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作复活、升天、 
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见证人 

(国际长老负责弟兄训练) 2018/11/26-12/2 

Ⅰ．在使徒行传，使徒和门徒是基督的见证人： 
徒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
力，并…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 
Ａ．按使徒行传的启示，每一个主所兴起、打发
出去的人，都是主的见证人。 
徒26:16 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正是要选定
你作执事和见证人，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
要显现给你的事，见证出来。 
Ｂ．在整本新约里，“见证人”的意思，首要的
乃是担负这位钉死、复活、升天之耶稣基督活的
见证。 
Ｃ．作见证需要人对主或属灵的事物有看见并享
受的经历，与仅仅施教不同。 
Ｄ．主选定保罗作执事和见证人： 
①执事是为着职事；见证人是为着见证。 
②职事主要的与工作有关，与执事的所作有关；
见证与人有关，与见证人的所是有关。 
③保罗乃是见证人，将他所看见主的事，和主将
要显现给他的事，见证出来。 
Ｅ．主在升天里完成祂天上的职事，乃是借着在
祂复活生命里，带着祂升天能力和权柄的见证人。
【月】                                    

Ⅱ．使徒行传所启示的基督乃是在复活里： 
徒2:32 这位耶稣，神已经叫祂复活了，我们都
是这事的见证人。 
徒4:33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 
Ａ．基督经过死，进入另一个范围，就是复活的
范围： 
①基督既是那活着的一位，有不能毁坏的生命，
死就不能拘禁祂。 
徒2:24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复活了，因
为祂不能被死拘禁。 
②祂将自己交于死，死却无法扣住祂，反而被祂
击败，祂就从死里复活了。 
Ｂ．我们需要在基督复活的大能、领域和成分里
认识基督。 
Ｃ．基督的复活是使徒见证的中心点： 
徒1:22 约翰施浸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
的日子，始终与我们作伴的那些人中，现在必须
有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①借着耶稣的复活并在祂的升天里，神荣耀了祂
的仆人耶稣。 
②主耶稣的复活回头指着祂的成为肉体、人性、
为人生活以及神所命定的死，并且往前指向祂的
升天、天上的职事和行政以及祂的回来。【火】     

Ⅲ．使徒行传所启示的基督乃是在升天里： 
徒2:33 祂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领受了
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
下来。 

Ａ．复活是生命的事，基督的升天是地位的事，
而地位事关权柄。 
Ｂ．主的升天引进祂天上的生活与职事；这引进把
祂带进新的范围，就是诸天；现今祂在诸天里有祂
的生活，并且在那里尽职。 
Ｃ．主的升天将祂带进一个新的阶段——这阶段
乃是一个复活的人活在天上，作神行政的中心： 
①这位复活者现今坐在天上，执行神的行政。 
②复活的基督升到天上，被神高举，得着王权、
主权以及在万有之上的元首权柄。 
③升天的基督也得着了宝座、荣耀和宇宙中所有
的权柄。 
Ｄ．升天的基督是万有的主，要得着万有： 
徒2:36 所以，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
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 
①基督的为主身分，是祂在升天里所得着最重要
的方面之一。 
②基督的为主身分既然在祂的升天里完全得着
建立，我们——祂身体上的肢体——就需要领悟
这属天的事实。 
Ｅ．升天的基督是神的受膏者，要成就神的使命，
完成福音的广传和召会的建造。【水】         

Ⅳ．使徒行传所启示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 
徒3:25 你们是申言者的子孙，也是神与你们祖
宗所立之约的子孙，神在那约中，曾对亚伯拉罕
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26 神既兴起祂的仆人，就先差祂到你们这里来，
祝福你们，叫你们各人回转，离开邪恶。 
Ａ．基督是生命的创始者： 
①如“创始者”一辞原文所指明，基督是生命的
起源或起始者；祂是生命的创始者，元帅。 
②在行传三章，我们看见生命分赐到人里面，这就
是繁殖基督；为着这样的繁殖，我们需要主作生命
的创始者，生命的源头。 
③基督这生命的创始者乃是那圣别公义者。 
Ｂ．基督是神的仆人： 
①借着耶稣的复活和升天，神荣耀了祂的仆人耶
稣。 
②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神的仆人，基督乃是地
上万族——一切种族、肤色和国籍的人——都要
因祂得福的那位。 
③神在五旬节那天，借着浇灌下那灵，将升天的基
督作为福差遣回来；因此，神所浇灌下来的灵，就
是神所复活并高举到诸天之上的基督。【木】     
Ｃ．基督是元首和救主： 
①神已将那人耶稣高举，作至高的元首、君王、
君王的元首，以管治世界，并作救主拯救神所拣
选的人。 
②“元首”与祂的权柄有关，“救主”与祂的救
恩有关；祂用祂的权柄主宰管治全地，使环境适
合神所拣选的人接受祂的救恩。 
Ｄ．基督是人子： 
徒7:56 就说，看哪，我看见诸天开了，人子站



