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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什么是死人普遍复活？
康斯坦丁·坎贝尔博士 Constantine Campbell
死人普遍复活，这是犹太人的一种信念，在旧约圣经时期开始形成，讲的是在末
世的时候，在审判日，所有人都要身体从死里复活，接受审判。因此，我们在但
以理书 12 章 1-2 节看到这一点，对此的期望包括，在审判的时候，一些人要进
入永生，这是一种好的结局，其他人要落在永远审判之下。我们在新约圣经看
到，耶稣也重拾这观念，他在约翰福音 5 章说了一模一样的事：所有人都要从死
里复活，一些得永生，一些永远被定罪。这意味着普遍从死里复活，是与审判和
伸冤、公义这样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盖伊·沃特斯博士 Guy Waters
死人普遍复活说的是这事实，就是耶稣在世代末了再来的时候，那时所有的人都
要身体复活。耶稣的百姓要复活得荣耀，他们的身体与他的身体相似。圣经对恶
人身体复活的性质没有太多着墨，但他们要身体复活，这是圣经教导的。这很重
要，这不仅是忠实于圣经教导的问题，还是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成为上帝造我
们要我们成为的人，在灵魂和身体之内经历永恒。这现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
对上帝来说重要，我们在身体之外所做的事，对上帝来说重要。这身体并不是一
个躯壳，在我们死的时候永远扔掉，而是我们要带着灵魂和身体永远活着，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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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面前活着，我们极大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灵魂和身体要再次连
接在一起，与他荣耀的人性相似。
埃德·卡司斯博士 Riad Kassis
死人普遍复活，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重要观念。我们把它称为普遍复活，这
是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相信的人还是罪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他们的灵魂
要与他们的身体重新联合。死人身体的这复活是一种普遍复活，因为每一个人有
一天都要复活，他们要交账，在上帝面前为着他们今生所做的事受审判。按照马
太福音 25 章，相信耶稣，过真正基督徒生活的人要复活，住在新天新地当中，
而凡拒绝耶稣的爱，远离他活着的人，都要面对永远的折磨。

问题 2：
我们将来的复活是身体复活，为什么这很重要？
本杰明·格莱德博士 Benjamin Gladd
我们肉身复活，而不仅仅是灵魂，还是作为物质实体复活，这很重要，这有两个
原因。我的意思是，这有很多原因，但这里讲两个。第一是因为我们是按基督的
形象造的。保罗在哥林多前 15 章说到这一点，基督按他自己的形象塑造我们。他
的形象是什么？是全新的……是一个适合新天新地的身体。如果基督的身体是像
那样，那么我们的身体也必然像那样。必然是的。第二，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在新
天新地，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不能带着我们旧有的身体，或只带着我们
的灵魂住在新天新地。上帝不是这样设计的，上帝设计新天新地，设计不是要它
只容纳灵魂。上帝设计新天新地，是要它容纳人。上帝与有实体的人住在一起。
盖伊·沃特斯博士 Guy Waters
将来的复活是我们身体肉身复活，这很重要。当然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带着他自己的人性复活，为我们这样复活。因此，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复活，
我们就根本不会经历他作为我们的救主，已经为我们赢取的一切。圣经教导说，
耶稣来拯救我们，不是拯救我们的一部分，不是把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身体分离
开，而是救我们全人，救灵魂和身体。耶稣为我们已经做成工作的其中一件大
事，就是我们得自由脱离了死亡。死亡被征服，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死亡不再
对我们任何一部分有最终发言权，因为耶稣已经在他复活的时候征服了死亡。
理查德·菲利普斯博士 Richard Phillips
人类是有一个灵魂的身体实体，没有这一点，我们就不完整……我作为牧师要说
的一件事 — 实际上，我在前不久刚刚说过这样的话，讲到我的一位好朋友，他
去世了，我对他的家人说 — “你们要再看到这身体。”撒但不会赢得这人一寸
的部分。基督已经救赎了全人。灵魂要上天堂，身体要进入坟墓，但是在最后号
筒吹响的时候，主要再来，身体要复活得荣耀。在软弱中撒种的，要在大能中复
活。我的父亲，我不能再见到他，我不能再听到他的声音，但他是在基督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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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要再一次和他四目相对，我要听到那声音，那得荣耀的说话方式，这要祝
福我……我们是有身体的受造之人，如果我的身体没有了，或者我的身体被疾病
永远破坏，或被罪永远败坏，我就算不上是得救。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
的。我们要在身体和灵魂方面都得荣耀。

