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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使徒信经》第四条  
 

 

《使徒信经》第四条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宣告了以下几点：在本丢彼拉

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信经首先说到耶

稣受难。 

 

这个世界的苦难使我们面临着深刻的问题。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问，

在一个由无限全能和完美善良的上帝统治的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苦

难。作为全能者，祂应该能够使我们免于遭受灾难、疾病、痛苦和死亡的

影响。上帝以祂的良善，难道不应该不愿祂的受造物遭受像他们这么多的

痛苦吗？然而，上帝却让我们受苦。 

 

一旦我们和不信者谈论上帝，他或者她必然反对说：“如果上帝和你

说得又良善又大能，为什么祂不能解决这个世界的苦难？”他们会对你说：

如果上帝允许人受苦，那我才不想要这样的上帝。我们该如何回答这样的

人？ 
 

首先，苦难总有原因。圣经指出，苦难和死亡是罪的结果。由于我们

第一代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悖逆，可怕的邪恶入侵了世界，也就是罪。

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才能解释苦难与死亡的现实。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个世界上没有苦难。我们看《创世纪》第 1章 31节：上帝看着一切所造

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曾是没有苦

难的。 

 

然而，因为人犯了罪，他们将苦难与死亡带入世界。人在罪中堕落后，

上帝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祂

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

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

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苦难与死亡都是罪的结果。保罗在《罗马书》第 5章 12节写道：这就

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如果不是因为罪，就不会有死

亡的开端。罪是我们一切愁苦与苦难的源头。我们的所有问题都必须追溯

到亚当和夏娃在乐园的堕落。所有的痛苦都必须追溯到我们的第一代始祖

在伊甸园中，那个有代表性的悖逆行为。我们必须把罪看成是苦难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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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凡是有罪的地方，就一定有苦难和死亡。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

苦难就是一个巨大的谜。 
 

然而，却有一个非同一般的苦难与可怕死亡的例子，并不适用以上的

原理。这就是耶稣的受苦。祂没有罪。圣经是这样说祂的：上帝使“那无

罪”的……（林后 5:21）祂没有罪，是完美的，是纯洁的。然而完美、无

污秽、圣洁的耶稣却受了难，人们唾弃祂，憎恨祂。魔鬼试探祂，上帝离

弃祂。祂被判死刑，在十字架上痛苦而受咒诅的死亡。这是一切奥秘的奥

秘——是上帝所有方式中最深奥、最黑暗的奥秘。这样一个完美的人，从

不知道或犯过罪，却总是爱上帝胜过一切，又爱人如己，怎么会遭受如此

强烈的痛苦和可怕的死亡？这一奥秘唯一的解释就是圣经关于代赎的教义，

即基督的担保与替代。在《哥林多后书》第 5章 21节，我们读到：上帝使

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耶稣经受苦

难。祂被称为忧患之子。《以赛亚书》这样说弥赛亚：多受痛苦，常经忧

患。（赛 53:3）耶稣在肉体上受苦。祂经历饥渴，软弱与痛苦；祂被人唾

弃，被人贬低；被人鞭打，也被人殴打；祂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最痛苦的

方式死去。然而，耶稣更是在灵魂里受极大的苦。祂被嘲笑，被诽谤，被

蔑视，被否认，被出卖，被唾弃。祂因撒旦的试探，彼得的否认，犹大的

背叛，还有祂自己百姓的拒绝而受苦。 
 

上帝因罪而激起圣洁之怒，耶稣因此受苦。在客西马尼园，因为要饮下的

杯，祂极其焦灼困苦。祂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并说道：我心里甚是

忧伤，几乎要死。（太 26:38）祂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什么。耶稣感受到

并承担了上帝对罪而发出可怕的忿怒。祂因上帝在十架上的离弃而受苦，

祂大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太 27:46） 

 

为何祂要遭受如此的患难？为祂百姓的罪，祂献出自己。《诗篇》40

篇中，我们听到弥赛亚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

经记载了。”当上帝之子看到一切的祭物都不能挪去罪，不能拯救选民免

于上帝的义怒，祂就宣告自己成为他们的替代。因此，祂就代替罪人，忍

受上帝对罪的愤怒。 

 

