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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神學(12) ：全備的救恩 (2) ─ 『復活』與『得榮』 
【復習】：到底什麼叫做『全備的救恩』？ 

 至少要從兩個角度來回答： 

1) 在救恩的範圍上：包括了「靈」、「魂」、「體」全人的拯救 

2) 在救恩的經歷上：包括了「救贖」、「重生」、「稱義」、「成聖」與「得榮」幾個最重

要的階段 

A) 為什麼插入『復活』這個主題？  

 一般而言，在講「全備救恩」這個主題時，只涵蓋最為關鍵的幾個階段，尤其是

「稱義」、「成聖」與「得榮」。但是我們刻意將『復活』加在本課程中，不僅為了強

調其重要性，而且因為肉身的復活與得榮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若能充分了解復活的

真理，對於得榮的救恩就非常容易明白了。而且，我們更希望能把將來「得榮」的

盼望拉近到我們今日的客旅生涯中，能具體的落實在我們今日的生活和事奉中。 

B) 『復活』 

1) 基督的復活 

 基督的復活是祂救贖工作完成並完美的明證，祂雖然因為替人贖罪而被釘死在十

架上，但是因為祂從來沒有犯過罪，死亡和陰府的權勢都不能拘禁祂。三日之

後，公義的 神叫祂從死裡復活了！是一次而且永遠的復活 (Once for all)！這成

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最偉大的事實，祂所應許的救恩也因此得到了全面的落實

與絕對的保証，哈利路亞！。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羅 4:25) 

 關於基督的復活不是本堂課的重點，我們列出幾節關鍵經文作為簡單的復習： 

 3 論到祂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4 按聖善的靈

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 神的兒子。(羅 1:3-4) 

 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祂復活，因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32 這耶穌， 

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徒 2:24,32) 

 因為祂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祂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祂從死

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徒 17:31) 

 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 18 就是在基督裏睡

了的人也滅亡了。 19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林前 15: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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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徒今日在聖靈裡所經歷的復活：靈命的復活 

 基督復活以後成為我們的生命，正如祂臨上十字架之前所說的：『…一粒麥子不

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12:24) 

 25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或作：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我

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26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 11:25-26a) 

 「基督復活作生命」不只是客觀的事實，更是要我們一生藉著信而順服的態度在

主觀中來經歷它，來實化它。不只是相信這個偉大的事實，更是願意在每一天的

生活事奉中順從聖靈，接受基督的替代。願意在凡事上，讓死在我們身上發動，

使耶穌基督的生命能透過我們被彰顯出來。這就是基督復活的生命對我們今日的

意義。我們不僅是慶祝且傳揚祂復活的偉大神蹟，更是可以天天經歷祂復活的大

能，享受這復活生命所帶給我們的一切救恩與祝福。 

 10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11 因為我們這活著

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12
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林後 4:10-12)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加 2:20） 

 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祂同活…（提後 2:11） 

 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羅 6:5) 

 14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

而有的香氣。 15 因為我們 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

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 16 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人，

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林後 2:14-16) 

3) 聖徒將來在基督再臨時所要經歷的復活：身體的復活 

 其實不僅 神的兒女將來要復活，所有的人都要復活。只是正如主耶穌所說的：

「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約 5:29) 

 39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祂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

活。 40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

活。」… 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到我這裏來

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

他復活。 (約 6:39,40,44,54) 

 當基督再次降臨的時候，祂乃是帶領已死的聖徒們先降臨在空中。這時，所有已

經在主裡安息的聖徒都要復活，與還活著的聖徒先後被提到天上與主相會，接受

基督台前的審判，之後再與主一同降臨到地上，經過爭戰，進入千年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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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再臨時，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

人一樣。 14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

與耶穌一同帶來。15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

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帖前 4:13-15) 

【教會將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

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17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

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18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

話彼此勸慰。(帖前 4:16-18) 

【聖徒復活後先有基督臺前的審判】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

報。(林後 5:10) 

