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 经
Scripture Reading

(Joanna Xing)

路加福音 Luke   24:36-39; 45-49



36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
中，说：「愿你们平安！」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Jesus himself stood among them and 

said to them, “Peace be with you.”

37 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They were startled and terrified, and thought that they were seeing a 

ghost.

路加福音 Luke   24:36-39   (NRSV)



38 耶稣说：「你们为甚麽愁烦？为甚麽心
裡起疑念呢？
He said to them, “Why are you frightened, and why do doubts arise in 

your hearts?

39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
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
，我是有的。」
Look at my hands and my feet; see that it is I myself. Touch me and see; 

for a ghost does not have flesh and bones as you see that I have.”

路加福音 Luke   24:36-39   (NRSV)



45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
圣经，
Then he opened their minds to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s,

46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
受害，第三日从死裡复活，
and he said to them, “Thus it is written, that the Messiah is to suffer and 

to rise from the dead on the third day,

路加福音 Luke   24:45-49   (NRSV)



47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and that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is to be proclaimed in his 

name to all nations, beginning from Jerusalem.

48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You are witnesses of these things.

路加福音 Luke   24:45-49   (NRSV)



49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
们要在城裡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
来的能力。」
And see, I am sending upon you what my Father promised; so stay here 

in the city until you have been clothed with power from on high.”

路加福音 Luke   24:45-49   (NRSV)



讲 道 Ser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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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路加福音 24: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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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4:46-47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
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
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

到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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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扬的对象是谁？ – 耶稣基督！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得胜死亡！

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她们
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当记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
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路 24:5-7)

 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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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得胜罪恶！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
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罗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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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扬的对象是谁？ – 耶稣基督！



 耶稣藉着死败坏魔鬼！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
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来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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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扬的对象是谁？ – 耶稣基督！



 在基督里，信徒得胜死亡、得胜罪恶、
得胜撒但！

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林前 15:57)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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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扬的对象是谁？ – 耶稣基督！



2.  信息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
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路加 24: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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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传悔改、赦罪的道”?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
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赛 53:6)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罗 3:10-13)

8/16 2.  信息



 为什么要“奉他（耶稣基督）的名”
传道?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徒 4:10-12)

9/16 2.  信息



 使徒们所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
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
灵； (徒 2:38)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
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徒 17:30)

10/16 2.  信息



 使徒们的回应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
们

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

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

里、
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11/16 3.  回应



 使徒保罗的回应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林前 9:16)

12/16 3.  回应



 戴德生的回应

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如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
这样的救主，我们为祂所作，
会嫌太多吗？

13/16 3.  回应



 我和我家庭的回应

因为神呼召我们 … 

我们的挣扎 … 

最后顺服主和他的呼召，踏出宣教的第一步
… 

14/16 3.  回应



 你的回应?  

参与主的大使命:
•  恒常地为宣教士祷告
•  用金钱支持来差派宣教士
•  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宣教
•  学习关于宣教的知识
•  欢迎并事奉周边的新移民、留学生

15/16 3.  回应



耶稣又对“我”说：「照经上所
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
里复活，并且“你”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
起直传到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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