彼得作见证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

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彼前 3:18）耶稣的受难是替代性的。祂是作为选

民的担保与中保而受难。以赛亚是这样说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

医治。（赛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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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所受的剧烈痛苦，不是因为祂个人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的罪和罪行。 

祂受伤，不是因为祂的过犯，而是因为我们的过犯。 

祂伤痕累累，不是因为祂的罪过，而是因为我们的罪过。 

祂忍受了我们的刑罚。祂承担了我们干犯律法而受的咒诅。 

 

这表明了基督无与伦比的爱，正如使徒所说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

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 5:7-8）好牧人为自己的羊舍命。代赎

的教义可能被不虔不敬之人所鄙视。骄傲的罪人可能会说：别人不需要为

我的罪孽而死。然而，悔改而信主的罪人看到耶稣为他的罪而死，对他们

来说这是最惊奇的。他们惊奇地说：祂代替了我的处境，承担了我的罪，

忍受了我的刑罚。 

 

《使徒信经》说：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许多人的名字都被淡忘了，

而本丢·彼拉多的名字却被永远记住了，因为他就是那位命令钉死耶稣的

人。然而，耶稣不仅仅是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祂的一生都是受苦的

人生。为什么《使徒信经》将其受难限于本丢·彼拉多手下？《使徒信经》

说的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并不是指耶稣仅仅受了这一个苦难，即蒙受

罗马长官彼拉多的羞辱、鞭打、斥责。这只是在说，耶稣的受难发生在本

丢·彼拉多的司法裁决之下。这个说法与古代殉道者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

们可以读到，一位殉道者在罗马皇帝多米田手下受难，另一个殉道者在朱

利安或尼禄手下受难等等。《使徒信经》使用了与之一致的语言：在本

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耶稣是在本丢·彼拉多的司法裁决下受难的。因此，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死亡是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承认，耶稣是

在长官本丢·彼拉多的裁决下受难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耶稣受

苦和被钉十字架不只是一个故事。本丢·彼拉多这个名字使之成为真实的

事实。 
 

此外，这还告诉我们，合法的审判官在耶稣的受难、痛苦和死亡中起

了作用。耶稣不是在民众起义中被用石头打死的。祂不是像拿撒勒人想对

其做的那样，从陡峭的岩石上被推入深谷。此外，祂也没有像施洗约翰那

样，在监狱里被斩首。耶稣在公开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由合法任命的审判

官执行。上帝是如此安排这些事件的，即耶稣是按着司法程序被定罪的。

彼拉多是审判官，他按着司法程序确认说，耶稣是无辜的，并且作了宣告：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路 23:4）。然而，虽然他认为耶稣无罪，却仍

然判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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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好像上帝无辜的羔羊一般受难。祂使得上帝的审判不落在自己的

羊群，而落在祂自己身上——祂是羊群的好牧人。祂承担了罪人的咒诅与

律法的咒诅，为的是成为被诅咒之人的救主。耶稣代替性的受死是确实的。

基督已经完成了赎罪。因此，忿怒不能落在忏悔的、战战兢兢的罪人身上，

他们在十字架上寻求庇护。上帝不会要求两次的偿还。首先是来自受苦的

救主，然后是来自在基督的公义中避难的罪人。这就是以替代的方式拯救

罪人的福音。罪债已经付上，咒诅已被挪去。《罗马书》第 8 章 1 节向我

们确保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使徒信经》宣告耶稣被钉十架。人们高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

