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講

復活（The Resurrection） 林前十五 1-19, 20-58、帖前四 13-18

「復活」的觀念在摩西五經（梅瑟五書）中並沒有，人死之後就與祖先聚集在一個死
者的國度，叫做 （sheol），中文譯為「陰間」，那是個善人惡人都去的地方，不
同於華人文化的「陰間」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雅各伯）說他會「悲悲慘慘的下陰間」
（創三十七 35、創四十二 38、創四十四 29,31）。列王紀記載了兩個復活的例子（王
上十七 17-24、王下四 18-37），但是這兩個例子均是病死後不久發生的，可以看作離
開的靈又回到原來的身體中，不是死後復活。以賽亞（依撒意亞）認為復活僅屬於義
人，惡人是不會復活的（賽二十六 14、賽二十六 19）
。以西結書（厄則克耳）枯骨復
活的事蹟（結三十七 1-14），但顯然只是先知的神視。
法利賽人（法利塞人）和撒都該人（撒杜塞人）是第一世紀的猶太哲學流派，屢次在
新約被提及。法利賽人相信人死後有復活，還有天使和鬼魂，而撒都該人都不相信（徒
二十三 8）
。使徒行傳二十四 15 說明了使徒保羅的觀點：
「進入上帝，盼望死人，無論
善惡，都要復活。」復活不僅是保羅所接受的信念，保羅視復活為基督信仰最重要的
信念，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保羅談論復活，他從第一章「十字架的道理」講到十五章的
「復活」，走上福音的高峰，保羅以基督的復活，論證信徒末日也將復活。
十五 3 保羅說明福音的重點就是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他用一種最簡約的方法說
出基督死亡的救贖意義，然後基督「復活了」
，表示基督勝過了死亡，我們在他裡面，
也將勝過死亡。保羅所傳的福音既然說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為何還有哥林多人說沒有
死人復活的事呢？這樣的人信耶穌也是枉然，基督若是沒有復活，信的人也不會復
活，那就仍在罪中滅亡（十五 13-19）。哥林多人可能認為身體是惡，害怕身體復活；
也可能以為復活乃是指靈裡的改變，已經在信徒身上發生，不是身體的復活。
保羅再說明復活的次序，耶穌首先復活，信徒要到基督再臨才復活（十五 23），活著
的信徒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帖前四 17）
。保羅說明了末日的光景，十五 28 保羅以一
句神秘的說法，來說明最後的景象：（God will be all in
all），和合：上帝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思高：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
保羅告訴哥林多人有很多不同的身體（v.39-41）
，如同種子和長出來的作物不同，
「復
活」的身體和「播種」的身體完全不同，種下去的種子必會朽壞，但長出的作物不會
朽壞。種下的是「血氣的」（psychikos 靈魂的，思高譯為生靈的）身體，復
活的是「靈性的」（pneumatikos 思高譯為屬神的）
。不要忘記基督徒已「屬
靈」
，但基督徒的身體還不能用「靈性的」來定義，身體對保羅來說只是「我」
。復活
能使身體轉化到能承受天國的光榮樣式，在當時的想法，基督很快就要再臨，那時活
著的信徒將被改變，不需要經過死的過程，直接轉變為光榮的身體。