在神的右边。 
①行传七章五十六节启示基督是人子，站在神的
右边，安慰、鼓励并加强那为祂殉道的人。 
②司提反看见升天的基督是人子；这指明在诸天之
上的基督仍有祂的人性；祂仍有人的性情。 
Ｅ．基督是神： 
徒20:28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
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
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①基督，我们的神，买了召会，用祂自己的血得着
召会。 
②神用“自己的血”（28），就是“祂儿子耶稣
的血”，得着、买来、救赎了召会。 
③基督乃是神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祂在那里为救赎
我们所流的血，不仅是那人耶稣的血，也是神人的血。 
④神借以将召会买来的这血，乃是神自己的血。【金】 
Ｆ．基督是万人的主： 
徒10:36 祂借着耶稣基督（祂是万人的主）传和
平为福音，将这道传给以色列子孙。 
①“万人”在行传十章三十六节指一切的人。 
②升天的基督是地上所有不同种族和人民的主；
祂并不偏待人。 
Ｇ．基督是审判者： 
徒10:42 祂吩咐我们向百姓传道，并郑重见证祂
是神所立定，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 
①基督是神所立定，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 
②基督是那要审判天下的人，由神按公义所设立，
并由神叫祂从死人中复活作凭据。 
徒17:30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
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31 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祂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祂已叫这人从死人中复活，供万
人作可信的凭据。 
Ｈ．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祂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祂已叫这人从死人中复活，供
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①相信福音主要是相信耶稣基督。 
②相信主耶稣乃是根据基督的人位，以及祂所成就
的一切，这二者构成神新约经纶的信仰。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
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
并无助益。【土】                           



经历①：基督在复活中成为赐生命的灵，用看不见的
形式一直在你里面 

徒 2:24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复活了，因为
祂 2 不能被死拘禁。 

如今，基督在复活里是我们的救主，而那灵是
在复活里的基督。基督复活以后，成了完全在复活
里的人。今天有些基督徒认识成肉体的基督和钉十
字架的基督，但我们应该像保罗，渴慕不仅认识基
督的死，更认识在复活里的基督。我们需要在基督
复活的大能、范围和元素里认识基督。 

〔在行传一章，彼得〕说，“所以在主耶稣出
入于我们中间的时候，从约翰施浸起，直到主离开
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始终与我们作伴的那些人中，
现在必须有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主的复活是使徒见证的中心点。这见证回头说到祂
的成为肉体、人性、在地上的为人生活以及神所命
定的死，并且往前指向祂的升天、天上的职事和行
政以及祂的回来。因此，使徒为这位万有之主耶稣
基督所作的见证，是包罗一切的，就如全本使徒行
传所描述的。使徒乃是传讲并供应整本圣经所启示
包罗万有的基督。 

新人篇 
OL：基督通过死，进入了别的领域，也就是复活的
领域中。 

基督在肉身中，成为了肉体。并且在复活里，
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主在复活后，为了让门徒理
解并经历主看不见的同在，训练了他们四十天。 
徒 1：3 祂受害之后，用许多确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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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N「将自己活活地」：这是要训练门徒习惯并享受
主看不见的同在。 
FN「显现」：复活的基督住在门徒里面，因祂在复活
那天，已将祂自己，就是那灵，吹进他们里面。祂的
显现并不是说祂曾离开他们，不过是使祂的同在对
他们成为看得见的，训练他们时时体认并享受祂看
不见的同在。 

