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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问题复活问题

十五章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存有疑虑困惑，

甚至于有不信的恶心，保罗提出的教导，他重申耶稣复活的教义还有凭据，
他也责备信徒 对这么重要的核心教义的忽略他也责备信徒，对这么重要的核心教义的忽略。

十五1-11先来看基督复活的凭据。首先1-4他重新的来说明福音的真谛，
1「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1「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这个动词「告诉」有一个提醒的意思，因为这个是保罗一以贯之，
从过去到他写信的时候，他所传讲的福音从来没有改变过。

2「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持守」还有「得救」都是现在的时态，意思就是它的果效、它的重要，

你必须去持守 那么这些都是一直在产生果效 一直在进行的你必须去持守，那么这些都是一直在产生果效，一直在进行的。

但是持守它是一个主动的，而得救是一个被动的，
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到将来，信徒要靠主不断的持守在福音的根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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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好好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在福音的基础上。

当然得救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达成，所以信徒的得救也是不断的被主来拯救，
意思就是主来保守我们这个得救的果效一直是延续的意思就是主来保守我们这个得救的果效 直是延续的，

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保守自己、持守自己在福音的基础上，

而我们得救的把握也是不断的被主来持守着，

被主来保守着，被祂来拯救，

2我们要持守，我们要因着福音而得救被拯救。

看到福音的核心内容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 」3-4看到福音的核心内容，3「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
重要的、首先 要紧的是福音的核心内容，保罗强调福音是他

承受旧约的启示而来的，不是他自创的，承受旧约的启示而来的，不是他自创的，

他是把从神领受的启示来传给信徒，因此照着圣经所说：
这个地方讲到「⋯基督照圣经所说」，

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有非常清楚的圣经根据，圣经的预言，圣经的应验，

从新约到旧约，照着圣经所说旧约里面预言基督的死与复活，

在赛五三5 12非常清楚；诗十六10 徒二27彼得曾经引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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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五三5-12非常清楚；诗十六10、徒二27彼得曾经引用过，
「因祢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拿一17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夜；太十二40耶稣自己说：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利廿三9-11讲到初熟节，逾越节的次日是无酵节，再次日也就是第三日是初熟节，
以色列人要把初熟的果子，或是一捆初熟的庄稼带到圣殿献给神，这也就是预表

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主耶稣复活的那日，正是初熟节献禾捆当做摇祭的日子

耶稣的死，为信祂的人解决了重要的三个问题：
耶稣解决了神对罪的愤怒跟审判的问题 使信祂的人能够与神和好耶稣解决了神对罪的愤怒跟审判的问题，使信祂的人能够与神和好(罗五9-10)

耶稣的死也为信祂的人解决了被罪的权势辖制、被罪恶捆绑的问题，

让人就不再作罪的奴仆(罗六6-7、16-18)让人就不再作罪的奴仆(罗六6 7、16 18)
耶稣的死也为相信祂的人解决了死亡或者是灭亡的问题，

并且得着了永活的新生命(弗二1-5)

耶稣的复活更为信祂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恩典，首先就是使我们可以重生得救，
彼前一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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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所以耶稣的复活为信祂的人带来的第一个恩典—使我们重生得救。



我们还得着了因信而称义的恩典，罗四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还有耶稣的复活为信祂的人所带来的恩典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还有耶稣的复活为信祂的人所带来的恩典，

使我们将来也要复活，我们也要得赎，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

这个在现在我们要讲的林前十五很清楚的可以看见。

在旧约不但是在圣经有这样的一些清楚的根据，
历史的见证人5-11，首先看到矶法，

「并且显给矶法看」 矶法就是彼得 5「并且显给矶法看」，矶法就是彼得
可十六7「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

『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这是使者对那些清早来到坟墓前的妇人们说的

路廿四34以马忤斯的门徒在认出了耶稣以后，
兼程赶回了耶路撒冷，「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

还有呢，有十二个使徒，当然我们知道缺多马跟卖主的犹大，

还有500多个弟兄 后是耶稣的兄弟雅各 还有众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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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500多个弟兄， 后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还有众使徒。