问题 3：
基督教复活的教义如何直面对抗第一世纪希腊人和异教徒的信念？
康斯坦丁·坎贝尔博士 Constantine Campbell
希腊人和异教徒的观念，就是认定肉体多少是邪恶的，我们死的时候要逃离身
体，只有我们的灵魂是继续活着，但这并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对人性的认识，
圣经的人论是完全的，因此身体实际上很重要，虽然因着罪和堕落败坏了，但身
体本身是好的。因此，身体要复活，成为不死的身体，完全的身体，不能犯罪。
但很重要的是，这是实在的身体，与耶稣自己从死里身体复活一样。
但以理·特里尔博士 Daniel Treier
正如 N.T.莱特让我们看到的,古代世界的人完全晓得，人通常不会从死里复活，
但初期的基督徒宣称耶稣复活了，最终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复活。卡洛琳·沃
克·拜南和其他历史学家已经让人看到，初期的基督徒特别坚持身体复活，这是
非常反文化的，与几乎每一样主流的哲学备选观念对立。基督徒说我们的身体要
从死里复活，我们地上死了的身体，和在复活的时候要给我们的身体，在身体身
份方面存在着某种延续性，这让当时的人反感。对于上帝如何做成这一点，人有
各种各样的设想，这取决于我们地上身体遭遇了什么，我们死的时候有多大，或
者我们的身体在复活的时候是什么光景。基督徒对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一致意
见，但他们认同，探索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他们如此坚持身体复活，并不相信
任何主流的备选观念，例如转世，或可能看起来是复活，但其实并不是复活的其
他替身。但它到底有什么不同？正如奥利弗·多诺万和其他人让我们看到那样，
复活是基督教伦理和福音见证的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焦点，上帝完全不是救赎我
们脱离这受造界，而是上帝通过基督的复活再次证实，他对他创造的世界，包括
它物质的方面，包括它有实体和社会的特征是有承担的。在古代世界，我们的身
体可能是我们自己最反感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但上帝通过基督复活，坚持要救
赎他所造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这对于我们设想我们将来的样子会带来极深
邃的牵涉影响；我们要住在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人和地方要结合在一起，有
义居住其中。保罗看来展望的就是这样，在那发生之前，在我们死后，我们活着
没有身体，这是赤身露体。没错，我们是与主同在，但哥林多后书 5 章似乎表
明，人渴望上帝造我们成为的那种完全，那完全是在于我们活在身体之内。因
此，当上帝通过圣灵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上帝就是在作出一个应许，他要让万
物，包括他给我们的身体得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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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
保罗是如何看死人将来复活的？
盖瑞·伯格博士 Gary M. Burge
保罗想到死人复活的时候，他有两个想法。首先，毫无疑问保罗心里相信，我们
死的时候要与基督同在。事实上，他在提摩太后书思想他自己要殉道的时候，他
就是在想这样的事情。他要马上与基督同在。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在历史完满的
时候，在末了，我们的身体要有一种实在的身体复活。因此，当我们努力把这种
末世的身体复活，和当前死把我们直接带到基督这里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神学
家就要认识到这两样是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的。就这样，我们许多人思想的，就是
要发生的事，我们要经历一种居间状态，我们要与基督同在，我们等候在末世的
时候，我们的复活要成为完全。但是在保罗教导的关于复活的每一件事情当中，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我们思想复活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基督的复活。对此罗
马书 6 章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死的形状联合，我们也要在
他的复活当中与他联合。因此，正如基督从死里复活，进入永远的荣耀，同样我
们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享受耶稣现在享有的这种生命。
吉米·阿甘博士 Jimmy Agan
保罗对于死人将来复活的观点，与他作为犹太人接受的教育完全一致，但是与他
身边世俗世界的想法截然不同。你看到，保罗相信死人复活，实际上是身体复
活，实际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身体就像现在是物质的身体，要复活得到
更新。保罗认为复活不仅仅是一种对灵的观念，就是我们的灵要以某种方式继续
活着。对保罗而言，复活意味着，如上帝从创世记 1 章开始计划的那样，我们的
灵要与自己身体联系在一起。因此，保罗对复活的观点是身体性的，这也是历史
性的。保罗期望这种从死里复活的事，是一种时空事件，确实这是因为他相信耶
稣的复活：如果耶稣在我们的时空之内复活，我们也要在时空之内复活……保罗
相信复活，相信的人将来复活，也是当前生活大有能力的源头，因此保罗可以盼
望我们将来复活，看这复活安慰了因所爱之人去世而忧伤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是这方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保罗说到这些因所爱之人去世忧伤的人，他们
需要认识到，耶稣要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不仅仅是将来的祝福，也给我们
力量，面对当前的忧伤和痛苦。
杰弗里·吉布斯博士 Jeffrey A. Gibbs
对保罗来说，在基督里相信的人要复活得永生这应许，对于基督教信息来说绝对
是处于中心地位，这完全是因为它与耶稣自己的复活相连。在哥林多，你知道
的，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那讲到复活的伟大篇章，哥林多人表明的问题，并不是
他们似乎否认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他
们要死里复活。但是对保罗来说，这是同一回事。这仅仅是时间先后的问题……
因此，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他们要从死里复活这事实，保罗说，这意味着你也
否认耶稣也复活，因为耶稣是一次收成初熟的果子，如果你否认有收成，你就是
-4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c.thirdmill.org

愿你的国降临：末世论

第四课：世代终结

在否认有初熟的果子……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复活的那一
日，这荣耀要恢复；我们要完全成为上帝一直以来打算要我们成为的样子。这是
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我盼望这一日到来。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S. Poythress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讲到将来从死里复活，他把这当作出发点，来讲基督
的复活。认识每一个基督徒复活的模式，就是基督的复活。因此，基督从死里复
活，就不再死。他被圣灵充满，他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他也是我们的代表，因此
当时候到了，我们的身体复活，要像他的身体一样。我们的身体将会是属天的身
体，与亚当属地的身体相对。

