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课    耶稣是复活与生命之主 
 

死亡站立在人生道路的尽头——坚定不移、无可回避，它 是
每一个人的 终结局，无论贫贱与宝贵，所有的人都要面对它，
只是迟早不同而已。连死亡的思想都令多数人惧怕和恐慌，而对
那些信耶稣的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不必怕死。为什么？因他们已
经信靠那位复活与生命的主。 

耶稣没有停滞在钉死祂的十字架上，也不再躺卧于曾经埋葬
祂的墓穴里，祂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祂今天活在永恒生命的权能
里，并且同一切因信与祂联合的人分享这永恒的生命。 

世界上的宗教试图帮助人解决死亡的问题，但什么忙也帮不
上，它们的创始人如今都躺在坟墓里，基督教则完全不同。面对
死亡这一事实，它宣告了一个更了不起的事实：耶稣基督从死里
复活了，因祂活着，我们要永远活下去。 

耶稣复活时发生了什么？我们怎么知道祂复活了？祂的复活
说明祂是什么？对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有什么意义？这都是本课要
回答的问题。 

 



  

在本课你将学习 
耶稣胜过死亡 
耶稣是我们复活的保证 

本课将帮助你 
说出耶稣完全战胜死亡的证据 
解释耶稣的复活怎样影响你现在和将来的生命 
将耶稣作为你的复活和生命，更完全地信靠祂 

耶稣胜过死亡 

目标 1 列出表明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的事实 

我们所拥有的耶稣胜过死亡的证据来自祂在地上的服事和祂
的复活。 

复活的神迹．．．．． 

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睚鲁，他求耶稣医治他的小女儿。当
他同耶稣回到家中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 

路加福音 8：52，54-55“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
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
刻起来了……” 

拿因城里有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一群送殡的人，正抬着尸
身前往坟场的时候，路上遇见耶稣。祂就截住送殡者的行列。 

路加福音 7：14-15“于是进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
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
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 

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妹，马大和马利亚，都是耶稣的好朋友。
拉撒路死了并埋葬了，四天之后，耶稣才来到他们村子。 



  

约翰福音 11：43-44“……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
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
叫他走！’” 

 
习题  

1 被耶稣所复活的那位埋葬了的死人是 
  a) 马利亚和马大的兄弟拉撒路。 
  b) 管会堂的睚鲁的女儿。 
  c) 拿因城寡妇的儿子。 

耶稣复活的证据．．．．．．． 

耶稣在地上服事时所行的使死人复活的神迹表明祂胜过死亡
的权力。然而，祂当时救活的人又死了，他们必须再死。耶稣自
己的复活却不同。当祂从死里复活时，死亡本身就被征服了。祂
带着不能朽坏的身体复活了，永不再死。 

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呢？我们必须确认祂已复
活，否则我们对祂的信仰就毫无用处，所有信祂而死的人也都是
傻瓜了。但是，祂确实复活了！我们并未受骗。我们从许多证据
中，略举十项如下： 

1）兵丁的报告：有兵丁被派去看守埋葬耶稣的那座形如山洞



  

和经过严密封闭的坟墓，以防备人偷走耶稣的身体，借以散播“耶
稣复活”。岂知第三天的清早，那些看守的兵丁们看见一位天使打
开坟墓，地大震动，他们惊恐万分，发现坟墓已空！耶稣的身体
不见了！他们跑去报告所发生的事情。 

2）空墓和裹布：不久之后，有些妇人来到坟前，不见耶稣的
身体。两名天使对她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彼得和约翰两人也
跑到坟场，发现坟墓已空。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裹布却整齐地卷
着，犹如蝴蝶蜕下的空茧一般放在那里。不论是谁，如要盗尸，
决不会多花时间去解开裹布后又把它重新卷起来的。 

3）天使的报信：站在坟前的天使对那些妇女说： 
路加福音 24：5-6“…….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

里，已经复活了。” 

