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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使徒信经》第六条  
 

 

《使徒信经》第六条如此陈述：“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耶稣已经升天。耶稣升天并坐在上帝右边的事实所受的关注，往往少于祂

的出生、受死与复活。在我们眼中，基督的出生、受死与复活比祂的升天

更重要。然而，若没有耶稣升天并祂坐在上帝右边，那么圣诞节、受难日

和复活节都会失去其含义。耶稣升天并坐在上帝右边，这就明明地证实圣

父上帝已经接受了耶稣所做的一切。这就好像圣父上帝在说：“做得好，

我的儿子。过来，坐在我的右边。” 

 

耶稣复活后，又在地上停留了四十天。在那些日子，祂不断地出现在

祂的门徒面前。路加说，耶稣对他们：“讲说上帝国的事。”（徒 1:3）

祂不期而至，又忽然消失，如此往复。耶稣复活的身体具有其他的品质。

耶稣复活后给门徒看的身体，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埋葬的身体。作为

证据，耶稣给门徒看了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伤痕。然而，祂的身体却受制

于我们所熟悉的法则之外的法则。这是一个被荣耀的身体。一个从我们堕

落的弱点中解放出来的身体，一个适合在天上的身体。其品质发生了改变，

不再是软弱的、必死的，而是荣耀的、不朽的。 

 

圣经教导说，当信徒从死里复活之后，会拥有像耶稣一样荣耀的身体。

保罗在《腓利比书》第 3 章 21 节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种荣耀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他泊山上门徒所见之事形成一些关于荣耀的观念。他们看

到耶稣是……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路 9:29）摩西与以利亚也显

现了荣耀的身体。们软弱的身体将成为荣耀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 15 章 49 节称其为属天的形状：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

的形状。信徒的身体将与现在不同；虽是同样的身体，却有其他的特质。

信徒复活后的身体将像基督复活和荣耀的身体一样。我们的身体如果要成

为不朽及不灭的，就必须改变。 对我们来说许多事情虽然仍不明白，但这

将是一个能在天国荣耀中生活的身体。 基督复活和升天之间的日子，对门

徒们来说是美好的日子。 

 

首先，耶稣证实了祂复活的真实性。路加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

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徒 1:3）那位曾死去又被埋葬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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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祂的一小群跟随者中活生生地出现了。祂并非是每天出现在他们面前，

而是忽然不期而至。祂在不同场所与不同事件中出现。门徒从日日与耶稣

相交变为耶稣不定期的出现，并且彼此不见的时间不断增加。如此，他们

就为耶稣最终的离开做好了准备。 这些显现给耶稣的追随者的灵里留下了

多么深刻的印象啊！他们见到了活的耶稣，复活的基督，战胜死亡的救主。

祂作为活着的那一位站在他们中间。在耶稣复活与升天期间，耶稣与门徒

四十天内主要的互动是教导他们。其中有一件事被重点强调，就是祂对他

们——讲说上帝国的事（徒 1:3） 

 

耶稣经常向他们讲述上帝的国度。祂谈到他们将要领受天国的钥匙，

也讲到将来那天，他们会坐在祂国度的宝座上。甚至在最后的晚餐，祂也

对门徒讲到是上帝的国度。祂说祂将要在圣父上帝的国中饮接下来的那一

杯。上帝的国度是耶稣教导的一个突出主题。在四部福音书的记载中，耶

稣至少有六十次谈到上帝的国。门徒们将之解释为指一个地上的国度——

一个比大卫和所罗门的国度更荣耀的国度。就像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犹太

人一样，他们相信在弥赛亚的日子里，一个和平的国度会建立起来。在这

个国度里，有弥赛亚在他们中间，坐在祂宝座上成为他们的王；以色列人

将在这全地的国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个梦想没有实现。 

 

耶稣的死使得门徒对建立弥赛亚国度之事大为困惑。随着耶稣在十字

架上的死亡，他们对上帝国度到来的盼望破碎了。耶稣复活至升天的四十

天之间，耶稣纠正了他们对上帝国度的这种属肉体且错误的思想。祂向他

们解释了弥赛亚国度的真正本质。这是一个属灵的国。耶稣会在罪人心里

建立祂的宝座。祂的国要在世界末日才得以完全实现。 

 

首先，祂很清楚地向他们表明，自己的死与复活于将来的上帝之国而

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走到以马忤斯的路上，祂对人说：基督这样受

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路 24:26）祂向他们表示自己

代赎之死的必要性。若没有弥赛亚首先为罪的代赎，上帝之国就不会来—

—直到撒旦的头被击碎，直到死亡被战胜。弥赛亚的预言是，祂要先把自

己的灵魂献上，作为赎罪的代价；然后祂要从死里复活，看到祂代赎之死

的果子。以赛亚这样说弥赛亚：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

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赛 53:10） 

 