字架！本丢·彼拉多答应了百姓的要求，判耶稣钉十字架。钉十架是最痛

苦的死亡方式之一。这种死亡方式十分可怕，因此罗马政府禁止罗马公民

受此刑罚。然而，耶稣却被钉上十架，承受痛苦、悲惨且可怕的死亡。 
 

五旬节那天，彼得宣告说，这件事并非出于偶然。他将耶稣的死亡与

上帝在永恒中的旨意与先见联系在一起。他说：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

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徒 2:23） 

耶稣在十架上受死，是上帝的旨意所命定的。归根结底，将耶稣带到十架

前的并非是彼拉多或者犹太公会，而是上帝的爱与旨意。拿撒勒人想把耶

稣扔下悬崖，愤怒的犹太人想用石头砸祂，犹太公会想暗中杀祂。然而，

所有这些想夺取耶稣生命的企图都失败了，因为上帝已经安排好了，耶稣

会有特别的死亡方式。 
 

祂必须死在十架上；祂必须承受被诅咒的死亡。十架的死是上帝的咒

诅。这是《申命记》第 21 章 23 节提到的上帝的律法：因为被挂的人是在

上帝面前受咒诅的。因此，受咒诅之人的尸体必须在天黑以前从十架上取

下，并且埋葬。若不然，被钉十架之人所受的咒诅会从自己一人蔓延到整

个国度。 
 

耶稣的死承受了上帝的咒诅，由此挪去了本该在我们身上的咒诅。上

帝的咒诅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凡是干犯上帝的律法的便要受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加 3:10）然而，因着耶稣已经在十架上承受了被咒诅的死亡，使徒就能

够写道：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

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 3:13） 
 

因此，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成为了福音的核心。使徒写道：“我们

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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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

（林前 1:23-24）世人唯一的拯救就在于十字架。 
 

《使徒信经》说耶稣死了。祂为何而死？祂从未知晓罪，也未曾犯过 

罪。没有罪，怎么会有死？死亡难道不是罪的刑罚吗？圣经岂不是说：

“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吗？无罪的耶稣怎么会死呢？耶稣的死并

不是因为祂个人有罪，而是为了祂百姓的罪。祂的死是作为担保人替代性

的死。祂为了成为百姓的救主，不仅受难并被钉十架，而且还必须为罪的

刑罚而死。 

 

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

17）宏伟而美丽的伊甸园是亚当和夏娃的家，是他们的领地；他们被允许

吃所有树上所结的东西，享受果实——除了那棵树，即分辨善恶的树。通

过那棵树，上帝教导他们，他们属乎祂，祂将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祂的神性中固有的事实是祂决定何为善恶。亚当和夏娃有义务承认他们所

属乎的上帝是他们的主。然而，亚当和夏娃却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屈

服于魔鬼的诱惑，吃了被禁止的树上的东西。 
 

魔鬼告诉他们，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会变得和上帝一

样。牠对他们说：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

上帝能知道善恶。（创 3:5）随后，人便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的是

能够变得像上帝一样。 

 

然而，亚当和夏娃并没有变得像上帝，反而是充满了焦虑与恐惧，他

们躲避上帝。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纯真与内在的平安。他们知道自己被恶者

欺骗了。死亡因着罪而进入世界，正如《罗马书》5 章 12 节所说：这就如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 
 

然而有许多人可能会大声宣称，死亡是人类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必须被接受为自然事实，但圣经却与这种观点相悖。圣经告诉我们，

死亡是上帝对罪的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为了将自己的百姓从死亡中

拯救出来，而不得不为他们受死；为的是“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

了死味。”（来 2:9）因着耶稣的死，死亡失去了其功能与权势。 
 

耶稣的死不仅仅是一个好人受死。这是上帝之子的死亡，祂取了我们

人的本性。这是神人之死，即中保耶稣基督；是祂百姓的替代。祂的死并

非是遭受厄运，而是预先命定的行为。没有人夺去祂的生命，是祂自己舍

的。祂说：……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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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 10:18）耶稣的死也绝不仅仅是殉道士的死亡。

耶稣的死是为罪而献上的祭。祂是祂所拣选百姓的担保与救主，承担他们

由罪而必受的刑罚。祂将自己的灵魂与生命献上为赎罪祭，从而能够代替

我们战胜死亡，成就生命。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

全。（来 10:14） 
 

耶稣的献祭具有和好的能力，因为这是圣洁而完美生命的祭物——全

然为上帝与邻舍摆上的生命。这祭完全顺服了上帝的律法，满足了上帝的

公义。因着耶稣的死，上帝与我们和好。《罗马书》第 5章 10节中，使徒

说：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耶稣

的死夺去了死亡的权势。死亡因祂的死而被置于死地。基督的替罪之死使

人摆脱了死亡的毒钩。当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了刑罚，献出生命作为罪的赎

价时，死亡就失去了它的能力。祂的宝血带走了诅咒。恐怖之王已经被解

除了装备。对真信徒来说，死亡不再是可怕的敌人。耶稣使死亡成为通向

永生的大门。现在使徒可以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腓 1:21） 
 

《使徒信经》说，耶稣不仅受死，并且被埋葬。上帝确保耶稣被埋葬

了。富有的亚利马太人约瑟已经把他的坟墓空出来。先知的预言就这样实

现了：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赛 53:9） 
 

耶稣基督死了，并且被埋葬了。祂的身体被安放在坟墓里。坟墓是死

人的地方。一个人的死亡因为被埋葬而得到最终确凿的肯定。耶稣的埋葬

是祂真实死亡的证据。因此，《古兰经》第 4 章中所说的耶稣没有死，而

是被真主带到了天堂，这是不正确的。耶稣确实死了，因为祂被埋葬了。 

 