4）耶稣的显现： 
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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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不同的时候显现： 
向一群妇女显现 
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向西门彼得显现 
在以马忤斯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 
在耶路撒冷向十个门徒显现 
在耶路撒冷向十一个门徒显现 

     在加利利海边向七个门徒显现 
在加利利同时向五百个信徒显现 
向耶稣的弟兄雅各显现 
在伯大尼附近升天时，向门徒显现 



  

耶稣升天之后，向三个人显现，他们都看见祂在天上的荣耀
里。 

（1）司提反   第一位殉道的基督徒者。 
（2）扫罗（既保罗）在去大马色的途中。 
（3）约翰   在写启示录的时候。 

5） 耶稣身体的性质：耶稣身体的特殊性质证明了两个事实： 
   （1）祂的信徒当时所看见的并非一种幻觉或一个鬼魂。耶稣
和他们一同吃饭，他们触摸祂，证明祂是具有真实的骨肉之躯。 

（2）祂并非只是由昏迷中醒来或带着一具同样会坏的身体复
活。那时，祂有一个荣耀而复活的身体，不再受病痛死亡等肉体
上的限制。祂穿过关闭的门户，祂随心所欲地或隐或现，祂在众
目共睹之下升到天上，因为复活使祂的身体得到这些新的能力。 

 
6）圣灵的洗：五旬节所发生圣灵充满的事乃是复活的基督直

接实践了祂所应许的诺言。祂圣灵持续的同在就可证实耶稣是活
着的。 

7）初期基督徒的见证：耶稣的门徒们为祂从死里复活这件事
经常向人们作见证。他们曾被威逼否认此事，否则处以死刑，他们
却宁死不屈。他们绝不会为了维护一个谎言而死。 

8）扫罗的改变：扫罗原是犹太法律界中一个出色的年轻博学



  

之士。当时，他正在企图消灭基督教。不料在他前往大马色城进
行逮捕该处基督徒的时候，他自己却反成为主耶稣的俘虏。当时，
从天上发射出比烈日还强的光芒。从光芒之中，耶稣呼叫扫罗的
名，向他说话。扫罗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耶稣，后来成为伟大的
使徒保罗。 

9）基督教的成立：基督教乃是基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而
成立的。换言之，“基督教是建立于一座空墓上面的。” 

10）与耶稣的交通：遇见耶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每天向
祂倾诉，祂也回应我们。正如诗歌所说： 

       我事奉复活的救主 
       祂今在世界上…… 
       你问我怎知主复活？ 

            祂活在我心里。 

习题 

2 对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的身体的 好描述是 
  a) 复活而更新了的身体。 
  b) 属灵的身体。 
  c) 完全真实而荣耀的身体。 

3 你已经学习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十项证据，复习它们，然
后在下列空格中默写其余的那五项。 

1） 士兵的报告 
2）            
3） 天使的报信 
4）                
5） 耶稣身体的性质 
6）                



  

7）                 
8） 扫罗的改变 
9） 基督教的建立 

          10）                
 
耶稣复活的大能 

目标 2 接受耶稣复活带给你生命的六项好处                 

耶稣死于十字架上，但祂在上面征服了死亡。祂把十字架从
羞愧耻辱的象征转变为救赎、大能和胜利的象征。耶稣的身体被
放在坟墓里，但坟墓却不能拘禁祂。祂击败了死亡，复活后与祂
所有的信徒分享胜利的战果。使徒保罗曾写到关于他晓得耶稣复
活的大能。这大能是指什么呢？ 

1） 证明耶稣是谁。由于祂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祂就是
祂自己所说的那位“神的儿子”和“救世主”。 

2） 救恩的确据。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就知道神已接受
了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祭。因此凡信祂的人就能罪得赦免。 

3）   与耶稣联合的新生命。我们复活的主成为教会的头，
我们成为祂的身体，祂常与我们联合在一起。祂的生命在我们里
面，祂的大能藉着我们运行出来。 
    彼得前书 1：3“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
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
泼的盼望。” 