问题 5：
耶稣复活和相信的人复活有什么关系？
林恩·科希克博士 Lynn Cohick
保罗把身体的复活 — 耶稣的复活 — 与挫败死联系在一起。因此，首先和最重
要的，耶稣的复活，而不仅仅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而是他从坟墓复活，让我们
看到死亡被打败了。因为死亡被打败了，因此罪也被打败了。保罗要讲到耶稣的
死和复活，他要使用这说法，就是“初熟的果子”，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并不熟悉
这说法，但是回到从前，在保罗那时候，这是与犹太人带到圣殿的献祭和十一奉
献相关的说法。人把土地初熟的果子献上，感谢上帝，这些初熟的果子象征全部
的收成。因此，当保罗说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他说的就是，上帝应许我们的身
体，相信的人的身体也要复活。因此，“初熟的果子”这说法，是对我们的奇妙
应许。保罗说，信徒复活的身体要成为得荣耀的身体，是不朽坏的，不死的。对
我们来说，很要紧的就是要记住，耶稣现在在复活的身体之内永远活着，因此当
相信的人死了，我们进入我们最后的家，我们要有一个得荣耀的身体。我们并不
知道这看起来到底是怎样的，但我们不会是在空中飘来飘去的灵。我们要住在新
天新地，不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的。
尼古拉斯·佩林博士 Nicholas Perrin
你知道的，复活是一种支撑着整个新约圣经的概念，你甚至可以说，这是新约圣
经本身的核心。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分散在各处的经文，是非常直接讲到复
活。也许经典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 15 章。哥林多人对复活认识不足，因此保罗
花了很大功夫讲到复活的性质。对它的其中一个关键论证，就是我们的复活要在
本质的方面，类似耶稣的复活，与之相似。保罗说，耶稣是初熟的果子。这是什
么意思？耶稣已经钉十字架，死了，埋葬，又复活了。他身体复活。身体复活，
是的，但在一方面，和我们认为的身体复活很不一样。我并不完全确定这其实是
如何运作的，耶稣有身体到了这地步，以至于他说，“摸我的手，”你摸他，你
的手却不会穿过他的身体，与此同时，他能吃东西，你知道的，真的是吃东西。
但还有，他突然在关了门的房间显现。这是怎样做成的？他真的有身体的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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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圣经的回答是，是的，他完全是有身体的，但是他能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
层面活动，如果要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们是不能进入的……如果耶稣这样复活，
应许就是，我们也要像那一模一样复活。
艾米·彼勒博士 Amy L. Peeler
我最喜欢的其中一处新约圣经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 15 章，保罗讲到复活。看来
在这一群人当中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但他们认
为这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已经经历了复活，他们有属灵恩赐，他们想做什
么就做什么，因此保罗似乎表明，他们中间一些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身体要复
活，他对他们有一些严厉的话要说。他说，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
那么我们就是所有人当中最可怜的。他表明了这种非常紧密的联系，就是耶稣从
死里复活，这保证了所有人将来复活的这件事要发生，这是一种身体复活。耶稣
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要在时间终了的时候带来结果。这非常符合犹太人的观念，
就是到了最后，所有人都要复活，向上帝交账。基督教信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耶稣是第一个经历这一点的人，他经历了复活，这是一个应许，那一日要降
临到所有其他人身上。

马特·卡特博士 Matt Carter
耶稣并不是第一个从坟墓里出来的人，但是人们把他称作是复活初熟的果子。对
“为什么”这问题的回答很不一样。你看到了，拉撒路死了，基督让他复活，他
最终病了，老了，他又死了。但是耶稣从坟墓复活的时候，他是这新的身体复活
初熟的果子。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从坟墓里带着新身体复活，不再死的人。所以他
们把他称为复活初熟的果子。虽然耶稣是第一个从坟墓复活，进入一个新的复活
身体，再也不死的人，但他是初熟的果子，这意味着他不会是最后一个复活的
人。这意味着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灵的复活，我们不仅有一个灵，去
到某处地方，我们实际上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去领受新的身体。我们要带着身
体，与他永远同在，享受新天新地，耶稣的复活预示了这一点。

问题 6：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上天堂，我们的受苦要终
结，那么为什么我们还盼望普遍复活？
马可·伽格尼廉特博士 Mark Gignilliat
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认信 — 用不同的信仰告白认信 — 就是我们相信“身体复
活”，我们“信永生”。我们在使徒信经结尾的地方这样说，我们在尼西亚信经
结束的地方这样说。这是基督教认信的核心。我们相信死人复活，而这是一种身
体复活。有许多原因……例如我们可以看，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强调身体复活的
重要性……我认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按基督教信仰某个敬虔派分支的看法，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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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我们的身体，成为与身体分离的灵，这看来是基督徒生命的终极目标。圣经完
全不是这样强调复活和最后那日的。圣经强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要再次彼
此联合。作为没有身体的灵魂，这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对死人复活的认信，
就是认信身体和灵魂要复合，那是终极目标。我们在居间状态时期的灵魂，在等
待我们的身体再次与它们会合，那就是死人复活的最终时刻。
本杰明·格莱德博士 Benjamin Gladd
在新天新地，我们要成为完全恢复的上帝形象。这就是说，我们很有可能会有运
动，我们会吃喝，我们会工作，我们会有组织，我们会有敬拜，我们会有奇妙的
关系，我们会享受所有这些事情。我们现在部分享受的每一件事，都是公义的，
我们要在那里有最完全的享受，享受到极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
灵最终要完全得到恢复……一个现在是灵魂的人，不能在天堂完全享受这些事
情。你需要有一个身体才能吃喝，你需要有一个身体才能做所有这一切……确实
有上帝的形象，你就需要有一个身体。因此，其实这问题就是，在新天新地里有
上帝形象的人，会是怎样的状态？这就是问题所在。