 當聖徒們從死裏復活的時候，是按著 神所定的次序先後復活。另外，神都會賜

給我們一個新的身體，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身體的得贖」。這個新的身體和主的

形體相似，是不會朽壞，而且各有各的榮光。 

【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 

 關於復活的不同順序和發生的時機，例如：新約聖徒的復活、舊約聖徒的復活、

大災難期間殉道者的復活、未信主者的復活…等等，不在本堂課的範圍。 

 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21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

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22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

要復活。 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祂來

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林前 15:20-23) 

【復活時，各有各的榮光】 

 35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麼身體來呢？」 36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

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37 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 38 但

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41 日有日的

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42死人復活

也是這樣…((林前 15:35-42a) 

【身體會改變形狀，和祂榮耀的身體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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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21 祂要

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

的身體相似。(腓 3:20-21) 

 2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

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 3 凡向祂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

己，像祂潔淨一樣。(約壹 3:2-3) 

【復活後的身體是屬天、屬靈的身體，永遠不會朽壞】 

 42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43所種的是羞

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44 所種的是血氣

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 …47 頭

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 48 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

就怎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 49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

有屬天的形狀。(林前 15:42-49) 

【復活後人也不娶也不嫁】 

 34 耶穌說：「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 35 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裏復活的

人也不娶也不嫁； 36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神

的兒子。(路 20:34-36) 

【復活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1 新約聖徒】50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

不能承受不朽壞的。 51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

乃是都要改變，52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53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

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54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

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林前 15:50-54) 

 【2 舊約聖徒】1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

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

拯救。 2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

的。(但 12:1-2) 

 【3 大災難期間的殉道者】4 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

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

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5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

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 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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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

王一千年。(啟 20:4-6) 

 【4 所有未得救的人】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

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 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

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

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

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

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15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1-15) 

C) 『得榮』 

【得榮的意義】 

 「得榮」顧名思義就是「得著榮耀」，也就是保羅所說的「身體得贖」(羅 8:23)。正

如前面所述，指著我們的身體在基督再臨的時候要復活，被改變成為榮耀的形狀，

與基督相似，而且永遠不再朽壞。在新天新地降臨的時候，帶著這樣的身體，與 神

的兒子耶穌基督一同進入榮耀。 

【得榮的應許】 

 羅 8:28-30 是 神在人身上救恩計劃最完整的描述，它包括了 神全備救恩中的「揀

選」、「稱義」、「成聖」，以及最後的「得榮」。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

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

子。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

他們得榮耀。(羅 8:28-30) 

【得榮的盼望】新約聖經中關乎得榮的盼望，講的最清楚的是在羅馬書 8：18-25： 

 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19 受造之物切望

等候 神的眾子顯出來。 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

叫他如此的。 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

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

贖。 24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25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羅 8:18-25)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來 2:10)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

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 4:16-17) 



基礎神學              SVCA  香柏木培訓中心        課程編號  SR1-100     于宏潔 

6 
 

 因此，在今生中，受造之物都在虛空的轄制中勞苦嘆息，我們的外體也是日漸衰老

毀壞。所有身體的醫治，甚至是復活，都是暫時的 (除了基督以外)。因為我們所披

戴的仍舊是必朽壞的身體，只有在復活的時候，我們才會得到永遠不朽壞的身體。 

 1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 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

永存的房屋。 2 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 4 我們在這帳棚裏

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5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祂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林後 5:1-5) 

 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腓 1:23) 

 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21 祂要按著

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

相似。(腓 3:20-21) 

【得榮之後】 

 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2 我又看見

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

作祂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

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5坐寶座的說：

「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啟 21:1-5) 

 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 神和羔羊的寶座

流出來。 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

乃為醫治萬民。 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 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僕人都要事奉

祂， 4 也要見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

光、日光，因為主 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 22:1-5) 

D) 我們該有的態度 

 你當預備迎見你的 神。(摩 4:12)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羅 8:18)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

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

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 4:16-18) 

 1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2 我們又藉著祂，因信得

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

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羅 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