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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关复活真理的事
九、有关各样生活劝勉的事

(哥林多前书:15～16)

大衛市基督教会主日学
2018 年 2 月 11 日

八、有关复活真理

A.复活的证据（15：1～11）

B.复活的重要（15：12～19）

C.复活的次序（15：20～28)

D.复活对圣徒的影响（15：29～34）

E.复活的身体（15：35～49）

F.复活的教训（15：50～58）

A.复活的证据（15：1～11）

1. 哥林多信徒的经历（15：1～2）
哥林多教会蒙保罗传复活的福音（15：4），并且他们「领
受」（过去式动词）、「站立得住」（完成式动词）、「持
守」、「得救」（现在式动词，至今仍是），因此他们的相
信并非徒然的。

2. 圣经的记录（15：3～4）
(1)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
救赎的计划预先在圣经(旧约)中告知了。律法书，诗篇，先
知书都指出，基督是神差来的救主，为人的罪死。
(2) “而且埋葬了”。假如基督埋葬了，那么祂必然死了。
(3)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基督的死解决了人类

的罪，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祂复活叫我们称义得
生命。
故此否认复活便如同否认整本旧约。

A.复活的证据（15：1～11）

3.目击者的见证（15：5～7）
(1) 矶法，即彼得。
(2) 十二个使徒。
(3) 五百多弟兄。
(4) 雅各。
(5) 众使徒,主耶稣复活后向门徒现有四十天之久。

4.保罗的见证（15：8～11）
a. 「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他自謙的比作早產的嬰孩，即在
靈程上好像先天不足。
b. 他是使徒中最小的，甚至不配称为使徒，因为从前迫害
教会更甚（15：9）。
c. 他今日蒙恩全是神的恩典，故此格外劳苦，是为了要报
恩（15：10）。
d. 他或其它使徒皆以复活为传道的主题（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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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复活的重要（15：12～19）

复活是信仰的根基. 若基督没有复活、所传的是枉然、所
信的也是枉然。保罗提出几点不信复活的后果:

1.神学性的后果（15：13～15）
a.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15：13）
b.福音也枉传（15：14 上）
c.信徒所信也枉然（15：14 下）
d.传道人也妄作见证（15：15）

2.个人性的后果（15：16～19）
a.若没有复活，信徒仍在罪中（「因复活是为要叫我们称
义」，罗4：25）（15：16～17）
b.以前的信徒也灭亡了（15：18）
c.比众人更可怜（15：19）

C.复活的次序（15：20～28)

首先是基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已經復活。

然后是那些属基督的(15：23)。在属基督的人里面明显的分
成两组。一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另一是在祂来的时候在
基督里仍活着的人。基督再來的時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帖前四：16)。活著還存留的人將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四：17)。

末期到了，基督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
就把國交與父上帝，基督作王，死被吞滅。最后“神在万物
之上，为万物之主”（15：28）。

D.复活对圣徒的影响（15：29～34）

1.是使人得救之鼓舞（15：29）-叫人向世界死，向神活着

“在教会中，有信徒死了，爱他的人受他生平见证的影响
甚大，期望以后能再见，因听闻复活后可相见，便因此决
心信主受洗。”

2.是使人更努力事主之鼓舞（15：30～32）-给人受苦中的
力量
保罗冒生命危险服事主，虽死也不足惧。当时他在以弗所
的骚乱中，差一点给暴民打死（徒19章），他「视死如
归」，是因为他知死后会复活再见复活的主，不然他何必
那样冒生死之危呢？

