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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使徒信经》第十一条  
 

 

《使徒信经》第十一条的信仰告白是：我信身体复活。当马大的兄弟

拉撒路死后，面对悲伤的马大，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约

11:23）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约 11:24）

她没明白耶稣真正的意思。她没有想到耶稣的意思是在当下就将她兄弟复

活过来。相反的，耶稣的话让她想到的是末日的从死里复活。然而，她的

回答反应了当时的犹太人所普遍相信的，就是所有死人都要复活。基于摩

西和众先知的话，犹太人相信所有死人都要复活这一真理。我们必须承

认，人死后灵魂一直存在这一教义，在旧约中的启示不如新约的启示清

晰。 

 

正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 1 章 10 节所主张的，耶稣基督从

死里复活，使得这一真理在新约中得到更明确的启示。他写道：“但如今

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

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相比旧约，新约的福音将身体复活的真

理启示得更加完全。 

 

让我们只思考启示录第 20 章 13 节的内容：“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

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新约

的福音信息传达的非常清楚，就是死后有灵魂与肉体的存在。信徒们期待

身体荣耀的复活。基督的复活给了信徒超越死亡和坟墓的盼望。基督，他

们的救主，被称作复活的初熟的果子。这就意味着随之而来的是果子的丰

收，上帝的子民会像他们在天上的主一样复活。祂的复活是带着身体的复

活，信徒们也会一样。 

 

罗马书第 8 章 11 节明确地教导，上帝藉着祂的圣灵，会使信徒必死

的身体活过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

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

体又活过来。”信徒心里内驻的圣灵，是将来必死身体荣耀复活的保证。

同样的圣灵使信徒从灵性死亡中苏醒，现在内驻于他们里面，也将使他们

的身体从肉体死亡中复活。圣灵用祂的大能将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

祂会重塑祂从前的居所，使之满有生命，并进入其中，充满祂的荣耀，直

到永远。尽管旧约中的敬虔人非常看重在今生经历上帝的恩典，但旧约中

也不缺乏死里复活的信念。旧约圣经提到人的身体和灵魂会有意识地永远

存在，要么存在于永恒的喜乐中，要么在永远的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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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到过以诺：“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

了。”（创世纪 5:24）他的身体和灵魂都被从地上取去，去到了天上。然

而不虔之人的生命结局是永远的黑暗。”恶人，就是忘记上帝的外邦人，

都必归到阴间。”（诗篇 9:17）他们与敬虔之人的得救无份。旧约中的敬

虔之人宣称他们盼望那死后身体和灵魂都要得着的蒙福的永生。 

 

从死里复活，是以色列盼望的重要部分之一。 当保罗被传唤到犹太人

的公会作见证时，他看出公会中有一些是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而另一

些是相信复活的法利赛人，就向他们宣称：“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

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徒 23:6 ) 以

色列人对永生的盼望就是复活的盼望，即身体和灵魂一直存在于上帝永恒

国度里的盼望。  

 

在诗篇十六篇中，大卫谈到这一盼望时说道: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

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 16:11) 在诗

篇十七篇中，大卫又作见证：“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

时候，得见你的形像，就心满意足了。”(诗 17:15)  

 

我们也可以想到约伯，他宣称：“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

外得见上帝。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

面消灭了。”(伯 19:26-27)  

 

亚萨在诗篇七十三篇中承认：“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

到荣耀里。”(诗 73:24)  

 

以赛亚宣告：“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醒起歌

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赛 26:19)  

 

这些旧约经文都提到了死后与上帝同在的喜乐。对于旧约的信徒而

言，死亡不是结局。 生命的结局不是以肉体消亡而告终，而是在复活里。 

在《但以理书》第 12 章 13 节中，上帝对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

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书 12:13)  

 

旧约宣告从死里复活是上帝全能的一种表现。死里复活的场景在以西

结看到的异象中，非常形象地展现给了我们。 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

章，我们读到先知站在遍满骸骨的平原中。 这些骸骨被强调是“极其枯

干”。(第二节) 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 当主问以西结这些骸骨能否复活

时，以西结只能回应说： “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 这听起来多么不可

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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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主用祂的话将这些骸骨复活过来: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

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

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

知道我是耶和华。’”(结 37:5-6) 上帝的命令可以使死人重新活过来。因此

所有的受造物都应知道唯独祂是耶和华。只有上帝才能成就从死里复活这

一超自然的工作。  

 

我们必须说，新约中从死里复活这一教义， 已经在使徒书信中，被着

重而充分地教导了。 基督徒的信心和盼望在于，终有一天，他们会像他们

的主和救主一样，身体从死里复活。“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

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林后

4:14） 

 

《启示录》中，约翰见证道: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

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

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

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启 20:12-13)  

 