第十一講 復活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1-19, 20-58 節、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 13-17 節
v.1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euaggelizomai 傳福音，過去式）給你們的福音，
「告訴」
（使知道）你們，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
（過去式）
，又靠著「站立得住」
（完
成式）。
v.2 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成為相信的），能以「持守」（現在式）我所「傳」
（euaggelizomai 傳福音，過去式）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被拯救）。
v.3 我當日所「領受」（過去式）又「傳給」（paradidōmi 過去式）你們的，第一，就
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過去式）。
v.4 而且「埋葬了」（過去被動）。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完成式被動）。
v.5 並且顯給「磯法」（指彼得）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
※「顯給某人看」原意是「被看見」。
v.6 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
v.7 以後顯給雅各（耶穌的弟弟，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看。再顯給眾使徒看。
v.8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流產）的人一般。
v.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上帝的教會。
v.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eis 進入）我的
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與我同在。
v.11 不拘是我，是「眾使徒」
（那些）
，我們如此「傳」
（kērussō 講道）
，你們也如此「信
了」（成為相信的）。
v.12 既「傳」（kērussō 講道）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完成式被動），怎麼在你們中
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名詞）的事呢？
v.13 若沒有死人「復活」（名詞）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完成式被動）。
v.14 若基督沒有「復活」
（完成式被動）
，我們「所傳的」
（名詞）便是「枉然」
（kenos
空的），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kenos 空的）。
v.15 並且「明顯」（被發現）我們是「為上帝妄作見證的」（上帝的假見證）。因我們
見證上帝是叫基督「復活了」（使復活，過去式）。若死人真不「復活」（現在直陳或
關身），上帝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
v.16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現在直陳或關身），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完成式被
動）。
v.17 基督若沒有「復活」（完成式被動），你們的信便是「徒然」（mataios 空虛的、無
結果的、無用的）。你們仍在罪裡。
v.18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v.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完成式分詞），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20-58 節
v.20 但基督已經從「死」（死人們）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v.21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v.22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
（現在式）
。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
（使
活，將來被動）。
v.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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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ousia）
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v.24 再後「末期」
（telos）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
滅了，就把國「交與」（paradidōmi）父神。
v.25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指基督）的腳下。
v.26 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
v.27 因為經上說「神叫萬物都「服」（過去式）在「他」（指基督）的腳下。」既說萬
無都「服了」
（被屈服，完成被動）
「他」
（指基督），明顯那叫萬物「服」
（過去分詞）
他（指基督）的（指神），不在其內了。
v.28 萬物既「服了」（過去虛擬被動）「他」（指基督），那時，子也要自己「服」（將
來被動）那叫萬物「服」（過去分詞）「他」（指基督）的（指神），叫神在萬物之上，
為萬物之主。
v.29 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的」
（分詞被動或關身），將來怎樣呢？若死人總不「復
活」（現在直陳或關身），因何為他們「受洗」（現在被動）呢？
v.30 我們又因何時刻冒險呢？
※指活著的人為了與死去信主的親人在復活後相聚，而接受洗禮。
v.31 弟兄們，我在我主基督耶穌裡，指著你們所誇的口，極力的說，我是天天冒死。
v.32 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那於我有什麼益處呢？若死人不「復
活」（現在直陳或關身），我們就吃吃喝喝罷。因為明天要「死了」（現在式）。
v.33 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風俗）。
v.34 你們要「醒悟」
（過去命令）為善，不要「犯罪」
（命令式）
。因為有人不認識神。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愧。
v.35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
（現在直陳或關身）？帶著什麼「身體」
（sōma）
「來」
（現在式）呢？
v.36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
（現在式）的，若不「死」
（過去虛擬）就不能「生」
（現
在被動）。
v.37 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
（sōma 身體，下同）
，不過是「子粒」
（kokkos
種子，下同），即如麥子，或是別樣的榖。
v.38 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
（身體），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
體」（身體）。
v.39 凡「肉體」
（肉）各有不同。人是一樣，獸又是一樣，鳥又是一樣，魚又是一樣。
v.40 有天上的「形體」
（身體）
，也有地上的「形體」
（身體）
。但天上（-形體）的榮光
是一樣，地上（形體）的榮光又是一樣。
v.41 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

v.42 死人「復活」（名詞）也是這樣。「所種的」（現在被動）是必朽壞的，「復活的」
（現在直陳或關身）是不朽壞的。
v.43 所種的是「羞辱的」
（不榮耀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
強壯的。
v.44 所種的是「血氣的」（psychikos 靈魂的、思高：生靈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
的」
（pneumatikos 思高：屬神的）身體。若有「血氣的」
（靈魂的）身體，也必有靈性
的身體。
v.45（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
（psychēn zōsan 活
的靈魂）。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pneuma zōopoisoun）。
v.46 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靈魂的）在先。以後才有屬靈的。
v.47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
v.48 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
v.49 我們既「有」（背負）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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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1（+看哪）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
（將來式）
，乃
是都要「改變」（將來式）。
v.52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
（將來式），
死人要「復活」（將來被動）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將來被動）。
v.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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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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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死亡被吞入勝利）的話就應驗了。
v.55 死阿，
「你得勝的權勢」
（你的勝利）在那裡？死阿，你的「毒鉤」
（刺）在那裡？
v.56 死的「毒鉤」（刺）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
v.57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v.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常常」
（所有時間）竭力多作主
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 13-18 節
v.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
「恐怕你們憂傷」
（為了你們不憂傷），
像「那些」（其餘）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v.14 我們若信耶穌「死」（過去式）而「復活了」（過去式），那已經「在」
（dia 透過）
耶穌裡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將來式）。
v.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分詞被動）到主降
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v.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將來式），有「呼叫」（命令叫喊）的聲音，和天使
長的聲音，又有上帝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將來式）。
v.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分詞被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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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時間）同在。
v.18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安慰）（命令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