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t I want them to know that one day, when their bodies have rotted and their 
lives have been forgotten, Jesus will call them out of their graves—not to float 
as disembodied souls in the sky, but to walk in resurrected bodies on the earth. 
The one who called stars into being will also call them from death to life. (p. 
202)

但我想讓他們知道，有一天，當他們的身體腐
爛，他們的生命被遺忘時，耶穌會叫他們離開
墳墓 –不是像沒有肉體的靈魂一樣漂浮在天空
中，而是以復活的身體行走在地上。使星辰產
生的上帝，也會使他們出死入生。

第五課總結: 上天堂=等候復活



希臘/斯多葛主義 猶太-基督教



(2) 如果人類是造物主所愛的受造物，他們必定有超越
死亡的命運。每一代人都必須平等地參與到那個命運
中，在這個命運中，他們將得到治癒創傷並恢復其完
整性，從而參與實現神自己最終的目的。
(3) 就目前人類的想像力可以表達末世的期望而言，它
必須在連續性和不連續性之間的張力中發生。必須有
足夠的連續性，以確保個人真正以他們復活的自己的
身份分享來生，而不是簡單地以舊名字作為新生命。
必須有足夠的不連續性，以確保來生免於舊創造的苦
難和死亡。
(4) 這種盼望的唯一基礎在於神堅定的愛和信實，耶穌
基督的複活證明了這一點。

約翰·波金霍爾 (1930 – 2021)



這課程會透過研習聖經經文和思考討論，去了解

統一的基督教基本信仰。在第1季的六課中, 我們

會探討以下六個題目和相關的問題:

1.神：三與一 (11/9)

2.人：美好與墮落 (9/10)

3.耶穌基督：神與人 (13/11)

4.救恩：恩典與责任 (11/12)

5.死後的生命 :延續與斷裂 (8/1)

6.天國：已然與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12/2)





馬太福音 19
16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有古卷：良善的夫子），我該做甚麼善事才能得永
生？
17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你為什麼稱我是
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
18他說：甚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
19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20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
21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22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23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
24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25門徒聽見這話，就希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26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天國=神的國=永生=得救??

天國是希伯來語的說法，而神的國則是希臘語的說法。主耶穌在當時用的是亞蘭文，一種與希伯來語非常相
似的語言，而我們的新約聖經是用希臘語寫成的。



馬太福音 4: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馬太福音 12:28
28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路加福音 4
16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
17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
一處寫著說：
18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
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
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19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20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裡的
人都定睛看他。
21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hC420duVk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20%E5%A4%AA%20%E7%A6%8F%20%E9%9F%B3%204%3A17&version=CU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hC420duVk


路加福音 17:20-21

20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是
眼所能見的。
21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看哪，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
你們心裡（心裡：或作中間）。

路加福音 13:18-21
18 耶穌說：神的國好像甚麼？我拿甚麼來比較呢？
19 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園子裡，長大成樹，天上的飛
鳥宿在他的枝上。
20 又說：我拿甚麼來比神的國呢？
21 好比麵酵，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麵裡，直等全糰都發起來。



馬太福音 21:31
31 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那一個遵行父命呢？他們說：大兒子。耶穌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神的國。

以弗所書 5:5
5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
是無分的。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路加福音 12:32
32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歌羅西書 1:13
13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

馬太福音 8:11
11 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
坐席；



馬太福音 13
37他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38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
39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40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41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裡挑出來，
42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43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馬可福音 10:15
15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到底承受什麼？教會？天堂？所領受的是神的統治權柄。為了進入國的未來領域，一個人必須在此時此地完
全信靠顺服上帝的統治權柄。

我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太 6:33）。我們追求的目標是什麼？教會？天堂？不; 我們要尋求神的公義—
—他的掌權、他的統治、他在我們生命中的管理。

約翰福音 18:36
36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
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我們的問題可以從三方面來解答：
(1) 聖經的一些段落將神的國稱為神的統治。
(2) 一些經文提到神的國是我們現在可以進入的領域，以體驗他統治的祝福。
(3) 還有一些經文提到一個未來的領域，只有隨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再來，我們
才會進入並體驗他完全的統治。

因此，神的國在不同的經文中有三種不同的意義。

人可以通過不同的階段進入神的國，並且承受不同程度的福份。神的國是屬於
未來的世代(the age to come)，俗稱天堂。在那裡我們將在祂的國度中實現圓滿
的祝福。但神的國現在就在這裡。今天我們可以進入一個屬靈祝福的領域，部
分地但實際上享受神的國（統治）的祝福。



