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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復活基督徒的復活基督徒的復活基督徒的復活（（（（15:3515:3515:3515:35----58585858））））    
預查預查預查預查 1/281/281/281/28////2020202011119999    

一一一一....    基督徒的復活身體基督徒的復活身體基督徒的復活身體基督徒的復活身體（（（（15:3515:3515:3515:35----49494949））））    
1.1.1.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15:3515:3515:3515:35））））    

1) 保羅在第 15 章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一般性復活的否認。有些哥林多人，雖

然接受了基督復活的真理，卻不相信一般人也可以復活。在 12-34 節中，保羅說

明了這種否認的錯誤和危險。現在，保羅面對另一個麻煩的問題，其實也是與第

一個問題有關的，就是怎麼可能有普遍性的復活。由於它的複雜性和要成就這事

所需要的大能，他們似乎難以接受所有人都可以復活的構想。 

15:35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麼身體來呢。    

2) 那些反對死人復活的哥林多人主要是受到諾斯底派哲學的影響，認為身體有固有

的邪惡，只有靈才是良善的。因此他們認為身體復活並不是一件好事。何必要身

體復活？在此處，保羅挑戰認為死人復活是不可能的這個想法。那些人爭辯說，

“就算復活是一件好事，這怎麼可能發生？” 

3) 保羅的經驗使他預料到有人會問，【世人怎樣復活？】神怎麼可能將歷代以來每

一個死人的屍體拼湊起來？有一個很有關聯的問題是他們【帶著什麼身體來

呢】？ 

4) 在 36-49 節，保羅以四種方式來回答 35 節的問題。（1）他以自然界的現象為

例，（2）他告訴他們復活的身體是怎樣的身體，（3）他將地上的身體和復活的

身體作一對比，（4）他用他們已經相信的復活的原型（prototype，樣品）來提

示他們。  
2.2.2.2. 一個復活的例子一個復活的例子一個復活的例子一個復活的例子（（（（15:3615:3615:3615:36----38383838））））    

15:36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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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 但 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1) 因為認為不是一件好事而否認復活，或因為認為不可能而否認復活，都是來自異

教的哲學思想。保羅對拒絕相信復活的人的回答是【無知的人哪】。這個字帶有

嘲笑的味道。因為仔細看 35 節中的問題，那不像是來自一個想知道真理的人，

而是來自一個自以為已經明白的人的挖苦嘲笑。如同文士，法利賽人，和撒都該

人就常常這樣對待耶穌，目的就是設陷阱，故意刁難，而不是想要明白真理。 

2) 為了證明否認復活的人是【無知的人】，保羅用一個自然界的現象作為例子，在

三方面來說明身體復活與麥子的撒種成長相似：原來的形狀不存在了，原來的形

狀和最後的形狀不再是相同的種類，然而，這兩種不同形狀之間卻存在一個延續

性。復活不是不可能的，因為諸如此類的現象（只不過規模較小）天天發生在植

物界。 

a) 原型必須先死亡，新型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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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原型都必須先不存在（或死），新型才會出現。【你所種的，若不死就

不能生】。當一顆種子種在地裡，它死了。在它以最終新的形狀【生】(come 

to life)之前，它必須停止以原來的形狀存在。 

耶穌也用過同樣的比喻.祂曾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

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4）。在基

督拯救我們之前，祂必須先死。同樣的，在我們有復活的身體之前，我們也必

須先死。“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

守生命到永生”（約 12:25）。 

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祂的屬地身體死了；它不再以一個屬地身體存在。就

如成長中的農作物，舊的必須先結束，新的才能開始。對人而言，一個舊的身

體必須先死，另一個新的身體才可以生出來。 

b) 原型與新型種類不同 

第二，在成長的農作物和身體的復活上，原來與最終的形狀是截然不同的。種

子不再是種子了，它變成了一棵成熟的植物。但種子本身，【你所種的】，無

論它是【麥子，或是別樣的穀】，一點都不像長出來的植物，【不是那將來的

形體】。只有在它停止是一粒種子之後，它才可以改變成一棵農夫所收成的農

作物。 

當耶穌從死裡復活，祂那榮耀的身體與死去時候的身體是不同的。從墳墓裡出

來的與被放進墳墓裡的是不同的。它不再受時空和物質的限制。當耶穌復活後

向人顯現，祂不用移動祂的身體就可以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祂可以任意

顯現或消失。祂並不用打開門就可以進入房間（路 24:15, 31, 36; 約 20:19; 