耶稣也提醒，他们的呼召是去万国传讲上帝之国的福音，在世界上成

为祂的见证。祂教导他们，只有万国听到福音之后，祂的国才会到来。这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 24:14）

耶稣复活后，从祂与门徒对话的简短叙述来看，我们知道耶稣特别归正了

他们属乎肉体的弥赛亚国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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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天之久，他们被教导“一切有关上帝国的事”。他们由此在关乎

上帝的事上，得到了何等的洞见！在祂复活和升天之间的四十天之间，对

门徒来说，就像一个大型研讨会。他们在此期间接受了额外的培训。 随后，

一切的事情都为他们安排好了。这使他们成为祂死亡和复活合宜的见证人，

并向世界传讲上帝的国度。四十天结束时，耶稣升天了。路加告诉我们，

耶稣是“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徒 1:4）。主最后一次与门徒在地上聚集。

耶稣祂在地上的最后一天，也与门徒讲到上帝的国度，教导他们：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

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 28:19-20）在这些最后的教导后，耶

稣就先他们一步去往橄榄山。门徒们意识到大事将要发生，这就促使他们

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他们似乎仍然

执着于这个仅限于以色列的地上国度。 

 

然而，在这个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渴望先知们所预言的、关于弥赛亚

国度的所有荣耀之事都能实现。这表明门徒们对这些预言的实现有多么强

烈的渴望。他们问的是，先知们所说的一切以及耶稣对他们所说的关于上

帝国度的一切，现在是否会实现。这是否就是上帝所应许国度开始的时刻，

以色列是否会从屈辱中高升？耶稣为这个问题责备他们。祂没有因为他们

渴望以色列的复兴，或渴望实现关于上帝国度的预言而责备他们。 

 

祂责备他们的是，他们想知道这些事何时会发生、怎样发生。祂对他

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徒

1:7）他们必须等待上帝的“时间和日期”，也就是历史的进程并以色列复

兴的具体时候。耶稣并不是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探究以色列何时复兴、

先知预言何时成就，而是提醒他们被呼召要去完成的任务。祂说：但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

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他们在世人面前成为见证人，

见证了耶稣基督代赎的死与荣耀的复活。他们的努力并不限于以色列。大

使命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为了顺服祂的话语，他们将把福音的网撒进万国之海——就像几天前

神奇的捕鱼一样。因此耶稣教导他们“一切关乎上帝国的事”，直到自己

在地上最后的日子。耶稣完成祂最后的教导之后，举手祝福门徒，随后升

天。路加以平白的语言描述了基督的升天：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路 24:51）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补充道：……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

升。（徒 1:9）寥寥数语，我们就知道了门徒的眼前所发生的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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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他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 耶稣被取上升。祂的身体脱离了地面。

祂越升越高，直到一朵云彩把祂从他们的视线中带走。多么难以言喻的超

凡之事！门徒们对神迹奇事已经习以为常。超凡的事件对他们来说不再神

秘。他们都曾见证了耶稣行无数的神迹。他们甚至目睹了耶稣使死人复活。

然而，他们现在所看到的却使他们惊奇不已。他们看到耶稣的双脚离地，

祂的身体越升越高，直到云彩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圣经说：有一朵云彩把

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徒 1:9） 

 

耶稣的升天是真真切切的升天。耶稣从橄榄山穿越到了天上的天国。

这是一个看得见的事件，因为门徒们看到这事在他们眼前发生。这不是发

生在异象或梦中，而是当他们在橄榄山与祂同在的时候，用他们的肉眼看

到祂升天。这是一次可观察的身体的升天。耶稣带着自己作为人的身体升

天。门徒明白耶稣去了哪里，祂回到了祂的父那里。他们知道上帝是为着

使命而差派祂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也认识到，这个使命如今已经成就。路

加告诉我们：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上

帝。（路 24:52-53）耶稣被提到了天上。这是祂在地上工作的最高点。祂

已经完成了祂的工作。 

 

和解已经达成；死亡和地狱已经被征服。通过耶稣献祭的死，撒旦失

去了对选民的一切控告。耶稣赎罪的死压碎了牠的头，打破了牠的权势。

祂的门徒们已经得到了关于上帝国度的教导，耶稣已经装备他们成为祂的

见证。圣灵会来教导他们一切，安慰他们，并与他们永远同在。耶稣将借

着他们的事工，在万国中建立上帝恩典的国度。 

 

圣经宣告，耶稣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马可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

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可 16:19） 

 

这意味着什么？ 

 