神的國幾時最終來到？

世界將如何結束？這是全人類的問題。歷史和人類的終結將如何？

這個由自然和歷史組成的世界是否有希望？

基督徒相信神已經用一些算是難明的語言和意象回答了這些問題。

但基督徒並不都同意有關這些答案的具體細節或如何解釋那些圖像

及其所用的語言。

關於世界末日- 即末世/終末論 (Eschatology) - 基督教存在著巨大的

多樣性。

那是不是代表基督徒對神的國度來臨並不可能有一些統一的看法，
全憑聽說不同教會宗派的意見呢？



三大教義脫穎而出，得到所有基督徒的普遍肯定:

1. 耶穌基督必定再臨地上。這有時被稱為parousia/advent，意思是「

顯現」或「來臨」。不論是那個傳統和教派的基督徒，都一直盼望

耶穌基督的第二次降臨。

2. 當基督再來時，他要確立或全然彰顯神的統治和主權 -即神的國 -這

已經早在歷史上開始運作的。

3. 神最終將創造一個永恆的新天新地 (將天與地聯合)。

大多數基督徒認為新天新地與最初的創造是連續的 - 他們通過更新得到

救贖。少數人認為未來的實體是這個世界被神毀滅後的全新創造。然而

, 所有基督徒都同意復活和救贖的人類將與上帝同住，並且上帝將與他

們同住在一個永無止境的理想國(烏托邦)中。



使徒行傳 1
9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
10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
11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
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啟示錄 1
7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
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

腓立比書 3:20
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但以理書 7:13

13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三位一體中的聖子在永恆裡仍然是神和人!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85%93%20%E7%AB%8B%20%E6%AF%94%20%E6%9B%B8%203%3A20&version=CUV


耶穌基督再臨地上將天與地聯合

時間 空間 物質



《神的國》不是關於我們死後會發生什麼，或者我們如何逃離這個世

界進入下一個世界，而是關於神的統治將如何「如同行在天上」遍及

這個世界。

在聖經中，天堂不是我們未來的命運，而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另一個隱

藏的維度 - 上帝的維度。神創造了天地，最終衪會改變它們，使它們

永遠和自己結合在一起。

天与地 - Heaven & Eart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wS0ENENsM


在耶穌裡，神來
到了世界

叫神在萬物之上，為
萬物之主

福音



歌林多前書 15:28

28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

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羅馬書 8

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20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
如此的。
21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享：原文是入）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22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15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6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
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
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17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18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他可
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19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裡面居住。
20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 ─ 
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 ─ 都與自己和好了。

歌羅西書 1:15-20



以賽亞書 11:6-9
6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
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他們。
7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
8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
上。
9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
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哈巴谷書 2
14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上帝將成為一切。這一刻還沒有到來。只有當邪惡，尤
其是死亡，最終被擊敗時，它才會到來。



每個安息日的慶祝活動都是及時的彌賽亞間奏曲，
當彌賽亞(再)到來時，衪將為所有神的創造物帶來
最後的「彌賽亞安息日」。

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1926－）德國改革宗神學家。以《盼望
神學》（Theology of Hope）而知名



啟示錄 21
1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2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
齊，等候丈夫。
3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4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
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示錄 7
16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
17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
一切的眼淚。

彼得後書 3
13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到底救恩、神的國、天堂、永生，
與我們今天有甚麼關係??



但最重要的不是天堂和地獄。這是基督徒希望的核心驚喜之
一。 緊隨舊約後塵的新約堅持認為，關鍵是神拯救和重建
整個世界、整個宇宙的計劃。如果我們正走向一個永恆的、
脫離肉體的永恆，那麼試圖在此時此地把事情做好是沒有意
義的。 而是那些相信神創造了一個一切都與衪復和的新世
界的人現在已經有一種不屈不撓的動力來為這個世界工作。

那麼，救恩不是去天堂，而是在神的新天和神的新地中復活。
救恩是關於整個人，而不是關於靈魂。這是關於現在，而不
僅僅是未來。它是關於神通過我們所做的，而不僅僅是關於
衪在我們身上和對我們所做的。如果我們以此為出發點，我
們也會發現教會的使命是什麼。

韋得 (N.T. Wright)



今天我們要如何為神的國度工作?

當下的行為和工作

進入永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