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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市基督教會國語主日學
系統神學202-C.6

1. 得得得得榮榮榮榮耀耀耀耀
Glorification

2. 與與與與基督聯基督聯基督聯基督聯合合合合
Union with Christ詩歌：主活著2015年3月29日

得得得得榮耀榮耀榮耀榮耀---- 得著復活的身體得著復活的身體得著復活的身體得著復活的身體 ---- GlorificationGlorificationGlorificationGlorification基督的救贖是全人的 – 靈魂與身體神不只是救贖我們的靈魂, 且要救贖我們的身體直到它完全脫離墮落的影響,被帶入神創造人類身體時所要達到的完全狀態為止,基督在我們身上的救贖工作才算完成。事實上,只有基督再來,使我們身體復活時,我們的身體才能得著救贖. 這個救贖工作的最後階段-就是我們得著身體的復活, 被稱為「得榮得榮得榮得榮耀」。耀」。耀」。耀」。
得榮耀得榮耀得榮耀得榮耀---- 得著復活的身體得著復活的身體得著復活的身體得著復活的身體 ---- GlorificationGlorificationGlorificationGlorification我們得得得得榮榮榮榮耀耀耀耀時乃神大得勝的日子 –因為在那日, 最後的仇敵 – 死亡 – 將被毀滅,正如聖經的預言:「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林前15:25-26, 54-55)我們的身體從死裏復活時,就要經歷勝過死亡的完全勝利;死亡乃是亞當和夏娃墮落的結果。那時,我們所得的救贖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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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榮耀得榮耀得榮耀得榮耀---- 得著復活的身體得著復活的身體得著復活的身體得著復活的身體 ---- GlorificationGlorificationGlorificationGlorification得榮得榮得榮得榮耀耀耀耀的定義:「得榮耀是救贖施行的最後一步。當基督回來時,將歷代所有信徒已死的身體從死裡復活,又將他們的身體與靈魂結合起來,並且改變所有仍活在世上信徒的身體,那時就是得榮耀的時刻;基督將在同一時間賜給所有信徒一個像他自己那樣完全的復活身體。」~我們何時得著復活的身體?~復活的身體是什麼樣子?
I. 聖經中有關得榮耀的證據

A. 在基督裡眾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
1) 屬基督的「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林前15:22-23)

2) 在耶穌裡睡了的人「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帖前4:14-16)

I. 聖經中有關得榮耀的證據
A. 在基督裡眾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

3)  屬基督的 -活著還存留的人「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4:17)將與基督一同回來的是已經與基督同在之信徒的靈魂, 而他們的身體從死裡復活, 與他們的靈魂結合, 然後與活著還存留的信徒一同被提到雲裡, 與基督同在。
4) 千禧年後 –非信徒復活受審「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啟20:5)



3

I. 聖經中有關得榮耀的證據
B. 基督再來時還活著的信徒身體都要改變「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林前15:51-52)

C. 身體都要改變成與主完全的身體相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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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
(transformed into)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conformity with)。」 (腓3:20-21) 

II. 復活的身體會是什麼樣子
A. 保羅以種籽成長為例解釋復活的身體的性質:「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林前15:42-44, 49)
1.不朽壞的/強壯的:不會被損耗、老化、或遭到疾病軟弱的挾制 – 完全健康、永遠年青而成熟、完全強壯充滿能力;彰顯神起初創造我們應當展現的模樣。
2.榮耀的:榮耀的光輝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太13:43)

II. 復活的身體會是什麼樣子
A. 保羅以種籽成長為例解釋復活的身體的性質:

3.靈性的(Gk. pneumatikos)身體: 不是指非物質的,而是指 “符合聖靈的性質和活動的”(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activity of the Holy Spirit) – 所種的是屬血氣的受罪與肉體的挾制 ,復活的是屬靈的順服聖靈的引導。
4.復活的身體是有骨有肉的且能進食 – 是真實的、物質的 (real and physical)復活:「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耶穌就說：你們這裡有什麼吃的沒有？他們便給他一片燒魚。他接過來，在他們面前吃了。」
(路24:39,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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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復活的身體會是什麼樣子
B.復活的和現今的身體有無 “連續性” (continuity)?

1.似乎不同卻又相似 –主手腳的釘痕仍在:「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 …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約20:20,27)。『得榮耀』小結:我們堅信神的應許必成就, 信徒必能得著榮耀復活的身體 – immortal, imperishable, incorruptible!「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變成：原文是穿）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林前15:53)「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腓3:20-21) 

與基督聯與基督聯與基督聯與基督聯合合合合 ---- 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的定義:「與與與與基督聯基督聯基督聯基督聯合合合合」是一個片語(phrase),用來總結信徒和基督之間幾個不同層面的關係,透過這聯合,基督徒領受救恩的每一項福祉。這些聯聯聯聯合的關係合的關係合的關係合的關係包括了四面—I.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基督裏基督裏基督裏基督裏面面面面II.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裏裏裏裏面面面面III.我們像我們像我們像我們像基基基基督督督督IV.我我我我們們們們與與與與基督同在基督同在基督同在基督同在
I.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基督裏面

A. 在神永遠的計劃裏
1.在基督裡揀選「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弗1:4)

2.叫神的榮耀得著稱讚「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弗1:11-12)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基督裏」分享基督工作所帶來的福分,叫神的榮耀得著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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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基督裏面
B.基督的工作為所有在「基督裏」的人帶來福分