有许多人可以做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8-11保罗以他自己的经历…
 9「我原是使徒中 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9「我原是使徒中 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没有跟过耶稣，
他抵挡耶稣，拿着逮捕令要去捉拿在大马色的基督徒，但是主就得着了他，

或者说他在一个特殊的经历上认识了耶稣，所以他说他是使徒中 小的

哥林多前书大概是AD56所写的。监狱书信弗三8「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以弗所书AD60 62 保罗软禁在罗马的时候所写的以弗所书AD60-62 保罗软禁在罗马的时候所写的

提前一15保罗快要面临殉道了，AD64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讲述他自己蒙恩的见证、他得救的恩典

保罗极其的珍惜感谢主拣选他成为神的儿女，
并且有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他，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

我们看别人的经历很宝贵，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得救的见证更加的宝贵，
我们看别人的见证、我们说别人的见证，那是第二手的资料，

我们说自己的见证那是第一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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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自己的见证那是第一手的资料；

感谢主，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被主得着生命、得着更新、得救的美好的见证。

十五12-34基督复活的实际。在这段里面保罗用的是一个交叉的对称法：
12-19 死人没有复活这个假设跟结论12-19 死人没有复活这个假设跟结论，

中间夹着20-28 死人复活是真实的、基督的复活那是真实的，

29-34 也是死人没有复活的假设以及结论，

在12-19、29-34主题是如果死人没有复活，这样一个假设会带出什么结果呢？
但在中间夹着的20-28其实死人复活是真的、真实可信的。

基督的复活跟信徒的关系 保罗 连用了七个「若」 这样的假设前提12基督的复活跟信徒的关系，13-19保罗一连用了七个「若」，这样的假设前提，
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就没有基督复活的事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福音、信主这都是枉然，也是在为神做了假见证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福音、信主这都是枉然，也是在为神做了假见证

死人如果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信徒的信是枉然，

仍然还是在罪中，将来要灭亡

如果我们只靠基督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

12-19反复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前提—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结果就是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的信是枉然 我们传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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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是枉然、我们传也是枉然、
我们在做假见证，我们就没有指望比众人更可怜。

当然基督复活，我们也有复活的把握和凭据。…
20-34我们看到复活的意义；基督的复活是信徒复活的保证 这个在20-2220-34我们看到复活的意义；基督的复活是信徒复活的保证，这个在20-22。

20「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但基督」也就是指现在，但现在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就强调了

前面讲的 13-19 假设的前提是错的，因为基督实在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基督徒不但不会比众人更可怜，反而是更有福。

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显明耶稣祂是第 个由死里复活的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显明耶稣祂是第一个由死里复活的，
祂是荣耀不能朽坏，是不再死的生命，

基督徒将来必有的荣耀复活的保证，主已经为我们成就。基督徒将来必有的荣耀复活的保证，主已经为我们成就。
这一个荣耀复活的保证，

跟圣经里描述其他从死里复活的情况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拉撒路也从死里复活，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也复活，

但是，他们的生命还是会面临 后的死亡；

但是 当我们信主 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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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们信主，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的生命，

我们会一直与主同在，我们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



23-28基督必要做王的一个宣告，保罗没有记载细节，就讲了先后的次序。
复活的次序是基督先复活 然后信徒才复活 以后呢 基督就将一切执政的复活的次序是基督先复活、然后信徒才复活，以后呢，基督就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和有能的都毁灭了，因为基督要作王，直到父神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祂的脚下，死亡是 后要被基督毁灭的仇敌，因为父神使万物都服在

基督的脚下，基督也服在父神的脚下，来显明父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所以保罗也针对教会当中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
他以基督复活 要毁灭死亡 带来复活来加以驳斥他以基督复活、要毁灭死亡、带来复活来加以驳斥。

27引用诗八6「神叫万物都服在祂的脚下。」
27「既说万物都服了祂，明显那叫万物服祂的，不在其内了。」27「既说万物都服了祂，明显那叫万物服祂的，不在其内了。」

解释前面所说基督做王要除灭一切的仇敌，是合乎父神的旨意，
27出现三个「祂」都是指着基督。28「万物既服了祂，

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祂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万物都服在父神之下这个工作，

