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张成

新约圣经多次提到耶稣基督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为什么要

反复强调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呢？当中有什么含义呢？

马可福音 章 节：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

的右边。

这是马可福音结尾的第二句话。可以说，马可福音是以耶稣

“坐在神的右边”这句话来结束的。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呢？

如果你熟悉旧约，就会意识到“坐在神右边”是有旧约背景的。

这是关乎到神赐予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基督）的应许。主耶

稣也提到了这个应许。

马可福音 章 节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

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大

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

喜欢听他。

节是引自诗篇 篇 节。这是众所周知的弥赛亚预言，

是圣灵感动大卫说的话。这里提到了两个“主”——“主对我主

说”。这两位主是谁呢？哪一个位分大呢？其实不难看出，第一

个主是雅伟神（参看诗 ），第二个主是耶稣基督。明显雅伟

神是位分大的主，因为是雅伟神立耶稣为主，并吩咐他坐在自己

的右边。



耶稣引用了诗篇上大卫的话来反问那些质疑他身份的犹太

人：如果文士都公认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会称基督为

“我主”呢？这样在辈分上岂不是乱套了吗？从人的角度看，这

个问题有点玄。其实不然，因为是雅伟神高举了基督，让他坐在

自己的右边，成为万有的主（徒 ）。大卫预先得到了启示，

明白神的宏观计划。原来他的后裔不仅是做以色列的王，神还要

立他为万有的主。所以大卫非常乐意配合神的旨意，称他的后裔

——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为主，服在他的权柄下。

耶稣是神设立的弥赛亚（基督）

回到一开始提的问题：为什么圣经三番四次提到耶稣基督现

在是“坐在神的右边”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证实诗篇

篇 节已经应验了。耶稣就是大卫预言的弥赛亚。雅伟神已

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并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使徒行传 章

节就两次提到雅伟神提升耶稣到自己的右边：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作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

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浇灌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

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

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右边”是荣耀、能力的象征，意味着雅伟神已经将至高的

荣耀、权柄赐给了耶稣。所以 节说，雅伟神已经立耶稣为主

为基督了。如果你比较前三本福音书的结尾，就会留意到都是在

宣告雅伟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

①“⋯⋯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路 ）

②“⋯⋯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可 ）

③“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

我了’”（太 ）

神使耶稣基督复活，接他到天上，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为



要叫天上、地下的万物都知道神已经立他为万有的主了。正因如

此，复活后的耶稣可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

我了”。这个权柄不是他自有的，是雅伟父神赐给他的。

当然“坐在神右边”还有其它的含义。“右边”强调了耶稣

基督与神有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耶稣作为大卫的后裔，一个卑

微的拿撒勒人，竟然被雅伟神升为至高！可见雅伟神非常重视、

宝贝人。雅伟神向人的爱透过耶稣已经一览无遗地展现在我们眼

前。

很多基督徒出于好意高举耶稣，宣称他是与雅伟平起平坐的

神。却不知这样做反而是蒙蔽了神的旨意（伯 ），使人看不

见神向人的崇高、美好心意。如果把耶稣说成是神，这就成了是

一位神给另一位神的应许。结果神关爱、高举、赏赐耶稣，就成

了是一位神对另一位神的爱护、抬举和奖励。而三位一体坚持神

只有一位，不是两位或三位，那就成了是神自己给自己的应许了。

如此一来，神向人的美好旨意和圣经丰富的内容就被三位一体的

教义扭曲、蒙蔽了。

耶稣基督是神设立的全权代表

为了帮助我们明白雅伟神向人的美好旨意，新约圣经不厌其

烦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希伯来书就是

一个最好的例子，当中有好多次提到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希伯来书 章 节：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 ，常用他

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

大者的右边。

参考其它译本：“他反照着上帝的光辉，也完全反映上帝的本体⋯⋯”（现代译本）/

“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质印出的相⋯⋯”（吕振中译本）/“他辉映着

天主的荣耀光彩，是天主本体最深的显像⋯⋯”（天主教牧灵圣经）/“这儿子是上帝

的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上帝本体的真相⋯⋯”（简明圣经译本）。



这节经文用了令人震撼的图画来描述耶稣的荣耀。很多基督

徒假设这节经文是在宣告耶稣是神。其实不然。试想想，如果耶

稣是与至大者平起平坐的神，那么天上就有两位神了，因为这里

说耶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高天至大者”或“高天至大

的神”是犹太人不提名称呼雅伟神的另一种方法（参看但

）。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强调耶稣是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呢？