1.基督的順從「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羅5:19)

2.我們的罪「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賽53:6)

3. 神視我們與基督同死、同埋、同復活「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林後5:14)「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弗2:6)

I.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基督裏面
C.基督裏的豐盛生命 – 救恩的福祉藉聖靈施行在我們的現今的生命裡 – 新造的人1.我們與基督同死、同埋並同復活「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羅6:4,11)聖靈在我們的品格和個性上工作，使耶穌死而復活的過程複製在我們的生命中，使我們對於從前罪惡生活方式所能產生的吸引變得越來越沒有反應，因為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死了。

I.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基督裏面
C.基督裏的豐盛生命 – 救恩的福祉藉聖靈施行在我們的現今的生命裡 – 新造的人

1. Cont. –另一方面,我們會發現我們想要更多服事神,事奉祂, 向神活,因為我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了;如此便愈來愈有能力勝過個人的罪惡,在督裏得著豐盛的生命。
2.我們在基督裏有新生命「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林前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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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基督裏面
C.基督裏的豐盛生命 – 救恩的福祉藉聖靈施行在我們的現今的生命裡 – 新造的人

3. 我們在基督裏舉止靠主能力「我靠主大大的喜樂，…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0, 13)

4. 我們在基督裏合為一個身體「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羅12:5)「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林前12:26)

II. 基督在在在在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裏面 - 基督的內住「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約15:5)「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2:20)「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西1:26-27)基督親自的內住與顯現(約14:15-23:‘親自顯現’ CNV

v.21,22), 何等榮耀的應許,使我們認識裏面有三一神的同在,但這內住生命的能力不是源於自己,無可驕傲誇口;我們唯有憑信深深倚靠基督,在榮耀的盼望中為神而活,與主相聯無間,多結果子,歸榮耀給天父。
III. 我們像我們像我們像我們像基督1.效法「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11:1)

2. 活出「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羅15:7)「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弗5:25)效法基督不應只是模仿祂的行為而已, 而是生命因內住的基督與聖靈的工作心意更新變化, 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與聖靈的新樣 (羅6:4,7:6) 越來越多地像祂 – 以致漸漸被“模成祂兒子的形像”, 正如神所定下的旨意(羅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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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我們與我們與我們與我們與基督同在
A.個人與基督的交通
1. 主同在的應許「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

2. 與基督同在中的交通
Communion – Fellowship – Partaking 例如: a. 同工(林後6:1); b. 認識祂(腓3:8,10); c. 受祂安慰
(帖後2:16-17); d. 學習祂的樣式(太11:29); e. 生活在祂面前(林後2:10, 提前5:21,6:13-14,提後4:1)「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有交通)。」(林前1:9) 

IV. 我們與我們與我們與我們與基督同在
A.個人與基督的交通
3.我們與基督的交通帶來聖徒彼此的交通團契「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壹1:3)

B. 與父神和聖靈的聯合 -由與基督 “救主並生命的主” 之聯合被帶入與父神 “我們的天父”和聖靈 “賜力量施救恩福祉的保惠師”的聯合
1. 我們在父神與聖靈裏面 –約17:21, 羅8:9

2. 父神與聖靈在我們裏面 –約14:23,羅8:11

3. 我們像父神與聖靈 –太5:48, 西3:10, 羅8:4-6: 加5:22

4. 我們與父神、聖靈相交–約壹1:3, 林後13:14, 弗4:30

救恩論救恩論救恩論救恩論 –––– 從蒙神揀選到從蒙神揀選到從蒙神揀選到從蒙神揀選到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揀選福音的呼召重生歸正稱義得著兒子的名分成聖聖徒的恆久忍耐得榮耀得榮耀得榮耀得榮耀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
創世以前，救恩的開始成為基督徒基督徒生命的成長基督再來，基督徒得著復活的身體進入永世3333/29/2015/29/2015/29/2015/2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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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 ---- 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
John Murray“UnionUnionUnionUnion with Christ with Christ with Christ with Christ has its source in the election of God the Father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s its fruition in the glorification of the sons of God. The perspective of God’s people is not narrow; it is broad and it is long.  It is not confined to space and time; it has the expanse of eternity.  Its orbit has two foci, one the electing love of God the Father in the counsels of eternity; the other glorification with Christ in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glory.  The former has no beginning, the latter has no end…

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 ---- 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Why does the believer entertain the thought of God’s determinate counsel with such joy?  Why can he have patience in the perplexities and adversities of the present?  Why can he have confident assurance with reference to the future and rejoice in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  It is because he cannot think of past, present, or future apart from 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 ---- 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Union with Christ

John Murray與基督聯與基督聯與基督聯與基督聯合合合合的源頭是來自創世以前父神的揀選,而其成果則顯於神之眾子的得榮耀。神百姓的視野並不狹窄,它是寬廣而長遠的,並不受限於時空,乃是廣闊進入永遠。它的軌跡有兩個焦點,一個是在父神永遠旨意裏的揀選之愛,另一個則是當基督榮耀彰顯時與祂一同得榮。前者沒有一個‘開始’,而後者沒有‘終結’…為何信徒如此喜樂地以神果決旨意的思想為享受呢?為何他們能在現今的困惑和艱難中忍耐呢?為何他們面對未來時有肯定的把握,並歡喜地盼望著神的榮耀呢?那是因為在他們思想過去、現在、或未來時,不能脫離那與與與與基基基基督的聯督的聯督的聯督的聯合。合。合。合。(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