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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問題復活問題

十五章是保羅針對哥林多教會當中，有人對耶穌基督的復活存有疑慮困惑，

甚至於有不信的惡心，保羅提出的教導，他重申耶穌復活的教義還有憑據，

他也責備信徒 對這麼重要的核心教義的忽略他也責備信徒，對這麼重要的核心教義的忽略。

十五1-11 先來看基督復活的憑據。首先 1-4 他重新的來說明福音的真諦，

1「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1 弟兄們 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

這個動詞「告訴」有一個提醒的意思，因為這個是保羅一以貫之，

從過去到他寫信的時候，他所傳講的福音從來沒有改變過。

2「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

「持守」還有「得救」都是現在的時態，意思就是它的果效、它的重要，

你必須去持守，那麼這些都是一直在產生果效，一直在進行的。你必須去持守，那麼這些都是一直在產生果效，一直在進行的。

但是持守它是一個主動的，而得救是一個被動的，

意思就是說從現在到將來，信徒要靠主不斷的持守在福音的根基中，

2

我們要好好的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保守自己在福音的基礎上。

當然得救不是我們自己能夠達成，所以信徒的得救也是不斷的被主來拯救，

意思就是主來保守我們這個得救的果效一直是延續的，意思就是主來保守我們這個得救的果效 直是延續的，

所以呢，我們要不斷的保守自己、持守自己在福音的基礎上，

而我們得救的把握也是不斷的被主來持守著，

被主來保守著，被祂來拯救，

2 我們要持守，我們要因著福音而得救被拯救。

看到福音的核心內容 「我當 所領受 傳給你們的 第3-4 看到福音的核心內容，3「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

最重要的、首先最要緊的是福音的核心內容，保羅強調福音是他

承受舊約的啟示而來的，不是他自創的，承受舊約的啟示而來的 不是他自創的

他是把從神領受的啟示來傳給信徒，因此照著聖經所說：

這個地方講到「⋯基督照聖經所說」，

耶穌基督的受難跟復活有非常清楚的聖經根據，聖經的預言，聖經的應驗，

從新約到舊約，照著聖經所說舊約裡面預言基督的死與復活，

在賽五三5 12 非常清楚；詩十六10、徒二27 彼得曾經引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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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賽五三5-12 非常清楚；詩十六10、徒二27 彼得曾經引用過，

「因祢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拿一17 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夜；太十二40 耶穌自己說：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

利廿三9-11 講到初熟節，逾越節的次日是無酵節，再次日也就是第三日是初熟節，

以色列人要把初熟的果子，或是一捆初熟的莊稼帶到聖殿獻給神，這也就是預表

耶穌基督的復活，而主耶穌復活的那日，正是初熟節獻禾捆當做搖祭的日子

耶穌的死，為信祂的人解決了重要的三個問題：

解 神對罪 憤怒 審 問 夠與神和好耶穌解決了神對罪的憤怒跟審判的問題，使信祂的人能夠與神和好 (羅五9-10)
耶穌的死也為信祂的人解決了被罪的權勢轄制、被罪惡綑綁的問題，

讓人就不再作罪的奴僕 (羅六6-7、16-18)讓人就不再作罪的奴僕 (羅六6 7 16 18)
耶穌的死也為相信祂的人解決了死亡或者是滅亡的問題，

並且得著了永活的新生命 (弗二1-5)

耶穌的復活更為信祂的人帶來了極大的恩典，首先就是使我們可以重生得救，

彼前一3「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重生了我們 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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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所以耶穌的復活為信祂的人帶來的第一個恩典—使我們重生得救。



我們還得著了因信而稱義的恩典，羅四25「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

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還有耶穌的復活為信祂的人所帶來的恩典，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還有耶穌的復活為信祂的人所帶來的恩典，

使我們將來也要復活，我們也要得贖，我們的身體也要復活，

這個在現在我們要講的林前十五很清楚的可以看見。

在舊約不但是在聖經有這樣的一些清楚的根據，

歷史的見證人 5-11，首先看到磯法，

「並且顯給磯法看 磯法就是彼得 5「並且顯給磯法看」，磯法就是彼得

可十六7「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

『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他』」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裏你們要見他』」

這是使者對那些清早來到墳墓前的婦人們說的

路廿四34 以馬忤斯的門徒在認出了耶穌以後，

兼程趕回了耶路撒冷，「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

還有呢，有十二個使徒，當然我們知道缺多馬跟賣主的猶大，

還有500多個弟兄，最後是耶穌的兄弟雅各，還有眾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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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500多個弟兄，最後是耶穌的兄弟雅各，還有眾使徒。

有許多人可以做為耶穌復活的見證人。

8-11 保羅以他自己的經歷…
 9「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 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羅沒有跟過耶穌，