3.是使人生活更圣洁之鼓舞（15：33～34）
若无复活，生活就易放荡。复活叫我们灵里是清醒的，过
公义圣洁的生活。

E.复活的身体（15：35～49）

1.复活身体（15：36～42 上）
a. 种子的例证（15：36～38）
保罗用植物生长过程，来说明复活身体的道理。植物的起
源是种子，种子埋在地里死了，种子的「身体」改变成为
果叶的形体（15：36～37）。同样神会将死了的身体复活
过来，有一个将来的形体（15：38）。

b. 万物的例证（15：39～42 上）
(1) 保罗籍着自然界中植物、动物、星辰的例子，告诉我
们这位创造的神乐意创造许多不同的形体，而且可以保证
各个受造物都特别适合在它独特的环境里生存。
(2) 同样的，今天我们血肉的身体，只适合存在这个地上，
却不能存在于永恒的国度里。因此在我们现在的身体死后，
需要埋葬，以至神可以从这个种子里创造出一个新的身体
来承受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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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复活的身体（15：35～49）
2.复活身体的性质（15：42 下～49）
a. 四种身体的性质（15：42 下～44）
⑴永久性，今是朽坏的，将来是不朽坏的。
⑵价值性，今是羞辱的（不能反照神的荣耀），将来是荣耀的。
⑶能力性，今是软弱的，将来是强壮的。
⑷存在性，今是属血气的，将来是属灵的。
b. 两个亚当的比较（15：45～49）
⑴亚当是有灵的活人（创2：7），但基督是使人活的灵；前者
是活人肉身的始祖，后者是属灵人身体的「始祖」；活人的身
体从亚当而来；属灵的身体（「复活的身体」，15：44）是从
基督而来（15：45）。
⑵属灵的（指基督）在后（基督在肉身方面）；属血气的（指
亚当）在前（15：46）。
⑶亚当属地土；基督属天（15：47）。
⑷信徒是人，有属土的身体；但也属基督，故亦有属灵的身体
（15：48～49）

F.复活的教训（15：50～58）
1.复活是进神国的途径（15：50～53）
肉身（朽坏的）难以进入神国（不朽坏的），除非经过改
变（像种子般）（15：50）。保罗指出，信徒不是人人都
会死，但人人都会改变（15：51）。在一眨眼之间，在号
筒末次吹响时，整个生命都会改变过来，从必死的变成不
死的（15：52～53）。
2.复活是战胜死亡的证明（15：54～57）
基督的复活，将死亡的权势打破：赛25：8（15：54），何
13：14（15：55）。当信徒得着复活身体的时候，死亡就
完全消灭。正如没有律法便没有过犯（罗4：15），没有死
亡也没有律法，因“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15：56），但是神借着基督，发出战胜死亡的宣告（15：
57）。
3.复活是竭力做工的鼓舞（15：58）
怎样为主做工？
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作，要竭力多作，要劳苦而作

九、有关各样生活劝勉

A.有关捐献（16：1～4）

B.保罗的行程计划（16：5～12）

C.对教会的劝勉（16：13～18）

D.结语问安（16：19～24）

A.有关捐献（16：1～4）

1.劝教会在捐献上有分（16：1）
这些捐钱是为耶路撒冷穷苦圣徒。当时他们曾受逼迫而分
散，甚至家产被夺去，生活无依。所以保罗劝勉外邦人信
徒要顾念犹太人信徒的困难，捐献钱财，供应他们的需要。
保罗共享了九个不同的字，来形容这次的捐献：

a. logias（林前16：1，译「捐钱」）指额外的付出。
b. charis（林前16：3，译「捐赀」）指白白的赐予（林后
8：4 同字译「恩情」）。
c. koinonia（林后8：4，译「有分」）指分享。
d. diakonia（林后8：4，译「供给」）指服事。
e. hadrotes（林后8：20，译「捐银」）指丰盈。
f. eulogia（林后9：5，译「捐赀」）指祝福。
g. leitourgia（林后9：12，译「供给的事」）指自愿的事。
h. eleemosune（徒24：17，译「周济的捐项」）指周济之
款项，原文字根怜悯。
i. prosphora（徒24：17，译「供献的物」）指献祭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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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关捐献的事（16：1～4）

2． 钱财奉献的原则
(1) “照自己的进项”，不是规定一个数目，比例，而是
出于爱主，爱肢体的心，量照自己的力量。不要和别人比，
神看的不是钱多少，乃是看心多少。