关于活人死人在将来某一天都要一同复活，接受最后的审判这一事

实，新约的见证是无处不在且无可辩驳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记

载了耶稣与撒都该人之间的一场辩论。撒都该人是耶稣在世时犹太教内的

一个政治宗教的派别。是当时犹太教中的当权派，里边的成员主要有贵

族、学者和富人。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是祭司，例如大祭司亚那就是撒都该

人。他们是深受希腊哲学影响和启发的犹太人。他们和希腊人一样，认为

思想是人的最主要的部分，肉身只是载体，是邪恶的，是灵的监狱。撒督

该人和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死亡可以将灵从肉体中释放出来，得到解

脱。 

 

因此，他们既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天使和灵的存在。肉体的复活是倒

退而不是进步。毕竟灵魂将不得不返回到身体的牢笼中。这些撒都该人要

试探耶稣，就问：“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

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 (马太福音 22:24) 

 

这就是在《申命记》第二十五章所讲的继代结婚。他们继续说到他们

那里有弟兄七人，在娶了这个妇人后都死了，所以这弟兄七人都是这妇人

的丈夫。他们就问耶稣：“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

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 (22:28)这个问题的用意是要使复活和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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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的信仰变得荒谬。耶稣是如何回答的？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天上的生命不同于地上的生命。继代结婚法只适用于今生而非那将来

的生命。在天上，彼此间爱的连结是灵性上的而不再是肉体上的。因此耶

稣说他们：“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太 22:29)耶稣

的意思是：“你们无视许多经文所说的死人复活，也没意识到全能的上帝

所拥有的大能，可以使地下躺着的枯骨活过来。”耶稣继而说：“论到死

人复活， 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我是亚

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

活人的上帝。” (马太福音 22:31-32) 

 

多么深奥的回答！ 

 

耶稣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死，他们还活着！他们的灵魂，此

刻与上帝同在天上。他们盼望着将来身体有荣耀的复活。这才是当提到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所有已经去世的信徒时，我们应该想到的。他

们的灵魂在天上活着，等候身体的复活。这个不信的世界嘲讽死里复活这

一想法。保罗在雅典传讲死里复活时，被众人奚落。《使徒行传》第 17

章 32 节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 

 

很多人认为，相信所有死去的人都会复活简直是无稽之谈。这些尸体

都已经发生了什么？有被野兽吃掉的，有被烧成灰烬后骨灰洒落在地上

的。他们什么都没有留下。有些尸体葬在大海深处。有些早已长眠。数千

年后人类的躯体还留下什么呢？我们的常识和所有死人都会复活的信仰，

是互相矛盾的。的确，围绕着死里复活这一教义，有许多的疑问。这可能

吗？死里复活的人的身体将会是什么样呢？ 

 

这些问题在基督徒中也很普遍。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

章，这一关于伟大的复活的章节中，回应了这些问题。这章经文是圣经中

关于死里复活的最详尽的阐述。使徒保罗解决的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中最

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在关于死里复活的讨论中出

现。使徒保罗以这个问题展开他对死里复活的辩护：“或有人问：’死人怎

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林前 15:35)这个问题也就是：当他们从

死里复活时，将拥有什么样的身体呢？ 

 

不可能是一样的身体！这身体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然后会剩下什么？

这就是哥林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关于重生得救的灵魂的复活，而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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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怎么复活？灵可能会复活，肉体怎么可能呢？我们观察到，异教的、哲

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会导致一些基督徒否认死里复活。 

 

今天也是如此。异教徒对肉体的看法、灵藉着死亡得解脱的哲学探

讨、身体复活不可能性的理性思考，这些都导致了不管过去现在，人们对

复活的拒绝和嘲笑。耶稣的回应对于人类所有这类探讨都是足够的：“因

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太 22:29)毕竟，在主凡事都

能 !对于上帝来说，使残存一点的身体复活，会比从无创造万有更加不可

能吗？然而，使徒保罗的论点不止于此。上帝的灵迫使他要将死里复活，

尤其是上帝儿女蒙福的复活的亮光解出来。保罗以批评开始了他的陈述。

他说：“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林前 15:36）种

子要先死在地里然后才能复苏。 

 

否认死里复活的，是在嘲笑并认为自然界中经常发生的事是不可能

的。田里的麦粒死了，会结出新的籽粒来。我们认为播下去的种子消失

了，不可寻见，但它会发芽并长出新的籽粒来。使徒说：“死人复活也是

这样”。(林前 15:42 上)上帝能使在地上已经死去归于尘土的身体活过来。

墓地不是垃圾场，而是播种的地方。一块墓地，就是一块撒有种子的地

方。 

 

接着，保罗辨明了身体是如何被播种，又如何被复活的：“所种的是

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林前 15:42 下)这会朽坏的身体，是美好

的肉身，是创造的瑰宝，是如此有别于其他受造物的直立的身躯，是如此

的高贵。这样的肉体竟会死亡和归于尘土！它会朽坏。这是多么的羞耻！

这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审判：“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
3 :19) 

 