他抵擋耶穌，拿著逮捕令要去捉拿在大馬色的基督徒，但是主就得著了他，

或者說他在一個特殊的經歷上認識了耶穌，所以他說他是使徒中最小的

哥林多前書大概是 AD56 所寫的。監獄書信弗三8「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

以弗所書 AD60 62 保羅軟禁在羅馬的時候所寫的以弗所書 AD60-62 保羅軟禁在羅馬的時候所寫的

提前一15 保羅快要面臨殉道了，AD64 他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講述他自己蒙恩的見證、他得救的恩典

保羅極其的珍惜感謝主揀選他成為神的兒女，

並且有福音的使命託付給他，這是保羅自己的經歷。

我們看別人的經歷很寶貴，不要忘記我們自己得救的見證更加的寶貴，

我們看別人的見證、我們說別人的見證，那是第二手的資料，

我們說自己的見證那是第一手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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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自己的見證那是第一手的資料；

感謝主，每一個人都有他特別的被主得著生命、得著更新、得救的美好的見證。

十五12-34 基督復活的實際。在這段裡面保羅用的是一個交叉的對稱法：

12-19 死人沒有復活這個假設跟結論，12-19 死人沒有復活這個假設跟結論，

中間夾著 20-28 死人復活是真實的、基督的復活那是真實的，

29-34 也是死人沒有復活的假設以及結論，

在 12-19、29-34 主題是如果死人沒有復活，這樣一個假設會帶出什麼結果呢？

但在中間夾著的 20-28 其實死人復活是真的、真實可信的。

基督的復活跟信徒的關係 保羅 連用了七個「若 這樣的假設前提12 基督的復活跟信徒的關係，13-19 保羅一連用了七個「若」，這樣的假設前提，

如果沒有死人復活的事，那就沒有基督復活的事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我們傳福音、信主這都是枉然，也是在為神做了假見證如果基督沒有復活 我們傳福音 信主這都是枉然 也是在為神做了假見證

死人如果沒有復活，基督就沒有復活，信徒的信是枉然，

仍然還是在罪中，將來要滅亡

如果我們只靠基督在今生有指望，就比眾人更可憐

12-19 反覆的讓我們看見這個前提—如果沒有死人復活的事，

結果就是基督沒有復活 我們的信是枉然 我們傳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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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是基督沒有復活，我們的信是枉然、我們傳也是枉然、

我們在做假見證，我們就沒有指望比眾人更可憐。

當然基督復活，我們也有復活的把握和憑據。…
20-34 我們看到復活的意義；基督的復活是信徒復活的保證，這個在 20-22。20-34 我們看到復活的意義；基督的復活是信徒復活的保證，這個在 20-22。

20「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但基督」也就是指現在，但現在基督已經復活了，所以就強調了

前面講的 13-19 假設的前提是錯的，因為基督實在已經從死裡復活了，

所以基督徒不但不會比眾人更可憐，反而是更有福。

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顯明耶穌祂是第 個由死裡復活的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顯明耶穌祂是第一個由死裡復活的，

祂是榮耀不能朽壞，是不再死的生命，

基督徒將來必有的榮耀復活的保證，主已經為我們成就。基督徒將來必有的榮耀復活的保證 主已經為我們成就

這一個榮耀復活的保證，

跟聖經裡描述其他從死裡復活的情況是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聖經裡看到拉撒路也從死裡復活，拿因城寡婦的兒子也復活，

但是，他們的生命還是會面臨最後的死亡；

但是，當我們信主，我們真正的重生得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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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我們信主，我們真正的重生得救的生命，

我們會一直與主同在，我們得著的是永遠的生命，我們的身體也要得贖。



23-28 基督必要做王的一個宣告，保羅沒有記載細節，就講了先後的次序。

復活的次序是基督先復活、然後信徒才復活，以後呢，基督就將一切執政的、復活的次序是基督先復活、然後信徒才復活，以後呢，基督就將一切執政的、

掌權的、和有能的都毀滅了，因為基督要作王，直到父神把一切仇敵

都放在祂的腳下，死亡是最後要被基督毀滅的仇敵，因為父神使萬物都服在

基督的腳下，基督也服在父神的腳下，來顯明父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所以保羅也針對教會當中有人說沒有復活的事，

他以基督復活 要毀滅死 帶來復活來加以駁斥他以基督復活、要毀滅死亡、帶來復活來加以駁斥。

27 引用詩八6「神叫萬物都服在祂的腳下。」

27「既說萬物都服了祂，明顯那叫萬物服祂的，不在其內了。」27 既說萬物都服了祂 明顯那叫萬物服祂的 不在其內了 」

解釋前面所說基督做王要除滅一切的仇敵，是合乎父神的旨意，

27 出現三個「祂」都是指著基督。28「萬物既服了祂，

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祂的，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萬物都服在父神之下這個工作，