(2) 抽出来留着。不是现凑。意思是预先准备好的，不是
临时的施舍。

(3)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敬拜包含奉献钱财（申16：
16，17 不可空手朝见神，带着心和灵，也献上礼物）

(4) 交给可靠的人送去。这是教会要做的。要注意的是经
手钱财的要公正，光明，清洁，可靠。

B.保罗的行程计划（16：5～12）
1.与哥林多教会有关（16：5～9）
保罗在以弗所共住了三年，之后写了前书给哥林多教会，
托提摩太带去（16：10），随后自己亲访（4：19），然后
由哥林多转往马其顿去（参林后1：15～16）。但因故改变
行程，先往马其顿后，才去哥林多（16：5），可能留在那
里过冬也说不定（16：6～8）。但因在以弗所的工作缠身，
所以未能立刻成行。在以弗所传福音机会甚大，但反对势
力亦大（16：9）。
2.与身边同工有关（16：10～12）
保罗甚喜爱团队工作，他身旁总有许多一起配搭事奉神的
人，当时他差派提摩太前往马其顿及哥林多去（并以拉都，
徒19：22）。提摩太是位努力作主工的人，值得教会尊敬、
接待，并吩咐在其工作完毕后送他前行（16：10～11）。
至于亚波罗，保罗再三劝他同往，但亚波罗决意留下与保
罗同工，保罗也尊重他的立场（16：12），保罗与同工相
处的原则可见一斑。

C.对教会的劝勉（16：13～18）

1.生命长进的吩咐（16：13～14）
他运用五个命令式动词表达之（每命令暗示教会的缺欠）：
a. 务要儆醒
他们已在生活及真理上松懈了，所以劝他们需在此事上多
留意。

※新约圣经共有六大「务要儆醒」的命令：
⑴太24：42，对主再来。

⑵可14：38，对试探。

⑶弗6：18，对祈祷。

⑷彼前5：8～9，对撒但。

⑸彼后2：1，对假先知。

⑹启3：1～3，对漠不关心。

C.对教会的劝勉（16：13～18）

b. 务要稳固
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真道」，〔pistei〕 可指「信心」
或「信仰」）。

c. 务要成长
「大丈夫」（andrizesthe，意「像成年人」。像「大丈
夫」，指信仰与信心皆成熟。

d. 务要刚强
「刚强」（krataiousthe）是命令式被动词，指刚强是要
靠外力来完成的。

e. 务要凭爱
凡做什么总要凭爱心而做，因爱可使人成就大事（彼前4：
8），这也是哥林多信徒极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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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教会的劝勉（16：13～18）

2.对待同工同劳的人（16：15～18）
a. 有关司提反一家（16：15～16）
司提反一家是亚该亚省初熟之果，也是保罗亲自施洗的少
数之一（1：16）。他不但自己得救，全家亦蒙恩，并且全
家专以服事圣徒为念，他们确实有「帮助人」的恩赐，这
些人极配得顺服。他们一家在教会中似有颇显要的领导地
位，这顺服的事也包括向其它同工同劳的人。

b. 有关教会代表团（16：17～18）
哥林多教会派了三人来见保罗，使保罗高兴异常，他们
的来临免去了保罗对教会的系念，他们使保罗的心「快
活」，他们又具有「帮助人」的恩赐，此等人配得敬
重。

D.结语问安（16：19～24）

1.问安的话（16：19～21）
问安的人物有亚西亚众教会、亚居拉和百基拉、众弟兄、
保罗等，这些人与哥林多的教会都有浓厚的感情。

2.警告的话（16：22）
不爱主的人是「可诅可咒的」，但这人是谁，学者意见有
二：
a. 他是信徒，故他的救恩可失落。
b. 他是不信的，是警告教会中若有人如此，他的后果便
与神永远隔绝（加1：8～9）。
保罗以「主必要来」支持他的警告。此处保罗祈求主再回
来，将受咒诅的除去，恐怕教会受异教者荼毒。

3.祝福的话（16：23～24）
「恩」与「爱」是保罗给予教会最后的祝颂，这也是神给
予历代教会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