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复活了
哥林多前书15:1-58



问安

牧师：他复活了！He is risen！

会众：他真的复活了！ He is risen, indeed！



一、基督的复活

二、死人的复活

三、复活的身体

四、最终的得胜



一、基督的复活（15:1-11）

1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
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2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
得救。

3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
罪死了，

4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5 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6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
了的。



7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

8 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 神的教
会。

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
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 神
的恩与我同在。

11 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1. 救恩之路

领受福音→在福音中站稳→靠着福音得救

• 站稳—持续不断地在福音中

• 得救—神的主动与最终的救恩



2. 福音的核心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
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

• “第一”—核心、最重要

• “照圣经所说”—旧约先知的预言

• “显给……看”—新约使徒、门徒的见证



3. 服事与恩典

• 看待自己—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最小的、不配的

• 领受恩典—向逼迫教会的显现



• 错误的恩典观
o恩典vs 做工vs 挣得

We are saved by grace and we are also paralyzed by “grace”.

我们靠恩典得拯救，却也因“恩典”而瘫痪。

Dallas Willard

达拉斯・魏乐得



• 正确的恩典观
o恩典不是懒惰的借口，而是殷勤的动力

o恩典叫人自觉无能、无依，从而寻求神的大能、完全靠他

o恩典饱含力量、带来更新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
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 神的恩
与我同在。

“早产儿”保罗



二、死人的复活（15:12-34）

12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
活的事呢？

13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14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15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 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 神是叫基督
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16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17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18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19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20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21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22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23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
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24 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与父 神。

25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 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26 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27 因为经上说：「 神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
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

28 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 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

29 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
洗呢？



30 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

31 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
我是天天冒死。

32 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于我有什么益处
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33 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

34 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 神。我说这话
是要叫你们羞愧。



1. 没有死人复活？

• 古人对死后生命（afterlife）的看法

• 死后身体的复活



2. 错谬的神学

• 极端的属灵观
o行为上，热烈追求讲方言（12-14章）

o神学上，拒绝死后身体复活

• 希腊哲学的影响
o身体是恶的，灵魂是善的

o人死后，身体分与灵魂分开，身体败亡，灵魂自由

o身体复活既不重要，也不必要



3. 灾难性的结果

• 没有身体复活
→没有基督复活
→枉传福音、妄作见证
→徒然相信
→活着的仍在罪里，死了的永远沉沦
→没有救恩

• 基督徒将比世人更可怜



4. 身体复活

•基督的复活保障了基督徒死后复活

•庄稼、果树的比喻
o初熟果子—基督复活
o全部成熟果实—所有基督徒复活



5. 基督与亚当

• 死因亚当来；复活因基督来

• 在亚当里，所有人都死了；在基督里，所有属他的都要
复活

• 次序—基督先复活，属于基督的再复活

• 凭据—基督复活是基督徒复活的凭据



6. 最终的结局

•基督作王
o打败一切黑暗势力
o打败最后仇敌—死亡

•父作王
o基督将国交予父，自己也服在父之下

o父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7. 正确的操行

• 神学→操行
o没有身体复活 →享乐主义、滥交放荡

o相信身体复活 →弃罪向主、出生入死



三、复活的身体（15:35-49）

35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36 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37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即如麦子，或

是别样的谷。

38 但 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

形体。

39 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

是一样。



40 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41 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
荣光也有分别。

42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43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
是强壮的；

44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45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
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46 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47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48 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
就怎样。

49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1. 死人复活的例子
• 以利亚使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复活

• 以利沙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

• 以利沙的骸骨使死人复活

• 耶稣使睚鲁独生女儿、寡妇的独生儿子及拉撒路复活

• 彼得使女徒多加复活

• 保罗使犹推古复活



2. 不同的复活

•前者—原来的身体，仍会死去

•后者—不同的身体，不再死去



3. 复活的身体
• 农业：种下的籽粒 vs 长出的庄稼

• 人、动物及星体各有各的形体

• 播种：
o所种的—必朽的、羞辱的、软弱的、血气的
o复活的—不朽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

• 自然与属灵：
o现在的—属血气的、出于地→属土的形状
o复活的—属灵气的、出于天→属天的形状



四、最终的得胜

50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 神的国，必朽坏
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51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
要改变，

52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53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54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
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55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56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57 感谢 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
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1. 身体与神的国

• 必朽坏的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
o血气身体→灵体

o朽坏身体→不朽身体



2. 身体的转变

• 通过死里复活

• 通过直接转变



3. 最终得胜
• 律法、罪与死亡—压制奴役人类的三座大山
死被胜利吞灭（赛25:8 ）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何 13:14 ）

• 基督的得胜
o基督完全了律法、承当了罪罚、胜过了死亡

• 基督徒的得胜
o神将基督的胜利赐下
o靠基督得胜



Kate Bowler
凯特·鲍勒

• 杜克神学院历史学家

• 2015年被诊断出癌症末期

• 《事出有因—与我所钟爱的
谎言》（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And Other Lies I’ve 
Loved ）

• 生命旅程分享



复活节的劝勉

•在信仰上，坚固、不摇动；

•在服事上，竭力、多做工；

•在忍耐上，明白、盼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