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活的盼望
哥林多前書15：50-58

小時候大約6-7歲的時候，突然有一天感覺到一種對死亡莫名的恐懼，覺得我有
一天將會不存在了，沒有自我的意識，那這短暫的一生到底有什麽意義。於是
我就哭了，我跑到我爸爸的書房問爸爸，人是不是都會死啊？人死了以後會怎
麽樣？是不是就什麽都不知道了？我爸爸作爲一個經典理工男是這樣回答的，
我們都會死，但是你可以放心，因爲我們會比你先死啊，所以要輪到你的話還
早。所以從此以後開始了我對死亡的心理陰影。
其實我相信大部分人和我一樣，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都會有對於死亡的恐懼。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清楚，我们对瘟疫的恐惧，最终还是对死亡的恐惧。如果今
天得了病你知道肯定不会死。那相信我们对这个疫情的恐慌程度会大大降低。
不但如此，我們能夠感覺肉體的纍贅。當我們生病的時候，身體哪一個部位出
現了問題，我們就會感覺到肉體的局限。儅人逐漸衰老的時候五官都會開始退
化。視力 (老花眼），嗅覺，聽力，味覺，觸覺的衰退，都會讓我們看到身體衰
殘的事實，是我們無法躲避的，更是終將要面對的事實。

另外我們又很珍惜我們的身體，因爲它在各方面讓我們享受生活，體會生命的
價值，理解活著的意義。比如説在疫情期間，我們只能網上敬拜，無論是團契
還是小組，我們想要的是實體的聚集，好像在電腦前，雲上的聚集總是缺了什
麽，那種缺失是什麽樣的遠程科技都無法替代和解決的。死亡是不能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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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退化和衰殘總是在提醒我們這個殘酷的事實。西方社會就有一種的調侃，
說人生中只有兩件事情是確定的，death and taxes，死亡和稅收。這個人類面對
的終極問題到底有沒有答案呢？好消息就是在初代的哥林多教會，他們也有相
似的問題。盼望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哥林多前書15：50-58，保羅對於哥林多
教會的教導能讓我們清楚的明白我們在基督裏復活的盼望。

首先我們要看一下關於復活，哥林多教會的信徒他們的問題是什麽？因爲他們
処在一個不同的文化和場景，所以他們問的問題也會和我們溫莎華人宣道會的

信徒不一樣。但是保羅的回答因著聖靈的默示，讓今天的
教會依然可以從中得到有關死亡和復活這個話題至關
重要的真理。他們問的是什麽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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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当中关于复活的争论一

• 12 既傳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
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

• 哥林多前書15：12

15章12節説到：
在哥林多教會的第一點爭論就是關於到底有沒有死人復活這件事情。當然他們
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會和今天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有一些差異，他們是相信有
神并且相信人死之後靈魂是由歸宿的，所以他們可能認爲死人復活是指沒有靈
魂，僅僅是尸體從新站起來而已，有點像我們現在對僵尸的理解。所以覺得匪
夷所思。那保罗的回应分三步，来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个事
情那将会有三个神学上面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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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5：13-19

•如果沒有死人復活，那基督就沒有復活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那信基督就是枉然

•如果信基督是枉然，那罪和死仍然掌權

而且接下来保罗强调，如果不信基督的复活还会出现三个生活方式上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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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死裏復活的後果

• 若死人不復活，

• “我們就吃吃喝喝罷！因為明天要死了。”

• 33 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
• 34 你們要醒悟為善，不要犯罪，因為有人不認識神。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愧。

第一個問題，人生的意義只剩下及時行樂
第二個問題，與世界爲伍，欺哄自己
第三個問題，沒有善和惡的標準，因爲不認識神
接下来，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关于复活的第二个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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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当中关于复活的争论二

• 35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麼身體來呢？
• 哥林多前書15：35

所以是像僵尸那样的吗？还是用什么其他的神奇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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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5：36-49

•麥種=》外表朽壞=》麥子
•復活的形體

• 朽壊=》不朽壞
• 羞辱=》榮耀
• 軟弱=》强壯
• 血肉=》靈性
• 出於地=》出於天
• 塵土的形象=》屬天的形象
• 屬亞當的=》屬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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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5：50

• 50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
•血肉之體 不能承受 神的國，

•必朽壞的 不能承受 不朽壞的。

爲什麽復活的形體是這樣的呢？因爲神的囯是不朽壞的，是榮耀的，是强壯的，
是靈性的，是出於天的，是屬天的，是屬基督的

這裏保羅另外要强調的是改變的必要性，改變是承受
神的囯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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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5：51-53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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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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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
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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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問題