等等）。當祂存在在祂的屬地身體裡時，祂不能行這些事。復活奇妙地和截然

地改變了耶穌的身體，並且在祂再來的時候，所有復活的身體也會奇妙和完全

地被改變了。 

c) 原型與新型之間有連續性 

第三，即使有不同處，但兩者卻不是毫無關聯的，在舊的與新的之間有一個延

續性。【但 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

體】。種子徹底地改變了，但卻延續了它原來的生命形態。一粒小麥的種子不

會變成大麥，而亞麻的種子不會變成玉米。神給每一種種子一個形體，使它的

個性身份延續到成長的植物。 

耶穌復活後，沒有人認得祂，除非祂自己向他們啟示。但一旦啟示了，祂就可

以被認出來了。門徒們認得祂的臉，也認得祂受傷的肋旁和祂穿透的手。同樣

的，信徒復活的身體將會與我們現在的身體有一個延續性。我們的身體會死，

而且會改變形狀，但仍然是我們的身體。我們不難相信，神自古以來，每天使

祂所創造的植物按著這個程序進行，祂也照樣可以使這程序行在人的身上。  
3.3.3.3. 復活身體的形狀復活身體的形狀復活身體的形狀復活身體的形狀（（（（15:3915:3915:3915:39----42a42a42a42a））））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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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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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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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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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1) 這幾節經文延伸了保羅之前的論點，就是復活的身體將與我們屬地的身體不同。

看到在神的創造中有如此多的不同的被造物，我們不會懷疑祂有能力創造各種不

同的身體，並仍舊維持與它們之前的形狀的延續性。 

2) 【凡肉體各有不同】表示神所創造的屬地身體種類之多是令人吃驚的。我們若看

看周圍的人就可以了解這一點。在生物的世界，人的肉體絕對與【獸、鳥、魚】

的肉體不同。所有的肉體不是屬於同一種類的。 

3) 就如每一個【天上的形體】，每一棵植物都是不一樣的，每一個【星星】也是不

一樣的。神所創造的萬物都是不同的。怎麼會有人以為重新創造和人的身體死裡

復活是難的。 

4)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復活的身體將與屬地的身體不同，就如屬天的形體與屬

地的形體不同。而且，復活的身體將是個人的，獨特的，如同所有神所創造的其

它各種形體。  
4.4.4.4. 復活的對比復活的對比復活的對比復活的對比（（（（15:42b15:42b15:42b15:42b----44444444））））    

15:42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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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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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羅更直接聚焦在復活的身體上，用四個對比來顯出榮耀的身體與我們屬地的身體

不同。  
1) 必朽壞的/不朽壞的 

a) 第一個對比是有關持久性。所有自然生命的最明顯的特徵，包括人類的，就是

【必朽壞的】，會慢慢衰退，至終死亡。即使是健康的嬰孩，他的老化和衰退

的過程已經開始。“都歸一處．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傳

3:20）。“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至於世人、他的年

日如草一樣．他發旺如野地的花。經風一吹、便歸無有．他的原處、也不再認

識他”（詩 103:14-16）。 

b) 即使是最健康的人，當他們越來越老時，就變得軟弱和容易得病，並各種身體

上的問題；死亡更是加速了身體的腐化。馬大反對打開拉撒路的墳墓，因為她

說，“主阿、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約 11:39）。塗香

料是為了盡量延遲身體的腐化。但即使埃及的木乃伊程序也不能阻止腐化，更

不要說恢復生命了 

c) 人類墮落中一個悲慘的後果就是從那時開始，人的身體是無可逆轉地朽壞，至

終死亡。沒有例外，每一個人【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就是生來就有一個必朽

壞的身體。 

d) 但信徒的身體將復活，成為不朽壞的身體。“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

潑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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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彼前 1:3-4）。我們這新的身體不會生病，腐朽，變質，或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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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  
2) 羞辱的/榮耀的 

