各種糾紛；就更要遵

從主的教導，學習去寬恕那些傷害自己

的人。

（請掃描二維碼觀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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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近況

 • 同工聚餐慶新春
雖然新冠疫情持續，農曆春節少了許多年

味，但因開路者董事們的關愛，特別在 2月 9
日，讓同工們有個過節的豐盛午餐。感謝一位

姊妹的奉獻，並且麗勻董事帶來印了「福」字

的甜包子和海綿蛋糕，以及行政同工張羅、購

買食物。除了照相留念，大家有吃也有拿，飯

後還帶著年糕回家呢！

 • 微笑支持開路者
很多人有上亞馬遜 Amazon購物的經驗，現在不只購物消費，亞

馬遜每季也會將您購物總額的 0.5%奉獻給個人選定的慈惠團體。弟
兄姊妹可透過 Amazon Smile，在購物時也間接支持開路者。購物前，
請先進入 https://smile.amazon.com/ch/95-4002723，然後開始選購，所
有購物程序都一樣。Amazon Smile Foundation會根據您的購物金額，
從他們的利潤中按比例捐給開路者。購物所產生的捐款，不是您直接

的捐款，您沒有額外支付任何款項。

 • 快速觀看重要新聞
自今年一月起，開路者在YouTube的「開路者視頻 Kairos Media」

推出新單元「快看新聞」，於北美時間每週二及週五播出。「快看新

聞」節目努力在短短約 10分鐘內，提供大家一個快速觀看重要新聞、
教會機構活動以及開路者消息的機會。盼望這個節目能更成長茁壯，

幫助基督徒對這世界有更多關心和禱告，認識開路者的事奉，以及提

供教會機構活動消息，一同推廣神國的事工。歡迎大家多多觀看與轉 
發哦！

反饋和迴響

＊《生命旋律》聆聽者：�謝謝您們辛苦付出，願神紀念並賜福您們！聽完《預備迎見主》分享，非常有得著，

再次被深深的提醒和感動。感謝！

感謝開路者之友的支持，在此列出幾位年末歲首留下的隻字片語：

‧   May your ministry be blessed in 2021. In these days of distrust and division we truly need a message of hope 
and forgiveness. （Norman T. Doeden）

‧感謝各位在疫情中殷勤為主作工。願神大大祝福並使用您們的事工。（黃琪恩）

‧  謝謝您們寄來的精美月曆！更為您們為神的事工所擺上付出，表達我的敬意和謝意！一切榮耀歸於我們
在天上的父！請代問候趙蔚然牧師，求神祝福他老人家，神的忠心僕人，健康、平安、喜樂！（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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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事工消息

 •  由開路者創製的《小先知書》和《保羅書信》三合
一查經系列，作為開路者學院查經教材，在 www.
kairos-elearn.org 網站上供普世華人教會牧者和基督
徒使用。這兩系列近 2萬套的紙質和電子教材也送
到了有需要的中國大陸傳道人、神學生及義工領袖