是藉著通過了父神使萬物服在基督之下這個形式來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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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藉著通過了父神使萬物服在基督之下這個形式來完成的，

所以保羅沒有講細節，保羅講到先後的次序—基督必要作王。

29-34 保羅特別對否認有復活的那些自欺欺人的，所做的一個警戒。…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那一切都沒有意義，保羅以教會還有他自己的例子來勸誡信徒，如果基督沒有復活那 切都沒有意義，保羅以教會還有他自己的例子來勸誡信徒，

你不要被世俗的朋友說沒有復活的事這樣的謊言欺騙，敗壞了品德、得罪了神。

29 看到一個解經上的問題，29「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的，將來怎樣呢？

若死人總不復活，因何為他們受洗呢？」

在全本聖經只看到這裡出現的一節「為死人受洗」，

保羅沒有解釋 他很清楚的在講 件事可能在教會裡有發生保羅沒有解釋，他很清楚的在講一件事可能在教會裡有發生，

而教會的人接到信，看到信的人也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後世的我們讀這封信的人我們就不知道了，但是後世的我們讀這封信的人我們就不知道了

因為他只有一節在這個地方講到「為死人受洗」。

不過保羅他沒有提到他自己的哪一個看法，

但隱含的，因為他把「那些」，他說的那些跟我們分開了，

所以其實他應該也是不認同的。

但是教會可能有出現過這樣一個很特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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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會可能有出現過這樣 個很特殊的事，

這個是很多的解釋沒有什麼統一的一個看法。

基本上分成兩類：

一、對那些已經安息了，但是他來不及受洗的信徒我們就為他補行洗禮，、對那些已經安息了，但是他來不及受洗的信徒我們就為他補行洗禮，

就是為死去的人施洗，為死去但是來不及受洗的信徒我們為他補行洗禮。

二、為死去的人的緣故而受洗，他來不及受洗，

那我就代替他來受洗，這就是一個代替洗禮。

學者在第二個說法的認同是比較多些。

也有 些說法就是說也有一些說法就是說，

那個死去的人他是有見證的，我看見他的安息我受感動，

所以呢，我也願意受洗，這又是另外一個說法。所以呢 我也願意受洗 這又是另外 個說法

所以其實它的說法很多，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

保羅用 29「那些為死人受洗」、30「我們又因何時刻冒險呢？」，

把「那些」跟「我們」分開，

由此可見保羅雖然沒有很明講他的看法，但基本上來講，他也是不認可。

只是這是 件很特殊的事 後世我們讀這封信的人我們沒有辦法來了解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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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是一件很特殊的事，後世我們讀這封信的人我們沒有辦法來了解全部。

不論如何如果沒有復活的盼望你為什麼要多此一舉呢？其實意思就是這樣。

30-32 保羅就用他自己的例證，在服事上的苦難，為著事奉而面對的逼迫，

他說 「我是天天冒死 甚至「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他說：「我是天天冒死」，甚至「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

如果沒有復活的事，我這又何必呢？那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他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是真實的還是寓意的呢？他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是真實的還是寓意的呢？

基本上保羅是羅馬公民應該不會遭到這樣的刑罰，

這個地方比較像是象徵性的筆法，

表示的是他在以弗所跟其他地方所遭遇的危險。

事實上保羅所遇到的苦難是非常多的，最不缺的就是苦難，

這是他服事主所經歷的 切這是他服事主所經歷的一切，

在服事上所接受的、所面對的是極其的不容易。

那保羅用他的例證說，如果沒有復活的事，那保羅用他的例證說 如果沒有復活的事

那我做這些，我這麼樣的奮力抵抗有什麼意思呢？

因此，保羅也就責備那些不認識主、或者說不信復活的人，

羅 特 來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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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就特別的來責備。



35-49 信徒復活的身體…
這地方也是非常豐富的寓意，保羅用很多的例子，他以種子、這地方也是非常豐富的寓意，保羅用很多的例子，他以種子、

他以動物、他以天上的、地上的形體、日月星辰的榮光等等為例，

來說明復活的身體跟現在身體的不同，

還有復活身體的超越—既有屬土的形狀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35-41 有人說身體要怎麼復活呢？

不信的人提出兩個問題 怎麼復活？復活的身體是什麼狀態？不信的人提出兩個問題：怎麼復活？復活的身體是什麼狀態？

保羅直接的回應是無知的人，然後還是做了很清楚的一個解說：

「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你所種的 若不死就不能生 」

埋下去的死了的種子，神給了它新生命、新的形體，它活了過來。

哥林多的信徒也有受到希臘哲學思想的影響，認為人死身體就朽壞，

以至於有人就受了煽動，有人就不信復活，也不信基督會復活，

那有人在這樣的光景中，保羅覺得這需要很清楚的教導，甚至於警惕。

很清楚的告訴他們 基督復活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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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告訴他們，基督復活的真實性，

