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前書 第十五章 復活的信息 (15:1-58) 

 

A. 基督復活的證據 (15:1-11) 

述說基督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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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

死了， 

我當日所領受: 指使徒保羅直接從基督領受的關於耶穌十字架之死和

復活的真理。照聖經: 指舊約聖經, 基督的受死和復活不是突發或偶

然事件, 而是聖經所記載之預言的成就 (詩22篇, 賽53章,但9:26,何

6:2,拿2:10,亞12:10).  

在這裡可以知道: 

①耶穌基督的贖罪事工是藉著神的主權性護理完成的. 

②神的旨意啟示在聖經裡, 其中裡面包含著基督教的一切真理。  
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5 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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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  
8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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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

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保羅強調說他承擔這使徒的職分，勞苦作工；他並不是說他比別人更有

成就，而是說他比別人更勞苦。比眾使徒可以當作“所有使徒加起來”

或“任何一個使徒”. 

他在此特別誇耀神的恩，所以前者的意思就更合適了，而且照事實看來

這也是事實。他的出身雖然不甚可觀，但神的恩卻使他成就了宏大無比

的工作。這話很易被認為保羅邀功，所以他立即加上這原不是我，不是

人，乃是神的恩的功效。他用恩典與他同在，而不是說神的恩“在他裡

面”等等.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們今日的光景，沒有一件

不是神的恩典所使然。  
11 不拘是我，是眾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 

 

基督復活做得救的憑據 - 在上面保羅證明基督復活的真實性,在這裡強

調聖徒復活的確實性,同時論證復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據, 也是核心教

義在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①基督的復活是聖徒復活的根據, 

②否認死人復活的,等於否認神的恩惠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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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15 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

死人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 
1. 我們所信的福音(1-2節) 保羅曾將福音傳給哥林多信徒,3,4節耶穌的

死和復活, 他們接受相信, 因這福音得救, 這是復活最大證據。 

2. 聖經所作的見證(3-4節) 聖經從頭到尾為基督作見證, 創3:15; 賽53 

章經苦難, 死; 詩16:10, 彼得在使徒行傳兩次引用,證明基督復活(徒

2,13章),保羅說這是福音,祂為我們罪代死,復活使我們稱義,成聖,得

榮,這些經文成真理和復活證據。 

3. 見主復活的人證 (5-11節) 

• 彼得(路24:34) 

• 使徒 (路24:33-43; 約 20:19-24) 

• 五百多弟兄 (太28:7,10,16; 可16:7) 保羅說一大半還在, 是有力

證據。 

• 雅各, 耶穌弟弟, 本不信耶穌是彌賽亞(約7:5), 可能主復活向他顯

現才信主 

• 眾使徒, 可能指徒1:3所記。 

• 保羅, 指大馬色路上的顯現(徒9:1-9), 耶穌向他顯現,生命改變,是

證明福音價值和大能之佳證.基督復活是確實,哥林多人沒理由再懷

疑已確信的. 

 

B. 基督復活的重要 (15: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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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15 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

人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  
16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  
18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在基督裡都要復活 
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21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22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  
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

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24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

國交於父神.  
25 因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26 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  
27 因為經上說：「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說萬物都服了他，明

顯那叫萬物服他的不在其內了。  
28 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神在萬物之上,為

萬物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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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我們又因何時刻冒險呢？  
31 弟兄們，我在我主基督耶穌裡指著你們所誇的口極力地說：我是天天

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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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 

指以弗所的暴民發狂有如野獸，保羅心裏著急，幾乎要親自進到他們

平日觀賞鬥野獸的戲園裏去，後被勸阻(徒十九23~32)那件事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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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們救恩的確實,12-19節 

基督若沒復活,所傳,所信是無效的.基督若沒復活則不能證明祂是神子 

就沒為我們贖罪,無法稱義.我們為信仰付代價,最後還進永遠黑暗,那

比世人更可憐,信心和盼望被摧毀。 

2. 上帝應許的保證,20-28節 

但基督已從死裡復活,成睡了之人初熟果子,是所有信徒將來也要復活

的憑據和保證。 

3. 我們現今的需要,29-34節 

若基督沒復活,我們為何要冒險,身處險境? 聽從錯誤教導,會敗壞你們

的思想行為.你們已接受基督死而復活的福音,卻跟不認識神的行走,這

是羞恥的事. 