问题 7：
我们复活的身体与我们当前的身体有多相似？
康斯坦丁·坎贝尔博士 Constantine Campbell
新约圣经清楚表明，我们现在的身体和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存在着一种延续性和
一种非延续性。这一方面关键的信息，就是耶稣自己的身体复活。很清楚，这是
耶稣本人。他不再躺在坟墓里。他的身体不是在某处别的地方，使徒见到的不是
一个灵魂。他现在体现在他身体当中，带着钉十字架的伤口。他能被人触摸，他
能吃食物，等等。人可以认出他来，虽然很有意思的是，显然人不是马上能认出
他来，例如我们在路加福音 24 章看到，许多人与复活的耶稣相遇，并没有马上认
识到这就是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但确实暗示说，也许他复活的
身体有一些事情，是不能马上被人认出来的。还有非延续性，就是显然耶稣能从
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穿越围墙，一种直接穿越和这种的事情……我们可
以这样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稍微更具体讲到这事实，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不
死的，是荣耀的，我们不再犯罪，甚至没有犯罪的能力。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新的
元素，是我们复活的身体和我们当今身体相比不同的地方……我们复活的身体是
我们真实的身体，但通过复活得到转变。
马可·伽格尼廉特博士 Mark Gignilliat
我们讲到死人复活和将来世界生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笼罩着奥秘的领
域。有极多关于将来时候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因此我认为，对于将来那一
日会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我们开始给出明确答案的时候，要有所保留和谨慎，这
很有可能是智慧的做法。但虽这么说，当我们看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当中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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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有一种延续性，耶稣复活的身体和他死前的身体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延续性。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的地方，就是他要他的门徒 — 例如多马，还有在前往
以马忤斯路上，以及在这之后，他在楼上房间现身的时候 — 他要他们看他的
手，他要他们看他的肋旁和他的脚，在他地上的生活期间，落下伤口的这些部
位，它们如何仍是他得荣耀身体上的记号，这身体看来是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
来，就出现在房间里。因此，再一次我们是在一个笼罩着奥秘的领域，但确实看
来，我们复活之前状态的身体和复活状态的身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延续性，有某种
可以识别的延续性。

问题 8：
若我们的身体在土里已朽坏，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会有复活的身体？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S. Poythress
很多人想不明白，如果我们今生死了，我们的身体朽坏，融入土地，我们怎么可
能还会有复活的身体。圣经对此有一个答案，是聚焦上帝的大能，而不是给我们
一种专业解释。上帝知道他要做什么。哥林多前书 15 章对此有解释，它说我们要
有的身体，是改变形状的身体。它们并不是一模一样，而是有种子和从种子长出
来的植物之间的那种差别。你能用耶稣复活的身体说明这一点，因为它可以被人
认出是耶稣的身体，但也有改变，他得了荣耀。他不再服在死亡之下。这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所有的经历都与今生有关，但对上帝来说，这并不是
一个奥秘，因为他是创造主，因此他要做成这事，你不需要为此担忧。
保罗·迦纳博士 Paul Gardner
说到底，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初熟的果子，而耶稣是身体从死里复活，确实，
他的骨头在坟墓里，他的身体在坟墓里，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安葬的，但不
管怎样，这是最异乎寻常的神迹。因为死人全身的骨头，没有灵或任何别的事情
在，从死里复活，这要求有复活这异乎寻常的神迹。一位能让死人复活的上帝，
确实能把所有分子或一个人的各个部分，从各个地方，从所有地方招聚在一
起……上帝能把这些招聚在一起，使之再次成为一个身体吗？他能，因为他是上
帝。上帝能造物质，使用物质，使用他的创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基
督教信仰的神迹。这就是我们相信的，所有人要身体复活……他要让他们从死里
复活，就像他要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认为，我们无需担忧朽坏的身
体，或者我们是火化，还是我们埋在海里，或发生悲剧，就像这些日子会发生的
事，身体各部分被炸弹炸成碎片，落到各个方向。不管这些事情如何伤害人，让
人痛苦，我们最终无需担心，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是行神迹的上帝，复
活是最大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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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9：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可能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还要被定罪？
盖伊·沃特斯博士 Guy Waters
圣经教导说，就连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传讲的人，都要在最后审判时候被定
罪。保罗在罗马书 1 章告诉我们，上帝通过创造显明他自己，他的智慧，他的大
能和他的良善。他也教导说，每一个人因着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住在上帝的世
界上，通过所造的，就可以认识上帝。让人难过的是，罪对这种认识的回应，是
不感恩和背逆。因此，当所有人在审判那日站在上帝面前，他们不是站在一位他
们不认识的上帝面前，而是站在一位已经通过创造显明自己，他们选择要背逆的
上帝面前。
沃曼·皮埃尔牧师 Vermon Pierre
人觉得奇怪，如果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们怎么会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定罪。
你知道的，这是一个你要同情和理解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人会感到好奇的问
题，“仿佛上帝不公平。”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严肃看待圣经，我们开始的时候
就要认识到这一点。圣经讲到上帝要比我们任何人能想象的都更公平更公义。我
想到的是申命记 32 章：
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上帝，
又公义，又正直（申 32:4）。
底线就是，上帝是公平，他所做的，都是完全。那么当我们思想，人为什么被定
罪，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而是因为他们拒绝上帝。罗马书 1 章
告诉我们，上帝那眼不能看见的属性，他属上帝的大能，他的神性，自从创造世界
以来，人已经看见这些，然而我们却拒绝。因此 — 在这里，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
的说法 — 他们就“无可推诿”。这说的是人类，我们没有借口。当你站在主上帝
面前，你不能说什么，你不能说什么争辩的话，你不能摆上证据说，“我拒绝你，
这是有一个理由的。”圣经说，就是以此为根据，人被定罪，受审判。因此地狱里
没有一个人其实是有抗辩的理由，能够说，“这不公平，我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
由。”圣经说我们没有借口。但当然，这确实意味着我们应当继续更多多和人分享
福音，让人可以有这机会，靠着上帝的恩典相信他。

