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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

• 為2021年世界、澳洲、緬甸、⾹港及各地的政經形勢
繼續守望。特別為緬甸在軍政府鐵腕統治下，更可能
爆發內戰，緬甸⼈民與當地教會，正⾯對極⼤的危難
和挑戰，求公義慈愛主⼤⼤施⾏保護和拯救，讓國家
情況不會繼續惡化，⽣靈塗炭。

• 為澳洲及全球⾯對新冠疫情禱告，感恩澳洲防疫情況
理想，世界各地在各種疫苗出現後，亦有不錯的果
效，求主繼續保守全球疫情的發展。

• 為已聘任但仍在外等候⼯作簽證的三位牧者能順利來
澳事奉禱告。

• 為靈福堂在2021年教會事⼯，特別我們新午堂崇拜的
事奉團隊禱告。

• 求主加⼒給正在參與各成宗及⾨訓課程的肢體，能吸
收所學的道，並能有效活出基督的品格。

• 求主繼續感動我們，建⽴愛禱告的⽣命。

祈禱會連結：619 050 485 (PW: 1111) 8pm

 新午堂崇拜資訊網址: http://bit.ly/EFCANNS

牧者的話

再談耶穌復活的證據

鄺偉志牧師

復活節快樂！

復活節是⼀個與尋道者談福⾳的好機會。不過，弟兄姊
妹常⾒的問題，是當與⼈談論到有關耶穌復活的證據，
總覺得並不容易處理，導致常常碰釘，以後再不敢與⼈
討論這個題⽬。

筆者認同與新朋友討論這題⽬有⼀定的難度。事實上，
正因不容易掌握如何講解論證中的竅⾨，有時候佈道者
會愈講愈亂，非但未能替尋道者解惑，甚至產⽣反效
果。有⾒及此，本⽂嘗試𨤳清⼀些關鍵要點，盼望能幫
助⼤家就此題⽬，作出有效的佈道傳講。

重點⼀：復活不是科學問題，當以歷史角度去了解。歷
代不少護教者嘗試使⽤理性角度去「證明」耶穌的復活
是真實的，近代較出名是東正教學者史溫伯 (Richard 
Swinburne) 以「耶穌復活的或然率」(a) 來論證復活的

新午堂崇拜 2021年4⽉講道主題⼀覽

⽇期 特別安排 講道題⽬ 講員

4/4 短劇反思 主耶穌復活時的三個神蹟 謝友德牧師

11/4 聖餐週 路加系列7: 基督最前的誘惑 鄺偉志牧師 

18/4 特別⾒證 我深知所信的上帝是誰!? 余⼤峰博⼠

25/4 宣教分享 每⼀天的禱告 趙崇健傳道

新午堂粵語崇拜特⾊： 
★ 現代形式崇拜，流程順暢，適合初信及慕道者
★ 多元化講道主題，貼近⽣活講解信仰
★ 講道配合思考問題及互動問答，讓參與者更深 
     入追尋真理。

    時間: 逢禮拜⽇ 下午 12:15
    地點: ⾞⼠活 神樂中⼼  (Zenith Theatre)
    地址: Cnr. of McIntosh St. & Railway St., Chatswood 2067
    查詢: (02) 94156044;  lindfieldoffice@efca.org.au

    教會網址: efcacantonese.org.au

    奉獻資料: Westpac Bank 
    (BSB: 032-091; Acc. No.: 35-1813;  
Acc. Nam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ustrali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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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經過他的計算，他認為耶穌復活的或然率⾼
達 97%，從⽽「證明」耶穌復活的可信。可是他的論據
卻被不少⼈挑戰，特別有「循環論證」之嫌。曾有⼀位
⼯程界的基督徒和我分享，97%的或然率在他們的標準
來說其實不⾼。他的說法講明了⼀件事，就是使⽤不合
宜的⼯具去衡量或評斷的問題，例如我們不可能使⽤浴
室磅去量⽔的重量。要說服別⼈復活的真實性/可能
性，正確⽅向是以歷史的角度去討論，⽽非科學或數
學。

重點⼆：復活事蹟⼈證比物證重要。我們若想在考古上
尋找古物去證明復活，例如空墳墓、耶穌裹屍布等，其
實難度極⾼，正因年代古遠，找到的物件又是否真的屬
於耶穌，難免主觀以致⼜同⿐拗。如果我們從歷史⽂獻
和聖經記載看，例如是否有耶穌其⼈其事，耶穌釘⼗架
和復活前後有無可信⼈證⽬睹的記載等，使⽤歷史的角
度，都較容易論證和找到較實在⽀持。