 

思考問題: 

1. 我們與人談福音, 主要內容是甚麼? 

2. 耶穌復活的信息為何那麼重要? 

3. 我們是否聽過錯誤的教導? 如何分辨與防備? 

 

C. 死人復活的身體 (15:35～50) 

在本文中保羅用各種比喻,闡明復活後肉體的本質和性質,明確指明必死

之肉體與復活後肉體的根本性區別. 

 

論復活之體如何 
35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什麼身體來呢？ 

一切生命的子粒，『若不死就不能生』，這是宇宙間的定律。同樣的，

我們所得屬靈的生命若，要達到將來復活的榮形也，必須經過長時間死

的階段。凡肯與基督一同受死之苦的，也必與祂一同得榮耀(參羅八17) 
36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V36-38 用比喻說明復活之方法. 如同各種植物的種子落地死後長出新的

植物, 人類的死亡也是為新復活體的誕生為目的的死亡, 而不只以肉體

之死而告終. 
37 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即如麥子,或是別樣的

穀  
38 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它一個形體, 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39 凡肉體各有不同: 人是一樣, 獸又是一樣, 鳥又是一樣, 魚又是一樣  

V39-41 凡世上的肉體各有不同, 同樣屬天的肉體(榮光)和地上的肉體

各不相同. 不僅如此, 天上天體的榮光與形體各不相同, 同樣屬天之人

的榮光也各不相同. 這表明天上的和地上的各有其秩序, 現在的身體和

將來新天新地中復活的身體所享有的榮光也有差異. 
40 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地上形體的

榮光又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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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在永世裏的榮耀，並非單調的一律，乃是各有各的榮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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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顯出基督的榮耀乃是豐豐滿滿的榮耀。 

因此今天在教會中，應該容許各種的不同的和諧的存在，那才顯出基督

的豐盛；若是伸出人工的手，硬性作成一律，那就違反了神永遠工作的

原則。  
42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 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保羅用的例子很廣闊,有各種現象,不同的身體,天體等等. 不過種字表

示他主要引用撒種的例子, 說明結出來的,是新的,有生命力的個體（36

節）.  

他為要指出現在的身體與復活後的身體的分別,首先提出朽壞與不朽壞

的問題. NIV翻譯腐壞（perishable）及不腐壞的（imperishable）,

嚴格上是指 Corruption 及 incorruption（朽壞及不朽壞）. 

• “朽壞”主要是指身體會腐爛, 但是當然也包括肉身與道德朽壞

兩者之間的比喻. 

• “不朽壞”一字，常用來代表將來生命的品質，在這裡就更貼切

了。 

V42-44 我們今日的肉身和將來復活身體的對照： 

• 必朽壞的 ―不朽壞的 

• 羞辱的 ― 榮耀的 

• 軟弱的 ― 強壯的 

• 屬血氣的 ― 屬靈的 
43 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44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

有靈性的身體  



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末後的亞當成

了叫人活的靈。 

V45-49 這裏記著說：第一個是屬於地，第二個是屬於天。第一個是屬

血氣的，第二個是屬靈的。 

聖經中最希奇的，就是神在聖經中常常揀選第二個的人(參創十七

18~19,廿五23,羅九12~13,創四十八18~19,撒上八5,十六1,撒下十二

14,24~25). 

為甚麼呢？林前十五章是講身體的復活，但按屬靈的原則來看，就是凡

屬靈的是在後，凡屬血氣的是在先。這就是神為何揀選在後的、拒絕在

先的緣故。 

並且神不要第一，而要第二的，這是因為凡生出來就有的，就是屬第一

個的；第二個的就是本來肉身所沒有的，從聖靈生了才有的(約三6)。

這裏我們就樹立了『第二的原則』，或稱『第二的律法』 

基督是『末後的亞當』，說出祂結束了整個亞當的族類；基督是『第二

個人』，說出祂開始了一個新的人類。凡在基督裏的，也都在末後的亞

當裏結束了，又在第二個人裏活在神面前。阿利路亞！基督乃是全人類

的轉捩點。 

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末後的亞當』,是指在肉身裏的主耶穌；

『叫人活的靈』按原文是『賜生命的靈』，當然是指聖靈。這裏清楚告

訴我們，主耶穌經過死而復活，就成了賜生命的靈，化身成為另一位保

惠師，就是真理的靈(原文『實際的靈』)，來與我們同在，且要在我們

裏面(參約十四16~20)。  
46 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才有屬靈的。  
47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 