既然用了“至大的”来形容神，那么耶稣就不可能是跟至大者平

起平坐的神，否则“至大的”三字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所以如果

耶稣是神，那么按照希伯来书的描述，我们得承认天上有两位神

（至大者和坐在至大者右边的耶稣），而且耶稣是等次低的“神”，

因为他不是那位至大者。

把耶稣说成是神无法帮助我们明白希伯来书 章 节。如果

希伯来书 章 节是要宣告耶稣是神，为什么要强调耶稣是“坐

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可见正确明白“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

意思至关重要，因为这才是解开希伯来书 章 节（或类似的经

文）的钥匙。

“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意味着至大的神已经将至高的荣耀、

权柄赐给了得胜的基督。明白了这一点，希伯来书 章 节的描

述就不足为奇了。耶稣基督是雅伟神最完美的形像。因着他的顺

服，雅伟神可以住在他里面借着他说话、行事。正因如此，他成

了神荣耀的光辉，辉映神的荣耀。惟有他才配得做雅伟神的全权

代表，靠着雅伟赐的能力、权柄（太 ）管理万有——包括

了天使。

希伯来书 章 节：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这句话多次

在新约出现。这里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也就是说，神从来没有将这么大的荣耀、权柄赐给天使。这就显

明了基督的地位是超越了天使，因为天使都没有资格坐在雅伟神

的右边。雅伟神却把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赐给了人子耶稣。

希伯来书 章 节说：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作神再使长

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这又是一节看似支持耶稣是神的经文。因为这里说到：神的

使者都要拜他。如果耶稣不是神，他怎能接受神的使者拜他呢？

仔细读这节经文，就不难看出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如

下：

① 这里称耶稣为神的长子，不是神。为什么要称他为长子

呢？因为他是神众子（基督徒）的代表，是我们的长兄（来

，罗 ）。

② 这里说是神吩咐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如果耶稣是神，拜

他岂不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吗？为什么还要吩咐神的使者拜

他呢？可见神的使者之所以拜耶稣，因为这是雅伟神的命令。神

将耶稣升为至高，坐在自己的右边，并命令一切在天上的、地上

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向耶稣屈膝（腓 ）。

③“拜”（ ）是俯伏的意思，表达了一种尊敬或敬畏。

“拜”可以用在敬拜神，也可以用来表达对人的敬畏、尊重、顺

服，承认对方是主人、恩人或神的代表（创

太 徒 启 ）。新约多次记载了

人向耶稣下拜，中文读者就误以为他们是把耶稣看作是神来敬

拜。严格来说应该翻译成“向耶稣下跪”或“向耶稣俯伏”，而

不是“拜耶稣”，因为众人看耶稣为拉比（老师）、神的先知，所

以向他俯伏以示尊敬。

希伯来书 章 节是在描述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地位、权柄是

何等的优越，甚至连天使都要向他俯伏致敬。“基督坐在神的右

边”证明了他是雅伟神的全权代表，代表神统管一切受造之物。



彼得前书 章 节：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

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使徒彼得也得到了同样的启示。耶稣复活后就升到天上，现

在就在神的右边。“在神的右边”意味着雅伟神已经将至高的荣

耀、权柄赐给了他。正因如此，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

都服从了他。这就正如希伯来书 章 节所说的：神的使者都要

拜他。

耶稣是人子，是新造的人的代表，所以他的复活、升高、得

荣耀和我们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尊他为主基督，忠心地跟随他，

将来我们也会同享他的荣耀（启 ，罗 ）。这一切的荣耀

是神在创世之前为人预备的，是要透过人子耶稣赐给我们的。

以弗所书 章 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

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

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

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

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

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

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

过了。 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

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这段经文很长，需要慢慢揣摩，我只是略略提几个要点。这

是保罗向“主耶稣基督的神”祷告的内容。保罗求主耶稣基督的

父神开信徒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能真正认识他，明白他在耶稣

基督身上的作为以及他向信徒的永恒旨意。

节提到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跟着又说，是神“叫他在

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还有 节“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