问题 10：
由于基督所有的仇敌都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定罪，我们对不信之人
应当有怎样的态度？
保罗·迦纳博士 Paul Gardner
当我们想到那些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定罪的人，确实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问题，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那些犯罪的人，那些悖逆上帝的人？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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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他们？如果这就是他们的为人，如果他们就像在一些国家里逼迫和处死跟从基
督的人那样，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对不愿给人升职，只是因为手下是基督
徒的老板，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这问题在现实生活里，在我们心里可能很难，
但根据圣经，其实相对容易回答，因为在我们面前看到的，是基督的一幅画面。
我们要像基督那样。基督到世上来，全世界都背逆上帝，基督来，满心是同情、
爱和怜悯，伸手吸引人归向他自己。他来，敦促人归向他，跟从他，这也应当成
为我们的信息，这应当成为我们的态度。你知道的，我们很容易想要报复，特别
是如果我们因着信仰受到伤害，如果某人论断我们，或不恰当对待我们，或者因
我们的信仰污蔑我们，我们很容易就想报复。我怎么才可以对那一个人有正确态
度？耶稣说，我们要爱仇敌，耶稣说，把另一边脸转过去。我们得到呼召，要见
证某样比仅仅是我们情感回应更重要得多的事情。但你知道的，我们需要学习这
一点，这需要时间，这不是我们心里本能的事情。我是一个堕落的人。我对身边
看到的那些公然无视上帝，有时最残暴犯罪的人，会有一种犯罪的回应，但正是
这些人，上帝说：“要爱他们，要主动接触他们，显明我的爱，对这些人讲我的
怜悯，因为可能我的计划是也吸引他们到我自己这里来。”新约圣经中，这方面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肯定就是使徒保罗他自己。他去大马士革，确实是要逼迫基
督徒，杀害他们，囚禁他们，基督到他这里来，直接对他说话。保罗信了。然后
保罗带着同样的同情到全世界的人那里去。这就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有时这
很难，因为情感上，我们常常真的很难做到这一点。
瑞寇·泰斯牧师 Rico Tice
对于恶人最后的状态，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感受？你知道的，英格兰的问题，就
是人不会问自己这问题。因此，他们其实上并不是坐在那里思考，“人落在永远
折磨当中，这是怎样的？”他们无视圣经在大量地方讲到的永远折磨的事情，因
此他们其实并不是坐下思考这问题。我一旦开始思考这问题，我的反应就是流
泪。因此，在罗马书 9 章，保罗为他百姓的光景流泪。他说：“知道他们要被剪
除，我宁愿被剪除。”耶利米书 20 章，耶利米哭泣说：“我不能不说话。”一旦
我们思想这事实，就是罪带人去什么地方 — 因为要不是耶稣付出了代价，否则
后果就是如此严重 — 罪就要带人去到一个我自己偿还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回应
就是哭泣。那么我们就要警告人……因为他们要亲自为他们的罪付出代价。因
此，哭泣吧，最终来说，这问题的答案就是哭泣。我应当有怎样的感受？这应当
让我哭泣，然后向人发出警告。

问题 11：
旧约圣经是如何描写新天新地的？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S. Poythress
以赛亚书至少有两段经文使用了“新天新地”这说法，其中一处是在以赛亚书 65
章 17 节，然后是接着的一个描写。很有意思的是，这描述非常像对第一个天，第
一个地的描述，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有改变。变得更好，得到祝福，有上帝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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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被压制。因此，这实际上是新约圣经讨论新天新地的背景。我们相信，基督再
来的时候，上帝要给目前的天地带来一种改变。
威廉·卡尔牧师 William W. Carr, Jr.
新天新地这说法在以赛亚书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 65 章，上帝宣告说：“看哪，
我造新天新地，”再一次，在 66 章，他稍微更详细说明这新天新地是怎样的。我
认为，我们使用“新天新地”这说法，也许当作一种概括的说法，我们从圣经不
同部分收集各种元素，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当作一种观念说法……这提醒我们，
我们在上帝之下继续作管家，管理这当今世界，但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持守这应
许，就是确实时候到了，那时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疾病，那时要像以赛亚在 25 章
说的，上帝要抹去每一滴眼泪，因为上帝已经永远吞没死亡。