哥林多前書15：51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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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罗尼迦前書4：13-15
• 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
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
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
望的人一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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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
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
一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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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主來的那時活著的人，不是在説一定是在保羅
活著的時候主會再來
林前：復活的時候還活著的人怎麽辦？
貼前：復活的時候已死的人怎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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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徵兆

哥林多前書15：52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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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罗尼迦前書4：16-17

• 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
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
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
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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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就
要和主永遠同在。

10



哥林多前書15：52

•因號筒要響，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

•我們也要改變。

這些徵兆是要告訴信徒們要發生的事情：死人要復活，當時活著的信徒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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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5：53-54a

•這必朽壞的 總要變成（穿上） 不朽壞的，

•這必死的 總要變成（穿上） 不死的。

•這必朽壞的 既變成（穿上） 不朽壞的，

•這必死的 既變成（穿上） 不死的，

這裏有兩個地方值得大家注意的，第一是保羅連續用了四個“這”，另外這裏的動
詞“變成”有穿上的意思，這兩方面告訴我們今生的身體和永恆的身體是有延續的，
我們不確定到底是什麽樣的程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就連這樣極端的變化，我
們復活後的身體還會帶有今生的記號。所以我們不能因爲有復活，就不去管理
和愛護自己的身體，因爲在第六章的時候，保羅就針對他們對身體的誤解而勸
解他們
12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
我總不受他的轄制。13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叫
這兩樣都廢壞。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
14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15豈不
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麼？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
肢體麼？斷乎不可！16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便是與他成為一體
麼？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17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
為一靈。18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甚麼罪，都在身子
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19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
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
不是自己的人；20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
子上榮耀神。
所以不能因爲在基督裏有復活，就可以在今生爲所欲爲。一方面因爲身體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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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殿，另外一方面是因爲現在的身體與永恆的身體有延續性。
肉體的纍贅到復活的時侯都會被改變，不再衰殘，朽坏，退化。在醫學和科技
日益先進的今天，我們需要這樣的提醒。我們經常誤以爲因爲人類的平均壽命
逐漸增高，我們就可以仰賴醫學的進步直到有一天可以長生不老，但是肉體的
朽坏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今天的醫學進步到可以把所有的器官都換成新的，前
些日子還有報道說可以用基因科技根據人的DNA克隆器官，一旦這樣的科技形
成，人的身體就可以像汽車或者房子一樣，一個部件壞掉了，就換一個。但是
不管這個技術的進展和倫理問題，人換上的器官還是必朽坏的，還是必死的。
人的能力永遠無法製造那不朽壞的，不死的身體。真正能解決我們身體朽坏的
問題的只有復活。無論人的平均壽命可以到達什麽樣的高度，都無法避免死亡
的結局。那我們拿死亡什麽辦法都沒有嗎？不是的！

12



哥林多前書15：54-57

•。。。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 55 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
•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裡？

• 56 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57 感謝神，
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死被得勝吞滅=》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這裏55節，保羅連接了兩處的經文把他變成一種夸勝的戰歌。是對人類共同的
仇敵死的嘲諷。保羅的嘲諷用的動詞都是現在時態，雖然復活是未來的事情，
但因爲基督的死裏復活已經發生了，所以保羅可以信心十足的宣告任何死亡帶
來的懼怕都被已經解除了，都是過去式。以賽亞書25：8說
8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又
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
何西阿書13：14說14 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間，救贖他們脫離死亡。
死亡啊，你的災害在哪裡呢？陰間哪，你的毀滅在哪裡呢？在我
眼前絕無後悔之事。保羅何以夸勝呢？他憑什麽有這樣的信心甚至可以嘲
諷死亡呢？我們都知道這是很大的忌諱。我們經常會避免説大話，比如説我身
體很好，從來不得病這種話我們在華人的文化里就是大忌，更不用説針對死亡

這種事。他之所以有這樣十足的把握是因爲基督的得勝，因爲主耶
穌勝過死亡我們也會得勝。因爲基督掌權，我們將來
會與他共同掌權。基督徒的生命本質，是勝利的生命。
這裏用我們的主耶蛛基督完全的稱謂，加强了祂的威

13



榮地位。基督徒能勝利，惟靠基督所成就的途徑。
還要值得注意的就是後面保羅對於死，罪和律法的關
係的解釋。保羅强調死本身並不是最可怕的；「罪的
工價」是死，這才是最嚴重的，罪若赦免了，死就沒
有了毒鈎。但若罪未淸除，那就完全不同了，死就是
惡毒的仇敵。毒鈎不是死；罪才是。沒有了最終對罪
的懲罰，死的毒鈎就不存在了，死僅僅是從今生到永
恆的過度。死不過是從今生進入與主面對面同在，那
死對基督徒來説就是益處，不是損失，所以保羅才能
在腓利比書1說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
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24 然而，
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而我們
知道死的毒鈎之所以能被挪去是因爲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替我們背負了罪的工價。他的死廢除了死在人身
上的能力。另外這裏保羅說罪的權勢是律法不是在説