是借着通过了父神使万物服在基督之下这个形式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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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着通过了父神使万物服在基督之下这个形式来完成的，

所以保罗没有讲细节，保罗讲到先后的次序—基督必要作王。

29-34保罗特别对否认有复活的那些自欺欺人的，所做的一个警戒。…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一切都没有意义 保罗以教会还有他自己的例子来劝诫信徒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 切都没有意义，保罗以教会还有他自己的例子来劝诫信徒，

你不要被世俗的朋友说没有复活的事这样的谎言欺骗，败坏了品德、得罪了神。

29看到一个解经上的问题，29「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
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

在全本圣经只看到这里出现的一节「为死人受洗」，
保罗没有解释 他很清楚的在讲 件事可能在教会里有发生保罗没有解释，他很清楚的在讲一件事可能在教会里有发生，

而教会的人接到信，看到信的人也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后世的我们读这封信的人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后世的我们读这封信的人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只有一节在这个地方讲到「为死人受洗」。

不过保罗他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哪一个看法，
些 些但隐含的，因为他把「那些」，他说的那些跟我们分 了，

所以其实他应该也是不认同的。
但是教会可能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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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会可能有出现过这样 个很特殊的事，

这个是很多的解释没有什么统一的一个看法。

基本上分成两类：
一 对那些已经安息了 但是他来不及受洗的信徒我们就为他补行洗礼、对那些已经安息了，但是他来不及受洗的信徒我们就为他补行洗礼，

就是为死去的人施洗，为死去但是来不及受洗的信徒我们为他补行洗礼。

二、为死去的人的缘故而受洗，他来不及受洗，

那我就代替他来受洗，这就是一个代替洗礼。

学者在第二个说法的认同是比较多些。

也有 些说法就是说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
那个死去的人他是有见证的，我看见他的安息我受感动，

所以呢，我也愿意受洗，这又是另外一个说法。所以呢，我也愿意受洗，这又是另外 个说法。
所以其实它的说法很多，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保罗用29「那些为死人受洗」、30「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
把「那些」跟「我们」分 ，

由此可见保罗虽然没有很明讲他的看法，但基本上来讲，他也是不认可。
只是这是 件很特殊的事 后世我们读这封信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来了解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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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是一件很特殊的事，后世我们读这封信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来了解全部。

不论如何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你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其实意思就是这样。

30-32保罗就用他自己的例证，在服事上的苦难，为着事奉而面对的逼迫，
他说 「我是天天冒死」 甚至「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他说：「我是天天冒死」，甚至「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

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我这又何必呢？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他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是真实的还是寓意的呢？他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是真实的还是寓意的呢？

基本上保罗是罗马公民应该不会遭到这样的刑罚，

这个地方比较像是象征性的笔法，

表示的是他在以弗所跟其他地方所遭遇的危险。

事实上保罗所遇到的苦难是非常多的，最不缺的就是苦难，
这是他服事主所经历的 切这是他服事主所经历的一切，

在服事上所接受的、所面对的是极其的不容易。

那保罗用他的例证说，如果没有复活的事，， 复 ，
那我做这些，我这么样的奋力抵抗有什么意思呢？
因此，保罗也就责备那些不认识主、或者说不信复活的人，

保罗就特别的来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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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就特别的来责备。



35-49信徒复活的身体…
这地方也是非常丰富的寓意 保罗用很多的例子 他以种子这地方也是非常丰富的寓意，保罗用很多的例子，他以种子、

他以动物、他以天上的、地上的形体、日月星辰的荣光等等为例，

来说明复活的身体跟现在身体的不同，

还有复活身体的超越—既有属土的形状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35-41有人说身体要怎么复活呢？
不信的人提出两个问题 怎么复活 复活的身体是什么状态不信的人提出两个问题：怎么复活？复活的身体是什么状态？

保罗直接的回应是无知的人，然后还是做了很清楚的一个解说：
「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埋下去的死了的种子，神给了它新生命、新的形体，它活了过来。