各位新人，请理解所有新约的祝福都在复活
里。基督在复活前，虽然是以看得见的形式与门徒
同在，但是在复活后，成为眼睛看不见的赐生命的
灵，进入了他们里面。其实，赐生命的灵的同在比
肉体的同在更近。那是从“人们中间”的同在发展
到“人们里面”的同在。但是，这个逐渐发展的同
在是看不见的，所以对你来说也许很难懂。为了使
你在主里被祝福，理解和经历这个难以理解的同
在是极其重要的。 

祷告：“哦，主耶稣，你在复活中成为赐生命的灵，一
天 24小时，永远的住在我里面。对于这个看不见的同
在，请帮助我能够经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我学
习，参加社团活动，找工作的时候，甚至在睡觉中也能
主观地经历你。 

 

经历②：正确地认识基督升天的地位，和圣徒一同放
胆地面对撒旦而得胜。 

复活的基督将赐生命的灵吹入门徒里面，作生命、
生命的供应、以及与他们里面的人有关的一切之后，
他们都成了神人，就是与神调和的人。他们就在素质
上被神圣的生命所充满，但他们还没有资格执行神的
经纶。因此，复活的基督必须升到天上，被神高举，得
着王权、主权、以及在万有之上的元首权柄。祂也得着
了宝座、荣耀、和宇宙中所有的权柄。那一百二十人在
地上祷告了十天，那时神正立那得高举的基督作君王，
作主，并作万有的头。神将权柄、宝座、和荣耀赐给祂
所高举的这一位—在升天里的这位基督。 

基督的复活还不足以装备我们，使我们有资
格或赋与我们权柄。因此，我们还需要祂的升天。
复活是生命的事，基督的升天是地位的事，而地位
事关权柄。…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地位比喻为总统
的职位。在美国，必须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总统就
职上任时，就被摆在一个地位上，得着权柄和装备，
使他够资格，能行使总统的权力。 

青职/硕士篇 
OL：复活是生命的事，基督的升天是地位的事，而 
地位事关权柄。 

基督，在升天前是主，但借着升天才正式就职
为万物的主。例如，美国总统在大选中获胜，已经
被选为总统，但若不经过正式的就职典礼，就不能
够得到总统的地位。总统的地位是伴随着总统的
权柄和权利。公司组织和大学院也存在地位的问
题。在公司里有经理，在经理之上有部长，在部长
之上有董事，最上面是董事长。每个职位都有自己
的权力。神是有秩序的神，你要了解自己该有的地
位，要小心不要擅自执行自己没有的权力。此外，
还需要与有权柄的人商量，要在权柄下正确的执
行业务。这种理解有助于理解基督在升天里的权
柄。 

例如，你传福音给你的同学，因这缘故被撒旦
攻击，变得退缩。这时，你必须理解关于主升天的
崇高地位和权柄。你应该和你的属灵同伴、带领你
的弟兄姊妹一同，在升天里，带着权柄，命令撒旦。
你不应该恐惧战兢的向主祷告，叫自己不要被撒
旦欺负。这种祷告的恳求是不理解主的地位和权
柄的人。 
祷告：“哦，主耶稣，我因着传福音被传谣言，很害
怕。但这是经历主升天地位很好的机会。不必害怕撒
旦的攻击，带着升天的主所获得高的地位和权柄，在
身体里祷告，斥责撒旦。主有那权柄，召会也被赋与
那权柄”。 

詩歌 632 属灵的争战─兴起 (英 870) 
1. 兴起，兴起，为基督，兴起，十架精兵； 

举起主旗扬威武，永远将它高撑。 
主必率领祂大军，得胜而又得胜， 
直到仇敌全灭尽，人尊主名为圣。 

2. 兴起，兴起，为基督，兴起，听主号令； 
走上疆场齐步武，靠主得胜大名。 



仇敌虽多，又凶险，也必向其进攻； 
越险，越攻，越勇敢，攻到仇敌消踪。 

3. 兴起，兴起，为基督，兴起，靠主大力； 
莫靠自己而贻误，莫用血气兵器。 
穿上属灵的军装，祷告随时多方； 
无论何处需抵挡，都能随灵前往。 

4. 兴起，兴起，为基督，战争必不会长； 
今日杀声虽高呼，明日凯歌必唱。 
凡是靠主得胜者，必得荣耀冠冕， 
必与基督同快乐，同王直到永远。 

经历③：学习生命的长大和殷勤服事的功课，在审
判的主面前能合格，成为得胜者 

使徒 10：42 祂吩咐我们向百姓传道，并郑重见证祂
是神所立定，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 