律法本身是罪，因爲他在羅馬書7：12說12這樣
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
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
而是律法的要求讓人明白我們在罪的權勢下面。所以
他説14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
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
聖經學者莫里斯這樣說到：基督勝過死亡（羅六9）；
而且把它廢掉了（提後一10）。祂滿足了律法的要求，
因爲「基督旣爲我們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
的咒詛」（加三13）。他使恩典作「王」，代替了罪
作「王」（羅五20以下）；祂把毒鈎拔除了，所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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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能夠說感謝神！（參羅七25）。
在原文裏面“感謝神”前面有一個小小的但是，但也可
以説這是一個大大的但是，用來反襯56節對死的描述，
死的毒鉤就是罪，“但是”感謝神，罪的權勢就
是律法，但是感謝神，因爲儅耶穌復活的時候，不
單單是他自己得勝，更是教會，作爲基督的身體得勝。
我们未来复活的盼望是因着过去基督复活的既定事实
让我们现在可以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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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15：58

哥林多前書15：58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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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15：1-2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
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
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
了，又靠著站 立 得 住 ，2 
並且你們若不 是 徒 然 相
信，能以持 守我所傳給你
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
救。

所以信基督不是枉然，因爲基督復活，所以我們也可以復活，因爲有復活所以
要堅固，要不動搖，要竭力多做主工。這是在回應他在本章1-2節一開始的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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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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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務要是命令的語氣，是勸勉信徒變得堅固，不動搖。向
這個目標來努力。因爲哥林多人是善變的，不問情由便會轉移立場。
若他們對復活的眞理，神對萬人萬事的最終計畫，掌握得穩定，就不會這樣隨
風搖擺了。我們也是善變的，隨著世界給我們的信息，我們隨時會動搖我們在
基督裏的立場，任何時候如果有這種動搖我們需要認識到這是因爲我們對基督
復活的真理不清楚，對神的主權不明白，對神的能力缺乏信心。説白了，我們
信的神太小，小到連我們生活中的難處，對未來事情的掌控，甚至對死亡都束
手無策。我們要小心，不要讓環境動搖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心。不要讓疫情的持

續讓我們以爲神拿小小的新冠沒有辦法，不可讓任何事物搖動你就
是這個意思。只有復活的眞理，正確的解釋神最終的
勝利，是信徒通過死亡的不朽。要竭力做工，“竭力”
到感覺浪費的地步，因爲有復活，可以毫無保留地爲
主做工
因爲我們知道知道在主裏面的勞苦不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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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所有在主裏的勞苦都不是徒然，另外只有在主
裏的勞苦才不是徒然
「就如一份工作被人拒絕了，說做得不好，人家不接
收不付款，這種失望灰心的顫慄」。信徒不會面臨這
樣的失望，他的勞苦是在主裏的，在主裏作的絕不會
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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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推論

•如果沒有死人復活，那基督就沒有復活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那信基督就是枉然

•如果信基督是枉然，那罪和死仍然掌權

•現在不是罪和死掌權，是基督掌權

•我們知道基督已經掌權，因爲他已經復活

•因爲基督已經復活，我們信基督的也可以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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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死不是人類應有的常態，永生才是

•相信基督死裏復活，不要被虛假的信息矇騙

•因爲末後的盼望而多做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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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瘟疫（公元249-262年）

•亚历山大主教狄奥尼修斯如此记载：

•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都表现出极大的爱与忠诚，不爱惜自己，单
单为对方考虑。这些弟兄们不顾危险、照顾病人，献身于对方的
一切需要，在基督里服侍他们，并最终与他们一同安详地离世。
他们认为自己被感染后，便能体会邻舍对此病痛的感受，并充满
喜乐地与邻舍同哀哭。许多人在护理与照顾他人时，使对方的死
亡转移到自己身上，代他们而死。

是一场致命的流行病，在爆发高峰期每天有5000人死于罗马。尽管瘟疫严重削
弱了罗马帝国，但基督教对它的回应却赢得了钦佩与更多的追随者。
亚历山大主教狄奥尼修斯如此记载：
这种明显的效法基督（自己取死以给人生命）与教会之外的人形成了显明对比。
瘟疫加速了生命的自然历程，深化了我们对死亡与脆弱的感受，并让我们有更
多机会展现那反文化与无条件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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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4：16-18

•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
似一天。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
重無比、永遠的榮耀。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
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
是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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