这一切都是神为耶稣成就的。神成就这一切是为要使耶稣基督能

在一切受造物中居首位。

留心 节的话：如果神使万有都服在基督的脚下，而教

会又是基督的身体（即他是教会的头），言下之意是，神的计划

是要使万有都归服教会。耶稣是人子，他是新造的人的代表，所

以希伯来书称他为我们救恩的元帅（来 ）。基督从死里复活，

得以坐在神的右边，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荣耀救恩确据。

主耶稣靠着雅伟神的帮助，已经为教会奠下了胜利的基石。

尽管我们今天还要面对许多的患难和考验，只要我们紧紧地跟着

主耶稣，将来我们一定会同享他的荣耀，因为这是神在创世前为

教会预备的荣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 章 节鼓励教会说：“赐

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脚下”。因为教会的元首耶稣基

督已经得胜了，雅伟神一定会履行他向基督的承诺：“使你仇敌

作你的脚凳”！

耶稣基督是神设立的审判官

使徒行传 章 节：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

站在神的右边。”

这里两次提到耶稣基督站在雅伟神的右边。为什么这里不是

强调坐而是站呢？可能是因为耶稣看见司提反即将殉道，出于关

注而起立。

留意两次的描述都不一样。第一次是“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第二次是“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虽然耶稣已经复活升到天上，

在神的右边，司提反竟然用“人子”来称呼耶稣，这样做是否有

失尊重呢？圣经称耶稣为“人子”，因为他是一个人（“人子”即

“人”的意思，参看民 ）。可见司提反没有看耶稣是神，他

是站在神右边的人子。



司提反为何称耶稣为人子？为何强调人子耶稣是在神的右

边呢？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熟悉主耶稣的教导就不难明白为什

么了。

马太福音 章 节：

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

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对

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

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要耶稣宣誓，公开表明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耶

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只说了“你说的是”（原文是：这是你说的）。

耶稣不愿意直接回答，因为知道大祭司只是想从他口中找把柄，

定他死罪。但他又不能否认他是神的儿子基督，于是就引用了但

以理书 章 节有关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审判万民的预言来回答

大祭司。大祭司完全明白但以理书 章的“人子”就是基督，所

以他就当场宣判了耶稣死罪，认为他说了亵渎的话，将自己等同

了基督。

为什么耶稣要引用但以理书 章 节的预言呢？言下之意

是：到了审判那天，他们就会知道，耶稣就是雅伟神设立的审判

官。因为雅伟神已经将审判万民的权柄赐给了他（徒

）。

使徒行传 章 节：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

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使徒保罗在这里已经说得一清二楚。雅伟神已经定了日子要

审判万民。虽然雅伟是至高的审判官，但他却选择将审判的权柄

交给一个人（不是神），就是他所设立的审判官耶稣基督（约

）。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要向世人证明雅伟的旨意已定，他

言出必行。



谈到他的再来，耶稣特别强调了“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

边”。司提反牢记了耶稣的这番话。所以当他看见天上的异象时，

他就引用了耶稣的话说：“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虽然耶稣还没有回来，但因着司提反的忠心，敢于为耶稣作

见证，神就预先让司提反看见了耶稣荣耀降临的情景（太

——主耶稣称之为“人子的兆头”）。司提反是配得看见这异象的，

因为他是教会第一个为耶稣和福音殉道的信徒。雅伟神赐给他这

个荣耀的异象，为要鼓励他至死忠心。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耶稣不是神，为什么司提反会求耶稣接

收他的灵魂呢（徒 ）？很多基督徒对此大惑不解。

司提反作为教会的执事，他肯定知道当耶稣降临时，他会从

四面八方招聚他的选民（太 ）。所以在他临死前，他特

别恳求主耶稣接纳他。如果主耶稣不接纳他，他就不是选民了。

所以主耶稣接纳他与否至关重要。

司提反也清楚知道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审判官。他的降临

意味着审判即将开始了。我个人认为，司提反当时真以为审判即

将开始了。所以他在临死前向审判官耶稣和雅伟神做了两个请

求：第一就是求主耶稣接收他的灵魂；第二就是求雅伟神 不要

将这罪归于他们（徒 ）。司提反为杀害他的人求情，这证明

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真门徒，因为这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神

的恳求。

这个突如其来的异象是为要鼓励司提反。神让他看到他的主

已经得胜了，现在在神的右边。神已经将极大的荣耀、权柄赐给

了耶稣。如果司提反也得胜，他就可以与主耶稣同享荣耀。这个

异象给快要殉道的司提反极大的盼望和安慰。

司提反总共 次提到了不提名的“主”（徒 ），前三次都是指雅伟神，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节的“主”也是指雅伟神。而 节的“主”是提了名字的——

主耶稣。



耶稣基督是神设立的新约大祭司

希伯来书 章 节：

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

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耶稣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拣选的

