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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使徒信经》第五条  
 

 

让我们继续这一系列的讲座，讨论《使徒信经》第五条。信条做了以

下关于耶稣的宣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在敬虔的犹太人、博学的希腊人与高傲的罗马人的世界里，基督教会

宣告，他们的主与救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读《使徒行传》第 4

章 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使徒作了见

证；也就是说，他们传讲的是自己的所见所闻。 
 

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他们见证的主题。他们是亲自见过复

活的耶稣的人，因此来传讲。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作见证：这耶稣，上帝已

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徒 2:32）使徒们确信，在谈论耶

稣的话语和行为时，他们不是在宣讲一个由人编造的信息。相反，他们谈

论的是他们所见证的事情。使徒保罗写道：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

他的威荣。（彼后 1:16）在这个世界的审判台前，他们见证了上帝让耶稣

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仅仅是他们所宣扬的关于耶稣的许多

真理之一。相反，这是他们所传讲信息的基本点。 

 

在复活的章节——《哥林多前书》第 15章，使徒保罗明确指出，一切

都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有关。他认为，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

那么耶稣所做的一切，都将变为虚无。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我们还会有圣诞节和受难日。”然而，如果没

有复活，这些事件就没有救赎和拯救的意义。没有复活，整个真理的大厦

就会摇摇欲坠。复活节，耶稣的复活，证明了祂确实不仅仅是一个殉道者，

或者是一个为理想而死的人。复活有力地确证了耶稣的神性，因此祂就是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罗 1:4）

耶稣的复活是上帝对耶稣受难日献祭的 “阿门”。 
 

如果耶稣还在坟墓里，我们就不知道上帝是否接受了受难日的献祭，

以及耶稣是否完全承担了对罪的惩罚。然而，使徒因如此传讲而得荣耀：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林前 15:20）虽然一切似乎都在受难日那天失

丧，而复活日的早晨，胜利得到了完全的确保！基督的复活向我们宣告了

这样的信息：耶稣的牺牲已被接受，罪债已被偿还。死亡已被征服，撒旦

的头已被压碎。死亡无法再辖制耶稣。最终，祂完成了祂的工！魔鬼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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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释放祂，因为其权势已被摧毁。因此，因着耶稣的死与复活，祂“特要

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来 2:14）死亡被战胜，撒旦被

击败，永生已得到。失落世界听到的最好消息来自一个坟墓。石头已经被

滚开了。耶稣的坟墓被打开了。现在耶稣已经出去了，我们可以进入空的

坟墓，看看发生了什么。坟墓是空的! 耶稣真的复活了!死亡已经被征服，

救赎已经得到了保障。 

 

现在，使徒敢于挑战一切上帝之子的仇敌与控告者，并且写道：谁能

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

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罗 8:33-34）这工已经成就，战斗已

经打响，并且获胜了。上帝让祂的儿子复活了。为了拯救我们，耶稣死了。

为了使我们称义，祂复活了。 
 

《罗马书》第 4 章 25 节中，使徒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

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的复活是我们收获的凭证。因此，基督

的复活至关重要！这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若没有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一切都毫无意义。正如使徒说的：基督若

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林前 15:17）耶稣从死

里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中最重要的事。同时，这也是基督信仰中最遭质疑

与嘲讽的部分。当保罗站在罗马长官非斯都面前，见证耶稣的死里复活，

这位长官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徒 26:24）换言之：“你在胡说。你的学问把你带偏了。”这就是非斯

都对耶稣死里复活事件的想法。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二十一世纪的人认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信息属于寓言的范畴。那些仍然相信复活的人是精神错乱的。他们是疯

了。毕竟，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死了就是死了。死了的人不会再活过

来。古往今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一直被否认，被怀疑，被嘲笑。许

多人试图通过重塑耶稣身体复活的意义来歪曲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和历史

性。 

 

在《古兰经》中，伊斯兰教承认耶稣是上帝的使者和见证人。尽管伊

斯兰教认为耶稣不如穆罕默德，他们还是认为祂是真主的见证人之一。但

他们拒绝承认祂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他们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还活

着给出了另一种解释。根据《古兰经》，耶稣确实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

祂并没有被杀死。祂只是看起来像死了。真主把祂提升到面前。但祂从未

从死里复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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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神学认为，门徒和妇女只是想象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在精