重點三：佈道者當明⽩⼀件事，就算臚列出所有復活鐵
證，⼈們都可以選擇不信。在某些護教理論中，認為在
理性上完全解釋到復活是真實，只要有證有據，⼈就⾃
然會接受相信。筆者固然認為從歷史⽂獻的證據來看，
耶穌復活的事蹟，發⽣可能性是相當⾼，但我們也必須
承認⼀點，就是這些論據，都不會是百分百可被證明得
到的。⼈們若不願相信，就是證據擺在眼前，都可以拒
絕！當我們回顧，那些親眼⽬睹耶穌復活拉撒路的猶太
⼈領袖，最後竟因此⽽展開謀殺耶穌⼤計（參約11
章）！這例⼦正正可⾒，這是⼈們信仰的問題，未必是
有沒有證據在眼前的問題。

重點四：後現代的⼈傾向懷疑理性、不服權威並相信直
覺。故此，筆者認為與認真尋道者傾談耶穌的復活，⼀
⽅⾯可使⽤傳統的論證，討論耶穌是否真有復活 (b)，
但更重要是引導尋道者運⽤想像，探討世上是否有復活
⽣命的可能性、進⽽帶出若真有復活是何等盼望，並輔
以真信徒所經歷復活的⽣命⼒，這談道⽅向對後現代的
尋道者，或是更為有吸引⼒和說服⼒的策略。

本⽂篇幅有限，暫此擱筆，期盼拋磗引⽟，歡迎繼續討
論！

附註：
(a) 參 Swinburne, Richard, 2013, "The Probability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Philo-sophia Christi 15, 239-252. 此⽂章
亦可於網上找到。

(b) 今期北美的「真理報」以「耶穌復活鐵證」作專題，以傳
統論證談耶穌復活，當中幾篇⽂章都寫得不錯，⿎勵各位閱
說參考，可在以下連結下載電⼦書：http://bit.ly/
ResurrectionPDF

神家的事

1. 新午堂⽉訊誠徵稿件：新午堂⽉訊是⼀個讓弟兄姊妹
以⽂字或圖像分享的平台，歡迎各位投稿，內容可分享
⾒證或信仰體會等。查詢詳情或供稿，請聯絡鄺牧師。

2. 新知茶敘：於4⽉18⽇上午 10:30在Zenith Theatre 舉
⾏，邀請過去半年開始參加我們教會崇拜的新朋友參
加。報名詳情請聯絡李馮⽉芬傳道。

3. 福⾳性研經：《珍貴福⾳》講師：鄺偉志牧師及同
⼯︔對象：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的朋友。⽇期時間: 
18/4, 25/4, 2/5, 9/5, 16/5, 23/5, 30/5 (共7課) 10:15am 至 
11:30am地點: Zenith Theatre (樓下化妝室)︔請有興趣
的朋友在司事桌報名，另可向鄺牧師查詢。

4. 裝備課程推介：A）舊約聖經課程：「列王紀」︔教
師：關陸秀雲姊妹︔八堂網上課 - 週六4 -5:30pm (24/4, 
8/5, 15/5, 22/5, 29/5, 5/6, 12/6, 19/6)︔B）新約聖經課
程：「希伯來書 - 勿作逃兵」︔教師：陳乃強弟兄及余
炳堅弟兄︔九堂網上課 - 週四8-10pm (22/4; 29/4; 6/5; 
13/5; 20/5; 27/5; 3/6; 10/6; 17/6)︔C）護教課程：「近在
眉睫的異端危機﹣新舊異端逐個捉」︔講師：鄺偉志牧
師，八課實體課 – 主⽇10:30am-12:00pm (2/5, 16/5, 
23/5, 30/5, 6/6, 20/6, 27/6, 4/7) ︔地點：Rehearsal 
Studio（名額有限，報名從速），請在司事枱報名。

5. 聖禮：⽔禮、入會禮及兒童奉獻禮將於5⽉2⽇（主
⽇) 3:00pm在E. Lindfield教會舉⾏。歡迎凡有感動接受
⽔禮、申請成為會友的弟兄姊妹或讓⼦女接受兒童奉獻
禮的⽗母，與教牧同⼯或幹事聯絡。

5. 4⽉份街頭佈道：將會在4⽉17⽇(週六)下午2時至4
時，在 Chatswood ⾞⼠活教會集合，是次主⼒推動4⽉
24⽇之外展社區講座，昐望弟兄姊妹們踴躍參加！請聯
絡鄺牧師。

6. 外展社區講座：將於4⽉24⽇（週六）10:30am 
-12:00pm 於⾞⼠活教會 (365 Victoria Avenue, 
Chatswood 2067) 舉辦主題為「在澳華⼈學⽣⼼靈解碼
（⾯對學⽣教育及⽂化差異所產⽣的⼼靈需要）」家長
講座（粵語主講），本講座適合中⼩學⽣家長，特別歡
迎邀請新朋友參加。查詢：李偉業弟兄 (Edwin) 、⿈志
勤弟兄 (Kan) 聯絡，致電教會或電郵至 outreach-
seminar@googlegroups.com。報名請到進入 trybooking 
連結： http://bit.ly/student_mental_seminar，截⽌⽇期
為21/4。

http://bit.ly/Resurrec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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