頭一個人,當然是亞當,他是ek ges,“出於地”（ek 代表起源），他是

choikos, “屬土”（用塵土造的）（創二7）。 

第二個人是基督，再與亞當對照；這次對比的不是所成就的工作，或本

性的成分，而是對比起源。基督雖然出現於世上，生活，死亡，復活在

世上，卻不可當他起源於地上，如亞當。祂是出於天， 

有人在此回望道成肉身，也有人展望祂再來。 

不過，保羅其實並沒有指定任何一方面，他只不過拿基督屬天的源頭，

與亞當屬地的源頭來作對比。  

“頭一個人”指亞當，他代表著全人類的天然生命本質。 

“第二個人”指基督，祂將永恆而永存的生命賜給人。  



說明了亞當和基督的本質性差異。根本上亞當是屬地的人,成了人類肉

身的祖宗。 

但基督本來就是神的本體,他是為了拯救人類而取了肉身的形象。強調

了儘管亞當和基督都具有所謂肉身的相同存在樣式,但其起源和根本各

為神和人類,有本質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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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土的: 不信基督的非信徒,指不能承受天國為基業的人(約3:18)。 

屬天的: 指得救的聖徒,將來參與復活和永生之榮耀的人。 
49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保羅特別強調,屬基督的人雖然現在象屬土的亞當一樣,具有必朽壞的肉

身,但將來基督再臨時,將會復活披戴榮耀的身體。 

 

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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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兩個問題,35節  

• 死人怎樣復活？  

• 死人身體如何？ 

這兩問題揭露他們否認復活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無法了解復活的方式。 

2. 答兩個問題,36-50節 

• 種子和穀粒 神給他形體: 一顆種子種在土裡,見它枯萎死去,不久見

青綠葉,開花,新生命出現;同樣死人怎樣復活乃神給他形體.36,38節 

• 動物與人類 神給他形體,39節 

• 宇宙衆萬物 各有其形體,40-41節 

• 死人復活與原來身體異,42-44節.人死後放入土裡埋葬,會腐爛;但復

活的身體是無罪的、榮耀的、尊貴的、不朽的，是強壯的、有能力

的. 

• 屬地生命與屬天生命別,45-49節. 屬土生命必要朽壞,歸於塵土;末

後亞當-耶穌是屬天的,道成肉身,為我們罪死,埋葬,復活,凡相信祂

的也必復活. 

• 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50節.只有屬靈之體就是神在復活裡所預

備的身體是不朽的,才能承受神的國. 

 

D. 死人復活的奧祕 (15:51～58)  

基督復活是初熟果,現論眾聖徒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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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主再來的時候,無論是死了或是活著的信徒,都要改變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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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提不是一件歷史上所忽然發生的，乃是逐漸的一天一天走到被

提的地步。 

• 這裏所說的一眨眼之間的改變，是指著身體說的，不是指著生命

說的。 

• 被提是同行，不是飛。是與主同行到榮耀裏。 

一個基督徒在主裏的經歷是連環的，是死，而活，而被提。一環過一環

至終走到榮耀。多少時候，一件事是頂難順服的；但是多一次的死，主

的生命就多一次的充滿，被提也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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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

「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罪是死的毒鉤唯獨靠基督得勝 
55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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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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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死人復活的確據,51-54節. 

保羅說看哪,我要告訴你們是單有人知識理智無法明白的,是奧祕,我們

現今生命不是這樣持續下去,我們都要改變,那時有人仍活著,但許多已

在主𥚃睡了.一霎時主必從天降臨,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2. 對死亡提出挑戰,55-57節. 

死的毒鈎是罪,若沒罪,對死亡的恐懼就不存在.耶穌為我們死,受刑罰,

又為我們復活,死亡不能再害我們,所以基督徒對死亡要正確,我們最終

結局是死亡後面的復活.  

3. 多作主工不徒然,58節.復活將得獎賞,與基督一同得分,當盡職責到底 

 

思考問題: 

1. 死人復活的事會如何發生? 

2. 從本章經文的學習, 今日信徒當如何生活? 



3. 談談你在信主前與信主後, 對死亡與復活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