神上如此专注于耶稣，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看到了耶稣——就像在你母亲

死后又 “看到”"她的形象一样。 

 

另一些人则认为，不是耶稣本人，而是耶稣的教义出现并活了下来。 

耶稣被埋葬了，但祂的教义却活了下来。因此，有许多人否认耶稣真正从

肉体上从死里复活。然而，......《圣经》明确指出，耶稣的肉体复活是一

个事实——一个经过证实的历史事件。 

 

上帝用大量的证据围绕着耶稣的复活，这些证据只能被解释为耶稣基

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这听起来多么奇怪，但事实上，耶稣的追随者们并

没有想到耶稣会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复活真实性的最有力证据之一。门

徒和妇女都没有想到耶稣会从死里复活。耶稣曾多次告诉他们，祂不仅要

受难和死亡，而且三天后还会从死里复活。 

 

马太告诉我们：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

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太 16:21）然

而，祂的门徒却不懂这些信息。圣经多次宣告：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

敢问他。（可 9:32）彼得甚至劝阻耶稣，不要祂受难和受死；他说：“主

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太 16:22）当妇女们在复活

节早上去耶稣的坟墓时，她们没有想到祂的复活。她们惊奇地发现，封住

坟墓口的石头被滚开了。当他们走进坟墓，发现里面是空的，却仍然没有

想到复活的事。天使告诉他们，耶稣还活着，祂已经复活了，所以坟墓是

空的。当她们回到耶路撒冷，将这一切告诉那些悲伤的耶稣追随者，他们

并不相信她们。路加告诉我们：她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

信。（路 24:11）即使那天耶稣站在他们中间，他们也不相信那是耶稣。

他们以为他们看到的是鬼。只有当耶稣向他们展示了祂被刺穿的手和脚，

并在他们眼前吃了一块鱼和饼之后，他们才相信那是祂。耶稣用许多显现

证明了祂是活着的，并且从死里复活了。 

 

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妇女们并彼得在看过了耶稣的坟墓之后，来到聚集

在耶路撒冷上房1的耶稣的跟从者那里，告诉他们，他们已经看到了复活的

耶稣。当晚以马忤斯的人也到了，告诉他们也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他们带

来大喜的信息，备受欢迎：“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路

24:34）在这一小群妇女和耶稣的门徒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耶稣真的复活

了。 

 
1 Upper Room：耶稣和门徒吃最后晚餐的地方，被后来的人称为上房，也叫马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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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甚至提到了五百多个弟兄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看到并遇见了

耶稣。祂曾在加利利的山上向他们显现，正如祂所应许的那样。《马太福

音》第 26 章 32 节中，我们读到耶稣在加利利对众多门徒的应许：但我复

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当保罗给哥林多信徒写信的时候，他

们当中大部分的见证人仍然在世。他说：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

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林前 15:6）这些人仍然能够

被亲自询问，他们是如何以及何时何地遇到复活的耶稣的。 

 

最后，保罗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作了见证，并写道：末了，也

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林前 15:8） 

复活的耶稣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并把一个逼迫者变成了福

音的传道人。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就不能理解保罗生命的改变。 对于所

有这些显现，只有一个解释：主果然复活。（路 24:34） 

 

圣经把这些人称为目击者。这些目击者为耶稣的复活提供了最有力的

证据。他们不会激进地争论自己的立场，而只是简单地见证：“耶稣复活

后，我们看到过，也遇见过祂。”他们每个人都能说出约翰所写的：我们

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约一 1:3）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所

有在耶稣复活前或复活后见过耶稣的基督徒，都是后来基督徒的关键信息

来源。他们被称为见证人。他们可以说：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

的一切事，有我们作见证。（徒 10:39） 

 

法院认为什么样的证据才是充分和确凿的呢？ 那就是当时在犯罪现场

的证人的证词，他们亲眼目睹了犯罪过程。他们确实目睹了犯罪的证据，

一些细节特别显明这一点；只有亲临现场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听到了所说

的话的人才能知道这些细节。 

 