新约大祭司。惟有透过他，我们才能来到神面前。大祭司是人与

神之间的桥梁。神是借着大祭司引领罪人来到他面前得生命。

希伯来书 章 节：

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

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

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节再次提到了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他仇敌成了他

的脚凳。“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是雅伟神给予基督的承诺，是神

的作为。这个承诺还没有完全兑现，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关乎祭司和赎罪祭。原来旧约的赎罪祭

是不完全的，不能永远除去人的罪。新约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以

自己作为众人的赎罪祭献给雅伟神。耶稣——神的羔羊坐在神的

右边，证明了雅伟神已经接纳了耶稣的献祭，所以他可以成为全

人类的拯救。凡来到他面前的，他都可以使他们成为完全，能蒙

雅伟神的悦纳。

罗马书 章 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

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基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那么他平时在

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他在为我们祈求。如果耶稣是神，他

在天上还需要为我们向另一位神祈求吗？可见他不是神！他是神



为我们设立的新约大祭司。大祭司的任务就是为神的百姓代求。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既然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完全、

忠心的大祭司，我们当存着十足的信心靠着他进入至圣所，来到

雅伟神面前（来 ）。

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正确明白“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圣经教导后，启示录的一

些似乎是证明了“耶稣是神”的经文的意思就会迎刃而解了。一

个例子是启示录 章第一和三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

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这两节经文都提到了神和羔羊（基督）各有自己的宝座，并

且是并列同坐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他的宝座为何与神的宝

座相提并论呢？

试想想，基督如何才能坐在神的右边呢？雅伟神若要提升基

督坐在自己的右边，他就必须为基督预备一个特殊的座位，这个

座位是安置在神宝座的右边。惟有这样基督才能坐在神的右边。

神为基督预备的特殊座位远比天上二十四位长老的座位尊

贵、荣耀，因为神赐予他座位，可以坐在神的右边，这是最靠近

神的尊贵位置。

正因为基督的座位是在神宝座的右边，每当天上的使者敬拜

坐在宝座上的雅伟神时，基督仿佛也接受了“敬拜”。基督的确

是受到了天上众使者的尊崇，但他们只是尊崇他为主（腓

），不是敬拜他为神。这一点我们必须区分清楚。

启示录以基督与神同坐作为结束是非常恰当的。这是再次向

我们确认，那位为我们舍己、被杀的羔羊，已经被神升为至高，

成为神的全权代表。他是神立的万有的主，代表雅伟神审判、治

理他创造的万物！



雅伟神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得荣耀

希伯来书 章 节：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

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

宝座的右边。

耶稣为什么配得这么大的荣耀呢？因为他为了人类的救恩，

甘心牺牲自己、面对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雅伟神将

他升为至高，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要

仰望那位爱我们的大祭司，效法他对神的至死忠心，不向试探、

诱惑低头。如果我们能忍受各种考验、试练，将来也必定能和他

一同得荣耀（罗 ）。

歌罗西书 章 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保罗提醒信徒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为什么这个提醒如此

重要呢？因为信徒为了信仰的缘故，在世上要面对许多苦难。圣

经鼓励我们要常常想起基督坐在了神的右边，因为这是忠心信徒

将来得荣耀的确据！

很多基督徒认为，不强调耶稣是神就是贬低了他的身份和地

位，不荣耀他。这种想法是因为不明白圣经的教导。圣经明确地

告诉我们，虽然耶稣是人子，但雅伟神出于对人的爱，将他升为

至高，甚至超越了天使！这份荣耀不仅是给耶稣的，那些得胜的

基督徒将来也可以跟耶稣同享荣耀！

“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这句话是要提醒我们，在神的宏观救

恩计划中，神将人摆在了万物之上，甚至高过了天使。正因如此，

保罗对教会说，我们将来的任务是要管理、审判天使（林前 ）。

圣经多次说到“万物都要服他”（林前 弗 来 ），

这个“他”是指谁呢？可能你以为只是指基督。其实不然，不仅



是基督，也包括了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基督是教会的元

首，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体。雅伟神现在赐给

基督的荣耀、尊贵、权柄，将来也要赐给教会。难怪诗人在诗篇

篇深有体会地说：

“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必朽的人算什么，

你竟关怀他！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你用光荣、

尊贵作他的华冠。你让他管理所有的被造物，把一切都

放在他的脚下⋯⋯”（诗 ，来 ）（现代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