以及信祂的人、跟隨祂的人將來必要復活的真實性。

37-39 神有祂的主權來統管各樣的植物、動物、飛禽、走獸的形體，

人在地上的形體會因為死亡而腐化，人在地上的形體會因為死亡而腐化，

而復活的身體卻是屬天的跟以前的是不一樣。

所以保羅從地上生物之間的不同的例子，

就轉到宇宙星體之間的不同，

所以 40 連著上面的 39 以及下面的 41，讓我們所看到：

整體的指出復活的身體跟地上的形體 也就是沒有復活身體的一個差別整體的指出復活的身體跟地上的形體、也就是沒有復活身體的一個差別。

天上的、地上的、屬土的、屬天的，這些例子都是在講復活之前跟之後的狀態。

日月星辰的榮光也是一種說法，也是一種比方，日月星辰的榮光也是 種說法 也是 種比方

倒不至於要把它解釋說你在地上、你的屬靈生命如何，

你的敬虔、你的生命的豐盛，

可能你將來就是一個太陽的榮光、或者是什麼樣的榮光。

我們也許不需要用這樣的一個解釋，事實上就是各有不同—
保羅用地上、天上、用很多的比方來告訴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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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用地上、天上、用很多的比方來告訴信徒，

我們現在的形體跟將來的形體的不一樣。

42-44 復活身體的狀態前後的變化…
始從 36 就已經開始在敘述：在死跟生，然後朽壞的跟不朽壞的，

羞辱的跟榮耀的，軟弱的跟強壯的，血氣的跟靈性的，

這樣的描述可以很清楚的，很豐富的，讓我們可以明白。這樣的描述可以很清楚的 很豐富的 讓我們可以明白

中間非常重要的就是講到亞當跟耶穌基督，

保羅引用創二7，在 45「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

『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

這句話的意思就有帶出了一個首先的亞當，

那還有什麼呢？還有末後的亞當那還有什麼呢？還有末後的亞當，

首先的亞當與末後的亞當，也就是末後的亞當是耶穌基督，這樣的一個類比。

末後的亞當也是在 45，這是一個類比：末後的亞當也是在 這是 個類比

亞當帶來的就是活在世上的這個身體，但是他違背了神的吩咐、與神隔絕

基督帶來的卻是永遠的救恩，讓我們可以因信稱義，與神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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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復活得到靈性的身體，叫人活的靈

50-57 進到復活的時機、還有它的終局，這個前提是什麼呢？

就是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50「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就是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50 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

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夠承受神國；

在什麼時候呢？ 51-52 在眨眼之間，在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

所以保羅說：「我們不是都要睡覺」，意思就是安息在主裡的這個安息，

乃是都要改變，主耶穌再來的時候，已死信徒復活，而活著的信徒就被提、

要經歷改變 這是 個奧秘 感謝主要經歷改變，這是一個奧秘，感謝主

號筒在舊約的時候常常用在慶典、凱旋，也用在神榮耀的顯現，

在新約也出現在太廿四31、帖前四16、啟八-十都可以看見

53-57 保羅引用賽廿五8「祂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帶出了得勝的凱歌，

耶穌在十字架上藉著死敗壞掌死權的。

來二14-15 使信祂的人脫離了罪和死的權勢，得著復活的確據和盼望，

神使我們藉著主耶穌基督得勝。

這地方讓我們看到說，「經上所記」，54「『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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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方讓我們看到說， 經上所記」，54 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這是何等的寶貴、何等的榮耀的一個宣告。



當然我們知道了這個復活，很清楚的保羅在十五章用的這麼多的經文，

前前後後、然後來告訴我們奇妙的過程，真理不改變的、清清楚楚的把握。

我們現在活著的人我們該如何呢？我們要靠著主堅固不動搖，

非常的寶貴「所以 我親愛的弟 們 你們務要堅固 不可搖動58 非常的寶貴「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這節經文給我們很大的安慰和鼓勵，這節經文給我們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因為我們在世上還是會面對很多的困難，我們在服事上也有許多挑戰，

我們在生活當中有的時候也不免碰到難處，有的時候可能會打擊

我們服事的熱誠，甚至讓服事者心裡信心動搖，這些都有可能

但是當我們有清楚的得救的把握，清楚的耶穌基督會再來，

我們有復活的盼望、確據，這些清楚的真理根基在我們的裡面我們有復活的盼望、確據，這些清楚的真理根基在我們的裡面

保羅提醒的這樣的一個鼓勵，

也成為今天我們服事主、活在地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安慰和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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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不動搖，竭力作主工，因為我們的勞苦不是徒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