的手中，為他們在聖經上的裝備和造就提供幫助。

我們常收到類似這樣的回復：「非常感謝你們的大

力支持，這些資料對我們學習幫助很大。」《大先

知書》查經系列的製作也已接近尾聲，期盼在第一

季度完成並投入使用。

 •  因疫情的反覆，為安全起見，一些中國大陸的教會
和神學院又回到網路崇拜和網上教學，請為他們在

雲端上的服事和牧養禱告！為回應需要，開路者新

開闢的「信仰與實踐」系列已開始了不同系列的講

感恩與代禱

1開路者香港分會同工正積極預備發行粵語更新

版的「伴我同行隨身聽」。更新版的查經節目

內容，將由原來的 21卷書增加到 31卷書，並
有一千多集的「生命旋律」靈修節目，也有安慰人心

的《禱告：平安系列》和好聽的讚美詩歌集。請為製

作的程序能順利進行代禱！

2感謝神！粵語「聖經好好聽」的《雅歌》視頻

節目，今年二月開始，已經在 YouTube的「開
路者視頻」播出。歡迎聽懂粵語的弟兄姊妹每

天花大約 8分鐘到 10分鐘的時間，與林彬和芷珊一
起來查考這卷充滿「詩情畫意」的聖經書卷。二月裡，

我們也拍攝了《雅各書》，請為後製工作代禱。

3國語更新版的「伴我同行隨身聽」有聖經 66
卷書的查經節目，廣受歡迎。不少弟兄姊妹用

來作為禮物送人，收到禮物的人得到幫助，就

來與我們聯絡，繼續認獻幫助有需要的人。感謝神使

用這小小的播放器，把祂的話語大大地廣傳出去。

4為「快看新聞」禱告，盼望神幫助，使這節目

在每次的選材和製作上，越發切合主內肢體和

福音朋友的需要，能成為教會和福音機構在新

媒體發聲的助力。

座，除了進行中的《讀經悟道》、《門徒觀輕談》

及《漫談精神衛生健康》之外，三月起又有幾個新

欄目開播：如《閱讀聖經之心態及方法》及《列王

記釋經講座》等。有關《教牧關懷與輔導》的系列

也在積極地籌備中，不久也會和各位見面。請為此

代禱！

 •  開路者《睿聽心晴》微信平台的點擊量也在每日遞
增。目前訂戶已近 3000，總點擊量超過 760,000人
次。請您繼續支持和介紹更多的人關注和參與。

 •  《睿聽心晴》誠摯邀請！ 3月 3日《路加福音》研
讀課程已經開課，請有計劃查考這卷書的弟兄姊妹

安排時間上線學習。每週一、三，我們在新約課堂

不見不散！

二次大戰期間，荷蘭基督徒彭柯麗的家，曾開闢了一間密室，讓猶太人躲藏逃過納粹的捉拿，但後
來彭柯麗和家人都被關進集中營。剛到時，擁擠如沙丁魚的營房裡滿了跳蚤，她姊姊說要為跳蚤感謝。
她的反應是，連神也不能叫她為此感謝。後來卻發現，因為營房有跳蚤，以至守衛不願進入，使得她們
與其他女囚可以自由地在裡面一起讀經禱告。

這是《密室》一書的故事片段。彭柯麗一家的見證文字，從四十多年前問世至今，一直激勵著讀 
者。生命的見證，能使人看到神的作為，更是傳福音的利器。開路者盼望將基督徒的生命見證，製作成
短視頻，來傳福音、見證神。邀請您一起參與此一新單元。

生命見證：請寫下信主得救，或生活中、患難時，經歷神的作為等見證

字數：1600-1800字
電郵：kairos@kairos-usa.org

徵 

稿



2021年 4月   7

「在公園散步時，我喜歡邊走邊聽『伴我同行隨

身聽』的聖經講解和音樂，對自己很有幫助。」

「謝謝你們第二次免費贈送（播放器），讓我

們這些眼神和腿腳都不便的老人，在家裡也能吃到 
靈糧。」

自從去年年底，開路者「伴我同行隨身聽」「免

費贈送，自由奉獻」的消息傳出後，陸續有人致電或

來函辦公室索取一台或數台播放器。

現代人都有手機和電腦可以使用聆聽，為什麼還

需要「伴我同行隨身聽」？

優質內容

「伴我同行隨身聽」裝置了開路者 35年來精
心製作的查經節目，含《聖經導讀》和《查經有聲

書》系列，並有靈修選輯和讚美詩歌集，長達 600小 
時，而且不需要網路連線就可以播放。播放器所附目

錄裡，清楚列出新舊約聖經各卷書的音檔編號，收聽

者可以按編號調頻。最重要的是，它分別有粵語版和

國語版兩個不同播放器，索取者可以依照個人習慣的

語言來聆聽。更好的消息是，開路者每半年更新芯片

內容，也免費提供使用者最新版本。

使用對象

對於眼力不佳、閱讀吃力、不熟悉新科技操作的

年長者，或是成年孩子贈送「伴我同行隨身聽」給父

母作為靈性陪伴，甚至是臥病者使用，誠如一位長者

說的，是一份「恩物」。事實上，它對於需要長途開

車的通勤者，或對於只想聆聽、默想經文的忙碌弟兄

姊妹，都是最佳首選。

使用者感言

＊ 本人因年事已高，不便去教會，但又極度渴
望神的話語，就在 2020年一月，一位牧者為我們安

不能錯過的「伴我同行隨身聽」
排，寄來了這台小小播放機──伴我同行，對我這樣

的老年人來說真是雪中送炭！不僅內容吸引人，聲音

也那麼有溫度，潤物無聲地帶領我一篇篇地聽下去，

靈裡得到極大的滋養和滿足。

＊ 今天早上收到五台開路者播放器，下週會送
給 5位 80-97歲的老伯母，其中有四位還不是基督 
徒。求主藉著你們的禮物，讓她們也能成為神家的一

份子。（Rebecca）
＊ 我送開路者播放器給我母親，她非常喜歡，迫

切想聽裡面的粵語講道和音樂。母親有焦慮和睡眠問

題。她說睡覺前聽著音樂，不但滋潤也平靜她的心，

可以安然入睡。

以播放器祝福人

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憑信心，免費贈送播放器給

索取者，從開始至今，索取地區涵蓋了美國、中國等

地。除了自己使用，母親節、父親節贈送給年長父 
母、身邊的長輩更有意義；也鼓勵索取多台播放器，

分贈療養院長者，或者教會團契的老人家。

「伴我同行隨身聽」送禮自用兩相宜！一台成

本約 50元，若您有負擔，也請特別為我們製作更多 
播放器奉獻，讓這台機器能祝福和服事更多需要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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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索取聖經播放器─伴我同行隨身聽

   國語 (聖經 66卷書 /靈修小品 /詩歌 )       台

   粵語 (聖經 31卷書 /靈修小品 /詩歌 )       台

開路者積極攝製多元多樣視頻，期待能將人引到神面前。誠摯邀請您成為義工，參與下列服事：1. 寫作、採訪、
編輯；2. 翻譯；3. 網頁設計與維護；5. 多媒體及社交網路推廣。請聯繫：kairos@kairos-usa.org。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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