基督教会也支持使徒保罗的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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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3-4）耶稣的生命如同祂的弟兄们——即一切的信徒

一样有开始有结束。祂的生命完全按着圣言所说的：祂降生，受死和被埋

葬。耶稣的埋葬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一种安慰；它使冰冷黑暗的坟墓不再

恐怖。现在，这个坟墓是给基督徒的。按着天使在复活节早晨的话语：照

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太 28:6）耶稣挪去了坟墓的恐怖，并以光明灌

之。坟墓因此失去了其阴暗，它已被圣化，成为信徒身体的安息地；他们

的身体将在那里安息，直到复活的日子。主耶和华对但以理说：因为你必

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但 12:13） 

 

《使徒信经》也宣告，耶稣降至阴间。我们对此如何理解？关于这一

条宣告，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罗马天主教想把用这一条信仰告白作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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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炼狱学说的证据，认为耶稣降进入了炼狱，为了将信徒从炼狱中救赎

出来。马丁路德试图按字面来理解其意，相信其意思是耶稣降入了地狱，

向魔鬼与毁灭之人宣告自己对邪恶与死亡的胜利。约翰·加尔文认为，降

至阴间是指，耶稣在其一生中承受的苦难正是我们本应在地狱承受的。他

认为这件事发生在耶稣的死亡之前。 

 

然而，《使徒信经》是按着时间顺序列出了这些事件，标志着降至阴

间发生在耶稣被埋葬之后。《使徒信经》说：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

葬，降至阴间。这就引发了问题：在受难日与主日早晨当中的时间段里，

耶稣究竟在哪里？祂的灵魂在上帝手中；因为耶稣死的时候，宣告要将灵

魂交在父手中。我们读《路加福音》第 23 章 46 节说：父啊，我将我的灵

魂交在你手里！ 

 

祂的身体被埋葬于坟墓中，直至复活的早晨。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

耶稣降至阴间是发生在其死后？ 

 

《使徒信经》中的阴间用的是希腊文 Hades,意思是死亡之地。

Hades 并非是永久刑罚之地，而是指坟墓。这里的“死人”是指没有灵魂

的身体。这是身体与灵魂分开的状态，也是一种中间状态。在最终复活的

日子，身体和灵魂将重新结合在一起。届时，这种“中间状态”也会终结。

耶稣在阴间中度过了三个日夜；也就是说，在坟墓中，在死人中。在坟墓

里，耶稣的身体没有被分解而腐烂。这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即耶稣会在

坟墓当中，祂的肉体不会有任何的分解。我们可以在《诗篇》第 16 篇 10

节中读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

的圣者见朽坏。 
 

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引用了这句预言，并且应用于耶稣的死里复活；

他向人传讲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从阴间、坟墓、死阴之地与死人之地

而出。祂的身体并没有在受难日与复活日之间有所朽坏。彼得在五旬节传

道说，因着耶稣的埋葬，大卫对弥赛亚的预言得以应验：因为你必不将我

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就是圣经对“降至阴间”的

解释。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至阴间。这些话就是整个

福音的概括。耶稣作为祂的教会——上帝选民的担保和救主，参与了这一

切。对个人来说，这一真理的安慰就是……知晓祂为我所成就的一切。真

信徒会说：耶稣代替我而做了这一切。祂为我受难，为我被钉十架，为我

受死，为我被埋葬且降入阴间。因此，我这样一个罪人能得永生！ 

 

凡信靠祂的，永不灭亡。 

上帝的百姓将咏唱： 



9 
 

我歌颂我救世主奇妙的死亡。 

当祂倒下时，祂得胜了。 

成了！祂临终时说 。 

震动了地狱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