这就是我们身体被播种的方式。”所种的是必朽坏的”，这身体会被

毁坏，但它不是就此永远消失不见。使徒保罗说：“复活的是不朽坏

的。”这死去的身体不是仅仅在垃圾场中被分解掉，而是在地上长眠。上

帝终将使它们在不朽坏中复活。那时身体就不会遭受朽坏了。是同样的身

体，但却不再承受罪所带来的苦果。它也不会再经历疾病、衰弱、苦难、

疼痛和死亡。雅各不会再瘸腿，拉撒路也不会再满身生疮。使徒保罗继续

讲到：“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林前 15 :43)这是上帝对未

被埋葬之人的审判。 

 

这曾是上帝对亚哈的邪恶之妻—耶洗别的咒诅：“狗必吃耶洗别的

肉。”(王上 21 :23)想到这个画面，便觉埋葬是荣耀的。但从我们荣耀被

造的图景中来看，这是羞辱的。我们的身体遭受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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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这身体被造原是要做统治其他受造物的君王的，如今却放在坟墓

中，以备分解。多么的羞耻啊！这确实是“所种的是羞辱的”。 

  

然而，它会”荣耀地复活”。信徒将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因为…上

帝“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

3 :21)我们这会分解的身体不会被消灭，而是会被改变。圣经教导我们，信

徒的身体将会和荣耀复活的基督的身体相似。耶稣会将自己的荣耀披戴在

他们的身体上。 

 

何等恩典！ 

 

悲惨罪人的身体会和上帝儿子的身体相似！这身体有血有肉、有骨

骼，就和耶稣复活之后所拥有的，如今在天上的身体一样。这会是披戴着

永生和圣洁的荣耀的身体。这身体重新被建造时，会比种到地里时的身体

更加荣耀。就如使徒所说：“复活的是荣耀的。”保罗的陈述还未结束。

他继续说道：“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哥林多前书 15 :43

下) 

 

这身体是逐渐被破坏的，是“种的是软弱的”。但正如保罗所写：

“复活的是强壮的。”我们会得到一个强壮的身体。 

这身体不再软弱，死亡和朽坏。 

这身体不再依赖饮食。 

这身体不再经历我们败坏天性中的软弱。 

这身体可以住在天上并享受与上帝同在的喜乐。 

如此，使徒保罗强调了上帝儿女的身体在死亡和复活时的不同之处。

他对比了朽坏和不朽坏、羞辱和荣耀，以及软弱和强壮。他的总结是：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林前 15:44) 

 

保罗在这里要表达什么？是表示当信徒复活的时候，得到的不是物质

性的身体，而是像天使一样吗 ?不，这不是保罗的意思。死后交给地里的

身体只是自然的，物质的身体。它里面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命。然而复活

的身体是有灵魂的。灵魂与身体合二为一。这才是保罗要表达的意思：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这一联合使得堕落人类的重新建造大功告成。

上帝的儿女将得到荣耀的身体，里面内驻着一个被赎回的灵魂。他们被装

备，要用全人全心来服侍和敬拜上帝。 

 

我们因此必须以这节经文来总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

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一 3:2)上帝的儿女将得到一个天生完美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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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这是生活在天国里所必备的。不再有软弱和死亡，而是荣耀和不能朽

坏的。他们永不疲倦，也不会饥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

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 7:16-17） 

 

末后的复活有两种。末后的复活对每个人而言是不一样的。耶稣说到

过两种死里复活：一种是得着永生的复活，一种是永死的复活。他说：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

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 5 :28-29)自从亚当

在伊甸园里犯罪堕落后，人类中就既有女人的后裔，也有蛇的后裔；既有

公义的，也有邪恶的；既有信的，也有不信的。 

 

从死里复活后，得永生的复活和永死的复活就可以肉眼区分出来。信

徒将带着灵魂和身体升到天国，而恶人将带着灵魂和身体下到地狱。末后

会有一个全体的复活。地会交出其中的死人，重新活过来。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4 章教导说，上帝儿女的复活是有特定的次序

的。那已死的信徒必先复活。之后那些活着还存留到那日的信徒，不用经

历死亡，会在云里与主相遇。他们将会和那些圣徒，就是已经从坟墓中被

复活的那些信徒，一同被提到云里。 

 

我们在第十七节读到这些内容：“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

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使徒总结到：“这样，我们就要

和主永远同在。”(帖前 4 :17)那将是何等美好的一天！是主的大日子。约

翰·加尔文说过：“所有被造的日子都是为了这一日。” 

 

那将是世界历史的终了。从创造那日起，所有死去的人都将从坟墓中

复活。他们将按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我们都将会经历那一天的真实。我

们不是复活得永生，就是复活得永死。而决定这结局的关键所在，就是我

们在今生，是否因着真实的信心与基督联合。在《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这一讲述复活的章节，使徒保罗指出与基督的联合是完全必要的：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

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林前 15 :23)你必须是基督的，不是属保罗或矶

法或任何一间教会，而是必须是基督的。荣耀的复活在等着上帝的儿女，

因为“他们是属基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