a) 第二個對比是與價值和可能性有關。自從始祖墮落，人要討神的喜悅和事奉神

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不但是因為他的心思意念和靈，而且是他的身體，在遵行

神要人去行的這方面來評估，價值大大降低。被造物在被創造時是完美的，並

且是照著造物主的形象造的。他之所以被造是要盡量在他所行的一切來彰顯他

的造物主。但因著罪，被造來【榮耀】神的反而成為【羞辱】。 

b) 我們沒有充分利用神創造我們時所給的去榮耀祂，卻使祂蒙羞辱。我們誤用或

濫用我們原本可以藉著去榮耀神和事奉神的身體來羞辱祂。甚至最忠心的信徒

死的時候，他的身體也是在羞辱的狀態，是不完美的，和不完全的。 

c) 但這不完美和羞辱的身體，有一天將【復活】，成為【榮耀的】。直到永恒，

我們新的不朽壞的身體也將是榮耀的身體，被變為完美來討神的喜悅，讚美

祂，和享受造物主和救贖主。  
3) 軟弱的/強壯的 

a) 第三個對比是與能力有關。我們目前的身體是被認為【軟弱的】。我們不但在

生理的力量和耐力上軟弱，也在對抗疾病和傷害上軟弱。雖然我們的身體有美

妙的自我保護的機制，也不能避免骨折，腳傷，發炎，甚至死亡的發生。我們

可以也應該減少對我們身體不必要的危險和冒險，因為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6:19-20）。但我們不能完全避免身體不受傷，甚至死。我們地上的殿是暫

時的和脆弱的。 

b) 我們新的身體卻不是如此不堪，【復活的是強壯的】。聖經沒有告訴我們強壯

能帶來什麼，但它是遠遠超越現在的身體。我們不必再說“心靈固然願意、肉

體卻軟弱了”（太 26:41）。我們屬天的靈決定要作的事，我們屬天的身體一

定可以配合完成。  
4) 血氣的/靈性的 

a) 第四個對比與生存的領域有關。我們屬地的身體嚴格來說是血氣的（天然

的）。這是它唯一可以生存和操作的領域。血氣的身體只適合，並被局限在這

個物質的世界。即使由於人類墮落，它並不完美並受限制，它仍然是一個美妙

的創造，可以生存在地上，並適合地上的生活。然而，地上卻是它唯一能適合

生存的領域。 

b) 然而，信徒的身體將來【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我們的靈魂現在住在我們屬

地的身體裡，但有一天，它將住在靈性的（天上的）身體裡。無論如何，那時

我們就會成為靈性的人。在靈魂和身體裡，我們將成為完全，適合天上的生

活。 

c) 耶穌曾說，“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裡復活的

人、也不娶也不嫁．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 

神的兒子”（路 20: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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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復活時，有關我們的一切都會是完美地，一直到永遠。我們雖然與天使不

同，但將會完全被裝備，適合天上，靈性的，超自然的生活；與天使相似。 

 

5.5.5.5. 復活的原型復活的原型復活的原型復活的原型（（（（15:4515:4515:4515:45----49494949））））    

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靈或作血氣〕末後

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 

15:46 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纔有屬靈的。 

15:47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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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1) 保羅回答“世人如何復活？”和“帶著什麼身體來呢？”（35 節）要回答這兩個

問題的第四個方法，就是展現復活的原型（樣品），並進一步說明血氣與屬靈身

體的差異。 

2) 他以創 2:7 為開始，只加了兩個詞【首先的人】和【亞當】,【首先的人亞當、

成了有靈的活人】。亞當被造時是一個血氣的身體。並沒有榮耀，但卻在各方面

都是完美的，“好的”（創 1:31）。 

3) 亞當和夏娃起初是在試用期中（probationary）。若他們被證實是忠心的，而不

是叛逆的，他們在吃了生命樹上的果子以後，他們的身體就成為榮耀的，不死

的。當時，他們確實有這樣選擇的機會（創 2：9）。然而，因為他們犯了罪，被

趕出伊甸園，免得他們吃了生命樹上的果子，就永遠活在罪的狀態裡（3:22）。 

4) 然而，【末後的亞當，成為叫人活的靈】（賜生命的靈）。【末後的亞當】是耶

穌基督，“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

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得永生”（羅 5:19, 21）。藉著亞當，我們繼承了屬血氣的身體；藉著基督，