法律专家基于这些证据对耶稣的复活进行了调查。他们得出了以下结

论。有很多明确的细节只有见过耶稣的人才能知道。比如说 ： 

• 耶稣的追随者没有想到耶稣会从死里复活。 

• 妇女们对石头被移走感到惊讶。 

• 他们惊奇于坟墓是空的。 

• 负责守卫坟墓的士兵已经逃走了。 

• 没有证据表明坟墓被人侵犯了。 

• 抹大拉的马利亚起初是悲痛欲绝的。  

• 包裹耶稣尸体的布折叠得整整齐齐，好像有人起床时把他的睡衣叠

好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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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耶稣还在其追随者眼前展示了祂手上和脚上被钉的伤痕。在他

们眼前祂还吃了一块饼和一块鱼。祂对他们说话，也多次向他们显

现。 

 

法律专家因此得出结论，这样的事件描述只能来自既看到过也遇见过

复活的耶稣之人。 

 

德国历史学家冯·卡姆彭豪森因此得出结论：“耶稣的追随者中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复活节前后的情况明显不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

架上，使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由于非常害怕犹太人，他们聚集在上房。

他们很失望，他们很困惑，充满了谜团。然而，复活节之后，一切都改变

了。他们不再认为耶稣的事工已经彻底失败了。恰恰相反！他们说祂是活

的主。他们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来作见证。 

 

冯·坎彭豪森虽然是一位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的研究者，但他的结论

是，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了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脱离耶

稣从死里复活来解释。 

 

诚然，我们对耶稣复活真实性的信心并不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判断。然

而，它可以而且确实肯定了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复活后

向其显现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的见证上。他们对我们宣告说：主真的复活了！ 

 

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门徒们就会回到他们的圈子中，或者回到

他们以前的工作中去。他们永远不会向世界宣扬复活救主的福音。没有耶

稣的复活，就不会有基督教！如果没有与复活的基督相遇，保罗的改变是

不可想象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见证，主真的复活了！ 

 

最后，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活证据。使徒

确认了这一真理，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弗 2:1）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们已经和基督一起复活了。以弗所教会基

督徒的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可以说是属灵的复活。他们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成了新造的人。基督教的荣耀是，人被耶稣复活的大能改变，成为新

人。耶稣从死里复活，许多祝福随之而来。 

 

首先，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死亡被战胜了！《提摩太后书》第 1 章

10 节中，使徒是这样说关于复活的基督：……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

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多么惊人的胜利！死亡已经被废除和消灭

了! 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成吉思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他们不

能战胜死亡。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人们可以嘲笑死亡，憎恨死亡，害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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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但他们无法战胜死亡。无论是金钱和权力，还是名声和荣誉，在这里

都无济于事。每个人都必须向死亡屈服。圣经说：谁能常活免死，救他的

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诗 89:48）死亡真是强大的敌人！死从罪那里

取得权势。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罗 5:12） 

 

在人没有犯罪得罪上帝之前，没有死亡。因为若没有罪，就不会有

死。然而，当罪存在的时候，死亡就会随之而来。上帝早已宣布了这一威

胁：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7）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诫命，

死亡随之而来。然而，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那么现在呢？祂夺去了死亡

的权势，死亡不再是死亡。使徒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林前 15:56）死

亡杀死我们的毒钩或利剑就是罪。耶稣夺去了死亡的利剑。祂为祂的子民

赎罪，卸下了死亡的毒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之死，使死亡失去了力

量。通过祂的复活，祂打破了死亡的枷锁。祂现在能够对畏惧死亡的罪人

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 1:17-18） 

 

耶稣还活着。因此，祂的工作并没有随着祂死在十字架上而结束。祂

继续着祂的工作。耶稣受难日和复活日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一点在五旬节

那天看得多么清楚。在受难日那天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心里被刺

痛了。他们的心被刺痛了，哭着说：“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奉被他们钉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受了洗礼。这就证明耶稣是活着的。 

 

 

因为彼得把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一切都归功于复活的耶稣。他说：他既

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

的浇灌下来。（徒 2:33）耶稣在受难日得到祝福，又在复活节后赐予祝

福。一个死了的耶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耶稣活了，并且在圣灵

的大能下仍在地上工作！祂从天上工作。 

 

因着祂的灵与祂的话语，祂将万国万民招聚到自己面前，成为一个教

会。祂实现了自己的话语：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它们

来，它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

10:16）祂将自己所获得的救恩施行于属乎自己的所有人。我们用神学的术

语来表达这个真理，就是说耶稣不仅是买赎的中保，而且是施行的中保。

意思是说，耶稣不仅成就了救赎，而且还通过圣灵使祂的子民成有份于这

救赎。 

 