问题 12：
现在的天地会被摧毁，让位给新天新地吗？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要有新天新地，这是否要求现在存在的要被摧毁。我
对这问题要说的一件事，就是人有不同意见，这取决于你出于哪一个神学阵营。
从我的观点来看……有一种说法，是我在神学院学到的，就是：“上帝不造垃
圾，他不把他造的变成垃圾。”稍微更详细解释一下，上帝造天地，他宣告天地
是好的。当然，我们知道罪进入世界，改变了这一点，污染了世界。但这并不意
味着世界突然之间坏到一种地步，在某种意义上是可抛弃的。因此当我们思想上
帝的救赎旨意是什么，他救赎旨意的范围，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为你，
或为我，而是为了他创造的整体。这是为他创造的一切。因此，在这种意义上，
当你想到，就连上帝传讲他国度的方式，基督在他的福音书中传讲这一点的时
候，很多时候你看到他医治某人，治好某种疾病，纠正某一件没有成为应当有样
子的事情的时候 — 让瞎眼的人可以看见，瘸腿的人行走。这一切在我看来，都
表明他不仅仅要恢复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还要恢复他的创造。这是他救赎旨意完
全的范围。因此，我头脑确实想到的回答，就是新天新地并不根除现在存在的。
这更多是一个完全恢复现在存在的事物的问题，那时这世界要完全脱离罪。
文森特·白寇特博士 Vincent Bacote
有一些圣经经文似乎表明，末世的时候将会有一场极大的宇宙大灾难，但我认
为，我们需要思想像罗马书 8 章 19 到 22 节这样的经文对我们说的话，它讲到创
造界为着它得救赎叹息，像这样的经文似乎告诉我们，现存的宇宙和将要会有的
事情之间存在着某种延续性……上帝正在更新天地。肯定的是，有一种天启文学
的说法，讲到某种转变，但我认为这更像是炼净金子之人的火。我说思考这问题
很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思考圣经开头的地方和圣经结束的地方。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有一座园子，结束的时候，看到有一座城。圣经有大量类似的画面。圣经
有类似的画面，是因为上帝要开始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还是有这类似的画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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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给上帝已有的创造带来一种结局？我认为这是为了给上帝已经创造的带来
一种结局。
麦克尔·威廉姆斯博士 Michael D. Williams
一眼看上去，彼得在彼得后书 3 章使用一系列非常栩栩如生的说法，讲到耶和华
的日子，新天新地的降临，基督徒很典型会看像这样的经文，特别是按照英王钦
定版的译法，比如第 10 节，就说：“这世界要被烧毁，要被烈火销化，要被摧
毁。” 但是近年纯正的解经已经指出，我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就是保罗，对不
起，是彼得在这里实际使用的说法，并不是一种摧毁的说法，而是一种炼净的说
法。最好的抄本，不是使用“被烈火销化”这说法，不是使用一种源自于一个动
词，意思是“销化”的说法，而是实际上来自一个动词，意思是“建立”或“发
现”，这确实给人看到炼净的意思……另外,我只需要补充一点，当我们来看到一
处经文，我们是用圣经其他经文与之相比。圣经有其他经文和内容，应当告诉我
们如何看像这样的经文……你知道的，你要从保罗在罗马书 8 章说的，被造界本
身呼求进入上帝儿女得解放的自由，从这角度来思想这里的经文。为什么？因为
对我们的救赎要成为对世界的救赎。约翰·加尔文觉得，思想罗马书 8 章 20 节，
说整个创造界都大声呼吁要得复活，这样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可以……我
们能在这里带进来，要光照这一点的别的事情，就是耶稣的复活。凡进坟墓的都
要出来。这是一种身体复活，不是一种灵的复活，你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复活要
像他的复活……上帝要恢复，而不是消灭他的世界。
丹尼·阿金博士 Danny Akin
你知道的，对于当今世界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关系，人提出很多问题。一
些人相信，当今的秩序要完全摧毁，然后上帝要重新从无到有创造一个新天新
地，一个新耶路撒冷。我认为圣经其实教导的并不是这样。我认为圣经教导，这
创造界 — 罗马书 8 章 — 在叹息，盼望得到救赎，盼望最终上帝的儿女得救，
当我们得荣耀，现在就存在的这创造界，同样要得荣耀。因此当今的秩序和将来
的秩序之间确实存在一种真实的延续性。但将来的秩序 — 我教神学的时候喜欢
这样说 — 就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要成为人重新得回的伊甸园，并且比这
更多。亚当夏娃失败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一切，我们要得回，但得到的比这更
多，远超我们能盼望或想象的。因此，存在着延续性，但是我们要得到的，是更
荣耀得多，因为罪和咒诅带来的一切破坏和影响要被除去，要永远被驱逐出去。
正如启示录 21 章 4 节说的，“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他要
让万物更新，这要成为一种直到永远的伟大，伟大的秩序。