右边是荣耀、喜爱、权势之所在。在王右手边坐着的都是王特别喜爱

之人。他同享王的荣耀、权力和主权。耶稣已经在天上得了这个位置。圣

父上帝对祂说：坐在我的右边。 

 

《使徒信经》不仅说耶稣坐在上帝右边，也补充说：全能父。耶稣同

享全能上帝的大能与荣耀。因此，《诗篇》第 110 篇里，关于弥赛亚的预

言已经实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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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110:1） 

 



6 
 

升天标记着耶稣回到父那里，正是父差祂去世上实现上帝的救赎旨意。

上帝计划要从毁灭中拯救祂的教会，是藉着基督的中保工作。耶稣不断讲

述自己从父那里领受的使命。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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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18） 

 

现在耶稣已经完成了祂的工作。祂可以对父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约 17:4）因此，当祂回到天国时，圣父

上帝以尊贵和荣耀为祂的冠冕，并对祂说：坐在我的右边。在地上被轻视

和钉死的基督，现在在天上被冠以尊贵和荣耀。现在，既没有嘲笑，也没

有责备；既没有蔑视，也没有拒绝；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抛弃；而是有了

尊贵和荣耀。 

 

耶稣是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这里强调的是坐。工作已经完成了；任务

已经完成。上帝的荣耀和选民的救赎已经得到了保障。祂现在可以坐下了。

耶稣现在坐在宝座上作王。虽然祂一直是王，但祂现在以一种新的方式作

王。作为教会的代表，耶稣现在以我们的人性坐在了天上的宝座上。祂已

经舍了一切的羞辱、软弱、苦难和痛苦；在天上，祂现在已经被冠以尊贵

和荣耀。耶稣的高升是祂赎罪受难和死亡的冠冕。经上说：他洗净了人的

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来 1:3） 

 

耶稣现在在天上是为了祂在地上教会的益处。有时我们可能会发出这

样的叹息，如果耶稣还在地上就好了！不知何故，我们认为这将使事情大

大简化。通过升天，耶稣已经把自己从地上的教会中移走了，让她在这个

险峻而邪恶的世界中捍卫自己。 

 

我们认为，如果祂留在地上与祂的教会在一起会更好。然而，耶稣认

为，为了门徒的利益，祂应该回到天上的父那里去。祂说：我去是与你们

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约

16:7） 

 

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是耶稣升天所带来的丰盛祝福。先知们曾预言，弥

赛亚的时代将伴随着圣灵丰富的浇灌。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墙垣将被挪

走，圣灵会浇灌一切有血气的。约珥预言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

有血气的。（珥 2:28）这则预言就在耶稣回到父那里去、完成自己救赎工

作之后实现。 

 

耶稣在天上继续祂的工作。藉着祂的话语和圣灵，祂将各国、各族、

各民、各方聚集到祂面前成为教会。（启 7:9）祂的事工已经成为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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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向亚伯拉罕所作的应许已经实现。地上万国同享弥赛亚的救赎，正

如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的：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创 22:18） 

 

耶稣因着自己的升天，将我们的人性带到天上。使徒说，信徒们也由

此到了天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头与代表——耶稣基督里。《以弗所书》

第 2 章 6 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耶稣已

经代表他们在天上有了地方，并且应许祂的百姓：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

方去。（约 14:2） 

 

耶稣现在在天上。祂在天上是怎样的？祂在那里为地上的教会作代求

者，为他们代祷。保罗说：……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

8:34）上帝的子民在父旁边有一位代求者——在至高场所，上帝坐在祂的

宝座上，治理万有。基督在天上代表祂教会的益处。使徒说：现今在上帝

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 8:34）祂代赎的献祭蒙了应允。我们看到

《约翰福音》第 17 章 11 节中，祂的祷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

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现在，祂在天上祷告。祂实

现了自己所应许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太 16:18） 

 

这对地上的信徒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在他们与世界、魔鬼和他们

有罪肉体争战之时，他们知道耶稣正在为自己祷告。祂为他们的祷告正类

似于祂对彼得的应许：西门，西门！撒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

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路 22:31-32）当他

们跌倒和落入罪中之时，就不必绝望，因为他们可能会想起使徒的话。约

翰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

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约一 2:1-2） 

 

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居住其中，在上帝的右手边。至于祂的人性，祂

已经离开了祂的教会，不再与其同在。作为荣耀的人子，耶稣现在在天上

的荣耀中。至于祂的神性，祂仍与祂地上的教会同在。祂实现了升天前的

应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太 28:20）藉着圣灵，耶稣常与祂地上的教会同在。另一位

保惠师圣灵已经在地上与信徒同在。由此，在教会一切的争战、逼迫、责

难与苦难中，基督与祂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