耶稣所获得的救赎不是安全地存放在保险箱里，也不是只陈列在上锁

的陈列柜里。其不会毫无用处地留在仓库里。耶稣已经复活，分赏祂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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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祂使迷失的罪人与祂的救赎有份，通过圣灵和所传讲的圣言从天上成

就这一切。祂命令祂的门徒以及教会：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

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 16:15-16）藉着向愚顽

人传道，祂拯救了所有相信的人。通过圣言传讲和圣灵的运行，基督将那

些被拣选得享永生的子民聚集到自己面前。 

 

亲爱的听众，这是耶稣作为救主职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每

个人来说，有份于耶稣所成就的救赎是多么不可或缺！如果我们于此无

份，仅仅知道耶稣的救赎是有功用的，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虽然餐

桌上可能摆满了美味的食物，但只有吃这些食物才能满足我们的饥饿。只

知道有水是不够的。只有喝水，才能解我们的渴。基督所赐的救恩也是如

此。我们必须合宜地接受耶稣所成就的救恩。 

 

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能力使自己有份于救赎的，抑或说我们是否需要

复活的耶稣通过圣灵将救赎施行到我们身上？  

 

有许多人说，上帝已经完成了祂的使命，派遣祂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拯

救罪人。耶稣也完成了祂的本分，为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灵魂作为赎价。

祂已经征服了死亡、魔鬼及其全部权势。现在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本分。 

 

剩下的部分我们必须自己去做。根据这种神学，救赎的应用不是上帝

的工作，而是我们的工作。这一切都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救赎。决

定权在我们手中。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决定他是否

相信耶稣，是接受还是拒绝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世主。这一切都掌握在人

自己的手和力量中。 

 

现在，确实符合圣经的说法是：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必须靠信心来接

受。不信基督，就不能得救。耶稣受命传道：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

的必被定罪。（可 16:16） 

 

另一符合圣经的说法是：上帝命令我们相信上帝的独生子，为了我们

可以得到生命。 福音的听众仍然要对自己所听到的福音负责。不信的过错

在于我们自己的责任。不信源于我们拒绝让基督在我们身上作王。不信是

罪，甚至是最大的罪，也是对接受赦免的拒绝。 

 

然而，信心是上帝的恩赐，不是人的成就？信是一种恩典。上帝永远

是居于首位的。如果你对上帝有任何的渴望，对基督的义有任何的渴慕，

那就是上帝自己将它安放在那里的。相信和接受耶稣不是我们能力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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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吗？许多人宣称，救赎取决于人是否愿意相信？他们说得好像上帝

的手被绑住了，没有我们的合作，祂就什么也做不了？ 

 

《圣经》教导说，如果耶稣所受苦难和死亡的功效取决于人的合作和

善意，那么祂所有的苦难和死亡都是徒劳的。耶稣曾不得不对人说：然而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 5:40）堕落的人不愿意相信基督。他们

最多渴望的是一个能把他们带到天堂的耶稣，而不是一个能作为王统治他

们的耶稣。如果必须由人开始向上帝的方向迈出第一步，上帝将会永远白

白地等待。如果耶稣来到世界的成果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接受，那么救赎将

是多么岌岌可危的事业啊! 那么，耶稣将不得不等待，看看祂在十字架上

的牺牲会结出多少果子。 

 

然而，圣经中的弥赛亚并不是这样向我们展现的。在先知以赛亚书

中，我们读到了以下关于受难的弥赛亚的记载：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

必看见后裔。（赛 53:10） 

 

耶稣知道，祂的劳苦会结出果子，而这果子的结出并不取决于人的所

谓自由意志。上帝会看顾这一点。当许多人离开祂的时候，耶稣知道如此

安慰自己：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约 6:37） 

 

耶稣活着，并仍在做工！ 

 

祂不仅在十字架上为罪做了挽回祭，祂也从死里复活，并且通过圣灵

和圣言叫人心里生出悔改与信心。 

彼得这样描述复活的耶稣：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

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徒 5:31） 

 

祂使罪人有份于祂所赐的救赎，通过使他们复活获得新的生命，打破

罪和撒旦的捆绑，来证明祂复活的能力。 

 

祂在他们里面作工，使他们对罪发自内心地忧伤，并使他们信靠祂的

名。祂实现了自己曾经所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

我。（约 1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