问题 13：
新天新地会是什么样子？
保罗·迦纳博士 Paul Gard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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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圣经“新天新地”这说法。我们回头在旧约圣经先知那里看到这说法，当
然我们在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的书信又看到这说法。他们讲的是，一旦
基督在荣耀中再来，万物再创造，或万物成为新的创造。我认为圣经没有对我们
讲很多新的地球，甚至新的天会是怎样的问题。似乎单单这说法就表明，在我们
认为是天的属灵领域，和主所在、我们生活在当中的地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说
是更多的互动，而我们知道，这新的地球要由基督统治，他要在其中与我们同
在，我们要面对面看见他。因此，万物更新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看来天地之
间有一种更紧密得多的联系。但我想，我们能看到的某种最细致描写是在罗马书
8 章。此刻圣经让我们看到这画面，就是整个创造界，物质的创造界，不仅仅是
人类，要像一位母亲生产时痛苦那样呻吟叹息，圣经告诉我们，物质的创造界在
等候上帝的众子，就是上帝的百姓，来继承这新地球。至少它的言外之意就是，
当新的地球确实来到，我们所知道的这创造界要正确发挥作用，我们要正确管理
这地球。因此，我喜欢把这新的地球看作是是一个地方，最终我们在当中要为主
做工，这工作环境是运作良好，不是落在人的堕落之下，堕落的咒诅之下，亚当
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出现的上帝审判之下，每一样事情而是都要和谐联系起
来。因此，上帝让我们好好管理的这地球，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一天工作之
后，“我到底有没有做成一些什么事情”的念头，如果我们确实在这新的地球上
工作完毕，要睡觉的时候，我认为我睡觉的时候会感受到，我已经做成了上帝要
我去做的事，因为我已经得到完全，我住在这完全的地上，我所认识的主坐在天
上，他坐在荣耀里，我看到他与我同在，我天天与他面对面。
瑞寇·泰斯牧师 Rico Tice
新天新地会是什么样子？有两件事。首先，这是有保证的，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
复活。因此，他自己经历死这事实，意味着他能带领我经过死，要打开这新世界
的奇妙，这新世界是我们要去的。因此，这不是仅仅一种幻想。这过去确定的
事，给了我这将来的盼望。这看起来是怎样的？请看启示录 21 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
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
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
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
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
21:1-4）
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不是吗？“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
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我从这认识到的，就
是不再需要手绢 — “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灵柩 —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
医院 —“不再有疼痛”。因此，我盼望一个世界，那里不再有咒诅。因此，那因
着亚当夏娃得罪上帝而临到世界的咒诅，已经由承受这咒诅的耶稣基督除去了。
我可以知道，这将会是一个真实的物质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天，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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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这里“新”这个词是 kainos，指的是“更新”。它要像这地球，然而却是彻
底得到更新。因此，它是物质的 — 我们会有物质的身体 — 但这不会是一个落
在咒诅之下，分崩离析的世界。它要从天上降临，像装扮整齐的新妇，预备迎接
她的丈夫。就这样，一位新娘预备为她结婚的地方，结婚的那一日预备好了。这
是一个预备好的地方，是为我安排好的。但我认为，是的，这里很重要的一件
事，就是悲哀，哭号，疼痛，所有这些都不再有了，因为上帝已经在一个因着耶
稣的死，罪得到了对付解决的世界上抹掉这一切。
杰弗里·吉布斯博士 Jeffrey A. Gibbs
人努力想象新天新地会是怎样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些画面，当然是一些形象。
我这样说，意思不是说这些事情不真实。它们是真实的。也许思想这问题的最好
办法，就是它看起来要像当前的创造界，但又不像。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要把
这两种情形都说出来。这世界是上帝的世界，他造了这世界。他拥有这世界。这
世界被罪和死亡大大败坏。但上帝显然没有打算把这创造界最终交给罪和死亡。
但它确实需要清洗干净。我认为这就是圣经讲到审判日的时候，常常用到火的画
面的原因。因此，我们应当把这火看作是一种洁净的火。这将会是一和非常可
怕，“大而可畏”的日子。但这要从上帝他这一方大能和怜悯的作为而出的新创
造，是人可以认得出来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新的创造界，因为上帝爱他创造
的一切。因此，我们看到筵席、园子、河流的画面和形象 — 那是在启示录 21，
22 章 — 当然还有耶稣的比喻。这将是创造，我们的身体是这创造的一部分，要
成为圣洁。我认为，有时候我们想，也许太经常想到我们复活身体的健康，等
等，这没有错，这样想是对的，但疾病、衰残和死是罪的结果，那是首要的原
因。因此，从死里复活，创造界得到更新，按旧约圣经“shalom”这词的意思，
这创造界将会是圣洁完全的，虽然我找不到一节圣经经文说明这一点，但我认为
我们能想象，上帝看他更新的创造界，要再一次说，“这是甚好。”
沃曼·皮埃尔牧师 Vermon Pierre
新天新地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各种细节，但圣经告诉我们很多这方面的事，
特别是在启示录 21-22 章。它讲到天降下，成为地的一部分，我要在这里强调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这并不是说地要消失。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将是一个
新的属天的世界。这新的属天的世界，是上帝总是与人同在的地方，这是圣经说
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受苦，最特别的是，不再有罪的地方。在许多
方面，人本应就是这样，自从亚当犯罪，人类继续犯罪，拒绝上帝，就再也不是
这样。这一切都要被抹去，人类能按理应的样子尊荣上帝，跟从上帝，敬拜上
帝。这将是一个地方，它的特别之处是有最完全纯洁形式的爱、美好和喜乐，因
为我们要活在爱、喜乐和美好的面前，活在上帝面前，直到永远。因此，新天新
地将会是一个特别得难以置信的地方。这是我们盼望的地方，鼓励我们生活在现
在的地上，知道这地和天……会有更多的，更美的事情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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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4：
在新天新地，我们直接在上帝的面前，这样我们会得到什么益处？
格兰特·奥斯本博士 Grant R. Osborne
我们甚至无法开始说出，在新天新地我们直接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
益处。基本上，这些是记载在启示录 21 章 3-5 节，其实的情况就是，我们要记
住，摩西不能看见上帝的面后，仍然存活。我们不仅将要看见上帝的面，我们还
要手拉手与上帝同行，经文清楚地说，他要作我们的上帝，我们要作他的子民。
我们要经历这种绝对的身体方面的亲近，感受，相交和爱，我们要看创造天地的
上帝的面，我们要看永恒，我们要得着一切……这喜乐，我认为这喜乐用人的语
言甚至是不能描述的。没有语言能说明这一点。其实，启示录 21 章仅仅是人的尝
试，要表述我们在新天新地与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的那荣耀、喜乐，我
们得到的这一切，它们难以置信的性质和伟大之处。这是无法比拟的。但首要的
是，我们要在他绝对的同在面前。我们要成为直到永远的生命。所有的疼痛，所
有的受苦，所有的哀伤，所有的伤害都永远消失。喜乐就是，我认为，没有什么
能接近我们那时要得到的喜乐。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
我们在好像撒迦利亚书 8 章的地方，看到关于新天新地的一个异象。先知讲到这
新的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上帝再一次要与他的百姓同住，这要彻底改变生活
的方方面面。因此，先知开始讲到，年老的妇女和年老的男子如何再次坐在街
上，人要如此感受到在公众地方是安全的。小孩子，男孩和女孩要在街上奔跑玩
耍，每一代人之间会有一种和好；老年人和年轻人，他们想要在一起。先知讲到
从前人是如何得不到一点工钱，牲畜没有任何粮草，但是在上帝再来的这时候，
人要得到所需的。也有经济方面的更新，人的工作要有效力，生产的有余，要
有，要能彼此分享。然后他讲到如何也有一种生态的更新，谷物再次生长，地要
有雨水，有人需要的甘露，葡萄园要产出酒来。因此，我们在新天新地这方面看
到的就是，当上帝来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他完全更新我们在这世界上作承担他形
象的人的角色的时候，人具有上帝形象，这特点的方方面面都要再次兴盛起来。
丹尼·阿金博士 Danny Akin
你知道的，新天新地要在如此多方面奇妙非常……人经常问我，“我们在天上能
和我们的上帝互动吗？”毕竟圣经说，没有人能看见上帝却活下来。在我们堕落
的状态，情况确实是这样。在我们有罪的状态，我们不能看到他一切的荣耀。我
们会被烧尽。但是好消息就是，在天堂，我们不是堕落的。在天堂，我们是得荣
耀的。实际上，约翰一书 3 章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然要像他，我
们要看见他的真体。启示录 21-22 章也证实，我们要与我们的上帝有完全的相
交。因此，我们能与上帝一切美好的创造互动，包括他美好的造物，比如天使。
但比这更好的，就是我们也能直接与造我们的上帝互动，他不仅创造我们，还是
我们永远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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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菲利普斯博士 Richard Phillips
撒但通过罪胜过、扰乱和破坏的这整个宇宙，没有一寸地方会保留原样。在世代
终结的时候，上帝所造、设计的每一件事，都要实现他设计的目的。我们命定要
生活在一个得荣耀的宇宙当中，有得荣耀的身体，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耶稣再
来的时候，这地要充满对主的认识，就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因此基督要得胜，在
上帝所造的一切之上作王，我们的仇敌要一无所得，只得到上帝要他去吃的土。

