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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

第二部

基督论

FECC国语堂午间崇拜成人主日学

第10课

基督的复活与升天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

基督的复活

•林前15:14-15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
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
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系统神学 -基督论 3

基督的复活

•林前15:20-23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
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
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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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神学 -基督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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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复活 – 圣经的证据

•太28:1-20

•可16:1-8

•路24:1-53

•约20:1-21:25

•徒1:3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
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
的事。

系统神学 -基督论 5

基督的复活 – 圣经的证据

•林前15:3-8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
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
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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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
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系统神学 -基督论 6

基督的复活 – 性质

•林前15:20-22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
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
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不像拉撒路的复活（约11:1-44）：还会再死

•既是灵性的，又是物质的
系统神学 -基督论 7

基督的复活 – 性质

•林前15:42-45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
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
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
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
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系统神学 -基督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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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复活 – 性质

•基督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强壮的、不朽坏的、灵性的

•与以前有明显的差异

•约20:13-14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她
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
不知道是耶稣。

•路24:31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
耶稣不见了。

系统神学 -基督论 9

基督的复活 – 性质
•基督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强壮的、不朽坏的、灵性的

•与以前有明显的差异

•约20:19-20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
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
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约21:12-13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
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
拿饼和鱼给他们。

系统神学 -基督论 10

基督的复活 – 性质

•有骨、有肉、能被触摸、能活动的身体

•路2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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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8:9忽然耶稣遇见她们，说，愿你们平安。她
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路24:42-43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
他们面前吃了。

系统神学 -基督论 11

基督的复活 – 性质

•能突然出现、又能突然消失的身体

•约20:19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
平安。

•路24:31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
耶稣不见了。

•路24:36-37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
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
所看见的是魂。

系统神学 -基督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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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复活 – 性质

•启1:12-16我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
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
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
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启5:6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
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
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系统神学 -基督论 13

基督的复活 – 父神、子神皆参与

•徒2:24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
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罗6:4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
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系统神学 -基督论 14

基督的复活 – 父神、子神皆参与

•约10:17-18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
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
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
命令。

•约11:25-26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
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系统神学 -基督论 15

基督的复活 – 在教义上的重要性

•是我们重生的保证

•彼前1:3-4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
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
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
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
基业。

•弗2:5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
一同活过来。

系统神学 -基督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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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复活 – 在教义上的重要性

•是我们称义的保证

•罗4: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
为叫我们称义。

•基督救赎的工作完成了。基督

•战胜了死亡

•还清了罪债

•背负了神的愤怒

•承受了神的惩罚
系统神学 -基督论 17

基督的复活 – 在教义上的重要性

•是我们复活的保证

•林前6:14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
力叫我们复活。

•林后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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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2:6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
天上，

系统神学 -基督论 18

基督的升天

•基督升到天堂

•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

•基督升天得着荣耀与尊贵

•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

系统神学 -基督论 19

基督的升天

•基督升到天堂

•徒1:9-11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
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
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
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
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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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升天

•基督升到天堂

•约14:2-3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徒7:55-56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
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
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1

基督的升天
•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

•诗110:1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
仇敌作你的脚凳。

•林前15:25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
在他的脚下。

•弗1:20-21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
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
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2

基督的升天

•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

•来1:3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
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徒2:33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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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3

基督的升天

•基督升天得着荣耀与尊贵

•约17:5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
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约17:10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
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徒2:32-33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
为这事作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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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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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升天

•基督升天得着荣耀与尊贵

•腓2:9-11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
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
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
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5

基督的升天

•基督升天得着荣耀与尊贵

•提前3:16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
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
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启5:12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
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6

基督的升天

•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

•帖前4:16-17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
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
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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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7

基督的升天

•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

•约14:2-3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弗2:5-6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
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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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

•回家作业

•圣经上说，你现今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当
你思想这一事实时，它会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系统神学 -基督论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