4） 在耶稣里的胜利。耶稣的复活证明祂已击败了撒但、
罪恶和死亡。有祂同在，你就不必生活在恐惧之中，或受罪恶和
试探的折磨，耶稣使你转败为胜。 



  

5） 盼望的保证。基督徒能够满怀希望地面对死亡。耶稣
的复活保证我们在坟墓之外有更好的生命。祂说：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约翰福音 14：19 

6）    原身复活。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包括耶稣以祂的原身
复活的大能在内。 

哥林多前书 15：20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
初熟的果子。” 

习题 

4 下列六项事实是认识耶稣复活大能的一部分。在你已经接
受或者选择接受的每一项下面划线。 

a) 耶稣是祂自己所说的那位——神的儿子。 
b) 神已经饶恕我的罪。 
c) 现在耶稣的新生命在我里面。 
d) 撒但、罪和死亡都已经被击败。 
e) 我能满怀希望地面对死亡。 
f) 将来有一天我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 

耶稣是我们复活的保证 
目标 3 描述信仰耶稣基督之人的未来 

祂的应许．．．． 

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之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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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11：25-26 

当耶稣向敞开着的坟墓呼唤“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拉撒路好
生生地出来了。有一天，耶稣要回到地上，祂一呼唤，所有那些



  

已变为灰的身体将带着新生命跳出来，像植物的种子发出新生命
一样。那时，我们将得到奇妙的新身体，好像耶稣不朽而荣耀的
身体一样。 

约翰福音 5：24，26，28-29 “……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
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父怎
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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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坟场对人们宣讲一个信息，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绝望的象
征，因为坟墓会使人触发人生必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思想。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信息。记着，耶稣的坟场是空的。如果祂是你
的救主，祂的复活就是你将来复活的保证。你的躯体虽然会死，
但你的灵魂却永远不死。纵使你的躯体归回尘土，耶稣也会使之
回生，因为祂是复活和生命之主。 

习题 
5  我们复活的保证是 

     a)   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生命的更新。 
     b)   耶稣的复活 
     c)   在坚定的世俗信仰中，死后投胎 

 6  读五遍约翰福音 11：25-26 并熟记。 

应许的兑现．．．．． 

  耶稣在返回天堂之前应许祂的门徒祂将再来接他们。 

约翰福音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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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复活四十天之后，祂的信徒目击祂升到天上去。随后，
两个天使向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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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 1：11 

神向使徒保罗启示了许多有关耶稣再来实施复活大能的详
情。使徒约翰也写到此事。 

哥林多前书  15：37-38，42-44，49“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
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
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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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有属土
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哥林多前书 15：51-54，57“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
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
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
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腓立比书 3：20-21“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
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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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一书 3：2-3“……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主若显现，我
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
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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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习题  

7 下列是耶稣复活和那些相信祂之人将来的部分事件，用数字 1-7
按顺序将它们排列。      

---a 所有的信徒在空中与主相遇。 
---b 神的号吹响，耶稣再来。 
---c 耶稣升天。 
---d 耶稣复活了。 
---e 耶稣为属祂的人预备一个地方。 
---f 活着的基督徒要改变。 
---g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复活并改变。 

8  耶稣再来时，祂的信徒要得着荣耀，换言之 
a)  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 
b)  真实的变为不真实的。 
c)  有形体的变成没有形体的。 

9  思考： 

假若有人对你这样说：“既然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就不能作什么准备。”本课有关基督显现的哪节经文能帮助你
改正这种错误思想？ 



  

答案 

5 b) 

1 a) 

7 顺序是：a 7, b 4, c 2, d 1, e 3, f 6, g 5 

2 c 

8 a 

3 答案应与下面的相符。 

2）空坟墓和裹布 

4）耶稣的显现 

6）圣灵的洗 

7）基督徒的见证 

10）与耶稣的交通 

9 约一 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