哥林多的信徒也有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人死身体就朽坏，

以至于有人就受了煽动，有人就不信复活，也不信基督会复活，

那有人在这样的光景中，保罗觉得这需要很清楚的教导，甚至于警惕。
很清楚的告诉他们 基督复活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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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基督复活的真实性，
以及信祂的人、跟随祂的人将来必要复活的真实性。

37-39神有祂的主权来统管各样的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形体，
人在地上的形体会因为死亡而腐化人在地上的形体会因为死亡而腐化，

而复活的身体却是属天的跟以前的是不一样。

所以保罗从地上生物之间的不同的例子，
就转到宇宙星体之间的不同，

所以40连着上面的39以及下面的41，让我们所看到：
整体的指出复活的身体跟地上的形体 也就是没有复活身体的一个差别整体的指出复活的身体跟地上的形体、也就是没有复活身体的一个差别。

天上的、地上的、属土的、属天的，这些例子都是在讲复活之前跟之后的状态。

日月星辰的荣光也是一种说法，也是一种比方，日月星辰的荣光也是 种说法，也是 种比方，
倒不至于要把它解释说你在地上、你的属灵生命如何，

你的敬虔、你的生命的丰盛，

可能你将来就是一个太阳的荣光、或者是什么样的荣光。

我们也许不需要用这样的一个解释，事实上就是各有不同—
保罗用地上 天上 用很多的比方来告诉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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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用地上、天上、用很多的比方来告诉信徒，
我们现在的形体跟将来的形体的不一样。

42-44复活身体的状态前后的变化…
从 就 经 始在叙述 在 生 然 朽 的 朽 的从36就已经 始在叙述：在死跟生，然后朽坏的跟不朽坏的，

羞辱的跟荣耀的，软弱的跟强壮的，血气的跟灵性的，

这样的描述可以很清楚的，很丰富的，让我们可以明白。这样的描述可以很清楚的，很丰富的，让我们可以明白。

中间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亚当跟耶稣基督，
保罗引用创二7，在45「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句话的意思就有带出了一个首先的亚当，

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末后的亚当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末后的亚当，
首先的亚当与末后的亚当，也就是末后的亚当是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类比。

末后的亚当也是在45，这是一个类比：末后的亚当也是在 ，这是 个类比：
亚当带来的就是活在世上的这个身体，但是他违背了神的吩咐、与神隔绝

基督带来的却是永远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与神和好，

借着复 得到灵性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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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复活得到灵性的身体，叫人活的灵

50-57进到复活的时机、还有它的终局，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50「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就是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50「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够承受神国；

在什么时候呢？ 51-52在眨眼之间，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意思就是安息在主里的这个安息，

乃是都要改变，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已死信徒复活，而活着的信徒就被提、

要经历改变 这是 个奥秘 感谢主要经历改变，这是一个奥秘，感谢主

号筒在旧约的时候常常用在庆典、凯旋，也用在神荣耀的显现，

在新约也出现在太廿四31、帖前四16、启八-十都可以看见

53-57保罗引用赛廿五8「祂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带出了得胜的凯歌，
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

来二14-15使信祂的人脱离了罪和死的权势，得着复活的确据和盼望，
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

这地方让我们看到说 「经上所记」 54「『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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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让我们看到说，「经上所记」，54「『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的一个宣告。



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复活，很清楚的保罗在十五章用的这么多的经文，
前前后后、然后来告诉我们奇妙的过程，真理不改变的、清清楚楚的把握。

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我们该如何呢？我们要靠着主坚固不动摇，
非常的宝贵「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务要坚固 不可摇动58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因为我们在世上还是会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在服事上也有许多挑战，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不免碰到难处，有的时候可能会打击

我们服事的热诚，甚至让服事者心里信心动摇，这些都有可能

但是当我们有清楚的得救的把握，清楚的耶稣基督会再来，

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确据 这些清楚的真理根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复活的盼望、确据，这些清楚的真理根基在我们的里面

保罗提醒的这样的一个鼓励，
也成为今天我们服事主、活在地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安慰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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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不动摇，竭力作主工，因为我们的劳苦不是徒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