我們在復活時繼承了屬靈的身體。 

5) 亞當是我們屬血氣身體的原型，而基督是我們屬靈身體的原型。所有亞當的後裔

有屬血氣的身體，而所有基督的後裔（基督徒）將有屬靈的身體。因此，基督成

為所有以後復活的原型。 

6) 在第 46 節，保羅指出一件明顯的事：【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

纔有屬靈的】。每一個人，從亞當開始，包括基督，以一個天然的，屬血氣的身

體開始他的生命。那個復活節早晨死裡復活的身體原本是一個屬血氣的身體，是

基督降生時道成肉身的身體。基督活著並死在這身體裡。當祂復活時，那是一個

屬靈，永恆的身體。 

7) 從【首先的人亞當】而來的天然的族類是在地上開始的；事實上，是【出於地，

乃屬土】，是以地上的泥土所造的（創 2:7）。無論如何看都是【屬土】的。但

基督，被稱為【第二個人】，因為從祂產生了一個屬靈的族類。在成為人之前，

祂就永遠存在。祂以一個屬血氣的身體住在地上，但祂卻是從天上來的。亞當是

屬地的；基督是屬天的。 

8) 因為我們都是亞當的血氣後裔，我們就是【屬土的】。但因為我們繼承了耶穌基

督，我們也屬於那【屬天的】。在亞當裡，我們是【屬土的】；在基督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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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屬天的】。有一天，我們從亞當來的屬血氣的身體將變成從基督來的屬

天的身體。 

9)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就如我們將用亞當的血氣身

體來交換基督的屬靈身體，我們也將用亞當的形狀來交換基督的形狀。  
二二二二....    勝過死亡勝過死亡勝過死亡勝過死亡（（（（15:5015:5015:5015:50----58585858））））    

1.1.1.1. 偉大的改變偉大的改變偉大的改變偉大的改變（（（（15:5015:5015:5015:50----53535353））））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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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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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3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變成原文作穿下同〕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

的。 

1) 保羅再次提醒哥林多人，復活的身體將不會是【血肉之體】。雖然在地上，【血

肉之體】是美妙的，卻不適合天上；因此，【不能承受神的國】。【神的國】在

此處不是指神在全宇宙掌權的宇宙領域，或神在人心裡掌權的屬靈領域，而是指

無比完美，永遠存在的天堂。“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49 節）。 

2) 即使基督自己在地上的身體也是【血肉之體】（來 2:14），並且需要在回到父那

裡之前改變。人的身體不能防止老化，腐朽，和至終的死。人的身體是【必朽壞

的】，並不適合，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壞的】。它必須有所改變才可以承受天

堂，因此，它必定會被改變。“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

是不朽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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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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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44）。就如種下的種子，繼續含有它自己的特性，但卻改變

成截然不同，但卻美妙的不同形狀。 

3) 但主再來時仍然活著的信徒會發生什麼事？意料到會有這樣的問題，保羅繼續

說，【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在新約中，【奧

秘】一定是指之前被隱藏，沒有人知道的，但現在卻被啟示了。保羅現在啟示當

主再來時仍活著的基督徒不必為了身體的改變而死（【睡覺】）。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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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4:17）。當信徒復活或被提，他們【都要改變】。他們的身體

將從必朽壞被改變成不朽壞，從血氣的改變成屬靈的。 

4) 復活的或被提的信徒，身體的改變發生在【一霎時，眨眼之間】。那不會是一個

過程。那將是一個立即的重造，從一個形態變成另一個形態，從屬地的變成屬天

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5) 這變化將發生在【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這【號筒末次吹響】不見得是天上發

出的末次號筒聲。這將是對活著的基督徒而言，是他們末次聽到的號筒聲，因為

這號筒聲表示教會時期的結束，就是當所有信徒被提離開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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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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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人必先復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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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4：16-17）。藉著號筒聲，

神將召集所有祂的百姓到祂那裡去（出 19:16; 賽 27:13）。 

  
2.2.2.2. 偉大的得勝偉大的得勝偉大的得勝偉大的得勝（（（（15:5415:5415:5415:54----56565656））））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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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 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裡． 