吉米·阿甘博士 (Jimmy Agan)，[美]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St. Louis, Missouri]，新约副教授及讲道学主任。
丹尼·阿金博士 (Danny Akin)，[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
文森特·白寇特博士 (Vincent Bacote)，[美]惠顿大学 [Wheaton College]，神学副
教授，兼基督教应用伦理学中心主任。
盖瑞·伯格博士 (Gary H. Burge)，[美]惠顿大学 [Wheaton College]，新约教授。
康斯坦丁·坎贝尔博士 (Constantine Campbell)，[美]三一福音神学院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新约副教授。
威廉·卡尔牧师 (William W. Carr, Jr)，[美]协和神学院 [Concordia Seminary]，
释经学助理教授。
马特·卡特博士 (Matt Carter)，[美]奥斯汀基石社区教会 [The Austin Stone
Community Church in Austin, TX]，讲道与异象牧师。
林恩·科希克博士 (Lynn Cohick )，[美]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新约教授。
保罗·迦纳博士 (Paul Gardner)，[美]亚特兰大基督教长老会 [ChristChurch
Presbyterian in Atlanta, Georgia]，主任牧师。
杰弗里·吉布斯博士 (Jeffrey A. Gibbs)，[美]协和神学院 [Concordia Seminary]，
释经学教授。
马可·伽格尼廉特博士 (Mark Gignilliat)，[美]必胜神学院，阿拉巴马州伯明翰
校区[Beeson Divinity School in Birmingham, Alabama]，旧约神学副教授。
本杰明·格莱德博士 (Benjamin Gladd)，[美]改革宗神学院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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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卡司斯博士 (Riad Kassis)，[黎巴嫩]国际理事会 [Overseas Council]，基督
徒领袖国际培训事工区域主任。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美]诺克斯神学院[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历史神学助理教授，学术事务副院长，教务长。
格兰特·奥斯本博士 (Grant R. Osborne)，[美]三一福音神学院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新约教授。
艾米·彼勒博士 (Amy L. Peeler)，[美]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新约副教授。
尼古拉斯·佩林博士 (Nicholas Perrin)，[美]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富兰克
林·S·戴尼斯（Franklin S. Dyrness）圣经研究教授兼研究生院院长。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美]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St. Louis, Missouri]，新约副教授兼发起城市事工部
主任。
理查德·菲利普斯博士 (Richard Phillips)，[美]第二长老会 [Second Presbyterian
Church]，主任牧师，费城改革宗神学会议主席。
沃曼·皮埃尔牧师 (Vermon Pierre)，[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罗斯福社区教会
[Roosevelt Community Church in Pheonix, AZ]，主任牧师。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Poythress)，[美]韦斯敏斯特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释经学教授，及韦斯敏斯特神学杂志编辑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瑞寇·泰斯牧师 (Rico Tice)，[英] 伦敦灵风坊万灵堂 [All Soul's Langham Place in
London]，副牧师，及[英]基督教探索事工 [Christianity Explored Ministries]，创始
人。
但以理·特里尔博士 (Daniel Treier)，[美]惠顿大学 [Wheaton College]，布兰查
德教席神学教授。
盖伊·沃特斯博士 (Guy Waters)，[美]改革宗神学院杰克逊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新约教授。
麦克尔·威廉姆斯博士 (Michael D. Williams)，[美]圣约神学院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系统神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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