FN「审判的主」：复活的基督在千年国前回来时，要
在祂荣耀的宝座上审判活人。这与祂的再来有关。千
年国以后，祂还要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死人。那是对
受了玷污的旧创造最后的清理。 

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已被立定为审判全人类的那
一位。……复活的基督在千年国前再来时，要在祂荣
耀的宝座上审判活人。千年国以后，祂还要在白色大
宝座上审判死人。主要对众人，对活人和死人施行神
的审判。 

作活人死人审判者的基督，也能被经历并享受为
救赎主；我们信入祂，就得蒙赦罪。 

基督是神所设立要按公义审判天下的人，借着神
叫祂从死人中复活作凭据。 

中高生/大学生篇 
彼得前书 4：5 他们必向那预备好要审判活人死人的
主交账。 

提后 4：1 我在神并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
稣面前，凭着祂的显现和祂的国度，郑重的嘱咐你， 
2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用全
般的恒忍和教训，叫人知罪自责，谴责人，劝勉人。 

FN「祂的显现」：这话证明保罗的生活、工作是以
主的显现和祂的国度为鼓励、为目标。主的显现是
为着审判，要报应我们各人，主的国度是为着祂与
得胜者一同作王。使徒不仅自己以这二者为鼓励、
为目标，也凭这二者嘱咐他所带领的提摩太，要忠
信尽他话语的职事。 

作为学生的各位，你们应该是通过中考或高考
进入了现在的学校。为了进入这所学校，必须通过
入学考试。同样的，你为了成为得胜者，要接受主
的两门功课。一个是生命长大的功课，另一个是关
于传福音，获得建造召会的材料，与其他弟兄姊妹
配搭，建造基督身体的服事的功课。你们大家在主
到来的时候，要关于这两门功课进行申辩。 

ⅰ) 生命长大的功课：为了使你生命长大在日常生
活中，特别是在学习中请主观地经历基督。例如，
当你感到自己不能做得比这更好，感觉自己没有坚
持下去地能力时，学习经历主，从自己天然的壳里
出来。 

ⅱ） 殷勤服事的功课：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
在说到关于基督耶稣的审判之后，在第二节说到务
要传道。你必须要过传福音的生活。在路上讲说主
的话，在家聚会里说主的话，在点滴灌溉中供应主
的话鼓励人，在主日聚会讲主的话。无论得时不得
时，你都要随时准备说主的话，并且要持续的说下
去。 

祷告：“哦，主耶稣，当我感觉到自己的极限时，就
呼求主名，信靠主，经历主作我的智慧与能力。就
算自己做不到的事，也可以和主一起共同突破。我
每一天在生命上一点一点的长大。并且，在服事中
让我忠实的预备并训练传讲主的话。主耶稣，刚强
我的灵，让我成为一名在生命上长大和服事上有见
证的学生。阿门” 

詩歌 662 福音を宣べ伝える-命を流し出す (英 925) 

１ えい光のふく音は, いのちのながれ; 
ひとはすくわれる, 生けるあかしで。 

（復） 生けるみずながし, いのちあらわし, 

ひとの霊を生かす うつわとなせや。 

２ いのちのあかしで, ひとはしんじる; 

いのち, 供きゅうされ, 主を受け入れる。 

３ ぶどうの木のように, 主のなかに住み, 

いのちをながして, 主を供きゅうする。 

４ せいかつのなかで, 主を表げんする; 

ことばだけでなく, いのち植え込む。 

 

诗歌 662 传扬福音─涌流生命 

1. 荣耀福音向外推广，乃是生命的涌流； 

藉着我们活的见证，失丧罪人蒙拯救。 

（副）求主使我涌流生命，使你生命显于我； 

藉我作你活的器皿，将人灵里来点活。 

2. 生命见证，使人心服，人才肯来相信主；
藉我生命涌流供应，人才接主进心府。 

3. 永远要像葡萄树枝，住在主里结果子； 

藉着里面生命涌流，将主向人来分赐。 

4. 愿我生活就是传扬，使人在我看见祂； 

不仅用话宣传道理，更将生命来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