15:56 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    

1) 基督復活為信祂的人粉碎了死亡的力量，【死】再也不作他們的主，“因為知道

基督既從死裡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羅 6:9）。但【死】仍

然是人類的仇敵。即使對基督徒而言，【死】使我們無法完全管理神所創造的，

它終止了愛的關係，它打擾了家庭，並引起失去親友的悲哀。雖然我們不必再懼

怕【死】，但它卻在我們還是【必死的】（死前）的時候，干犯和折磨我們。 

2) 但有一天，當基督再來時，【必朽壞的】就變【不朽壞的】（53 節），而【必死

的】就變成【不死的】了。然後以賽亞所預言的偉大的【得勝】，就是【死被得

勝吞滅的話】就得以應驗（賽 25:8）。當偉大的改變發生時，偉大的【得勝】就

會來到。 

3) 保羅再引用另一個先知（何西亞）的話（何 13:14）奚落死亡，【死阿、你得勝

的權勢在那裡？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裡？】用這個比喻，保羅的意思指【死】將

它的毒鉤留在基督的身上，就如一隻蜜蜂將它的刺留在人身上，就不能再去刺別

人了。基督全然承受死的毒鉤，為的是免去我們被毒鉤所刺。 

4) 為了解釋他所說的，保羅提醒哥林多人【死的毒鉤就是罪】。人死是因為罪；事

實上，死亡本身是罪所引起的。“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

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 5:12）。只有罪存在的地方，

死亡才能作出致命一擊。當罪被除去了，死亡只能影響我們在地上的生命，卻帶

領我們到天上去。這是基督已經為信祂的人所成就的。我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

赦免”（約壹 2:12）。死亡並沒有離開，但它的毒鉤（罪）已經消失了。“若因

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何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

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麼”（羅 5:17）。 

5) 當然，這並不是說基督徒不再犯罪。而是我們所犯的罪已經藉著基督贖罪的死而

蒙遮蓋了，使我們不至於死。“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壹

1:7）。但對那些不信的人，罪的毒鉤仍然永遠在他們身上。 

6) 保羅繼續解釋導致人死的順序，就提出【罪的權勢就是律法】。神的律法顯示出

神的標準，而且當人違背律法時，就顯示出人的罪。若沒有律法，很明顯的，就

沒有過犯。“那裡沒有律法、那裡就沒有過犯”（羅 4:15）。但人死是因人違背

了律法。 

7) 對於不認識神的律法，從未聽過或讀過神的話語的人，保羅在羅馬書告訴我們：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

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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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羅 2:14-15）。因此，任何人抵

擋他自己的良心的控告或神的律法，就如同任何人存心違背十誡一樣。因此人注

定要死。  
3.3.3.3. 偉大的感謝偉大的感謝偉大的感謝偉大的感謝（（（（15:5715:5715:5715:57））））    

15:57 感謝 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1) 由於耶穌完全遵守了律法（羅 5:9），並祂為律法的受害者滿足了律法的要求，

那些信他的人“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羅 6:14; 7:6），已經從律法

下得以釋放。耶穌既滿足了律法的要求，也滿足了義。因為祂活著沒有犯罪，因

此滿足了律法，而祂的死勝過了罪。 

2) 保羅感謝那位將來要改變我們的身體，並且已經勝過罪與死的神。我們所不能成

就的，【神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我們成就了。我們既不能沒有罪地活著而

滿足律法，也不能除去剛犯下的罪，或免去罪的後果，就是死。但為我們的緣

故，耶穌基督一生沒有犯罪，滿足了律法，親自付了罪的贖價，作為一個神滿意

的獻祭，並藉著從死裡復活勝過死亡。他為我們成就了這一切的得勝，並【使我

們……得勝】。“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受原文作成〕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

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加 3:13）。他挪

去我們的咒詛和我們的定罪，以【使我們……得勝】為代替。 

3) 我們所能作的就是感謝和讚美祂。  
4.4.4.4. 偉大的勸勉偉大的勸勉偉大的勸勉偉大的勸勉（（（（15:5815:5815:5815:58））））    

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

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1) 若我們確實真正相信，並真正感謝我們將來的復活，有一天我們將從朽壞的，羞

辱的，軟弱的，屬血氣的改變成不朽壞的，榮耀的，強壯的，靈性的，不死的，

屬天的；我們必須以【堅固不可搖動】（負面的），並【竭力多作主工】（正面

的）來證明我們的確信和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