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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第 15-16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哥林多教會簡直是一片混亂…很多屬世的東西造成了分裂…

很多玩樂的態度…對於屬靈的恩賜有很大的誤解。有很多怪

異的觀念。哥林多有一些人宣稱沒有死裏復活，或許有一點

撒都該人的背景。保羅一直在糾正他們在寫給他的信中所提

出來的問題，終於到了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那些認為沒有死

裏復活的人。 

保羅首先宣稱死裏復活是福音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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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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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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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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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哥林多前書

15:4) 

保羅給出的頭一個復活證據就是所傳的福音以及借著這福音

所帶來的生命的改變。他說，只要你們能持守我所傳給你們

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除非你是徒然相信了。過一會兒，

保羅將告訴我們要是沒有從死裏的復活，你們就是徒然相信

了。要是沒有死裏的復活，你們真的沒有什麼可以信靠，沒

有什麼指望。保羅所傳的福音，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

們的罪死了．他所指的該是舊約裡面的經文，因為新約還沒

有寫成呢。那麼，舊約在哪裡記載著耶穌基督的死呢?有很

多地方。詩篇 22篇，是對釘死在十字架的描述。以賽亞書

52章，從 12節開始加上 53章，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哥林多前書

15:4) 

這裡的問題就大一些了，經文哪裡提到了耶穌第三天復活的

事呢? 

人們要耶穌顯神跡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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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答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除了先知約

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約拿三日三夜在大

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馬太福音

12: 39-40) 

因此約拿第三天從大魚的肚腹裏出來，那也許是個例子，但

還是難以肯定地串聯起來。但我們回到創世記裏，我們聽到

神對亞伯拉罕說，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

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

祭。(創世記 22:2)  

神跟亞伯拉罕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

們在約翰福音 3:16節裡頭有相同的經文。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約翰福音 3:16) 

你記得亞伯拉罕帶上他的僕人和以撒，他們從希伯崙一帶出

發，朝著耶路撒冷方向去。到了第三天，他們到了神所指示

給亞伯拉罕的那座山。摩利亞山：這座山位於耶路撒冷。 

在那三天裏，以撒是舊約裏值得留意的耶穌的典型，在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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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中，以撒在亞伯拉罕的眼裏是死了的。 

我們在希伯來書 11章讀到，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

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希伯來書

11:17)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因為神說過，『從

以撒生的纔要稱為你的後裔．』這個時候，以撒還沒有孩

子。亞伯拉罕對神的應許說，從以撒生的纔要稱為他的後

裔，有必要的時候，他願意將以撒當作祭給獻上，因為知道

神能夠叫他從死裏復活。所以，促使亞伯拉罕願意順服神的

是他對復活的信心。 

他們離開了僕人，父子一同繼續往摩利亞山走，以撒說，

“爸爸，我們少了些東西，火與柴都有了、但沒有燔祭的羊

羔。爸爸，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亞伯拉罕說，“我兒、 

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多麼值得留意的用詞方法

啊，他沒有說，“神會為自己預備羊羔的，”而說，“神必

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於於是

二人同行。亞伯拉罕築好了壇，將以撒放在上面…他正要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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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的時候，神說，“好了，亞伯拉罕，

夠了，現在我知道你不會留下什麼不給我。看，有一隻公

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將那只公羊獻為燔祭吧。”值

得留意的是，亞伯拉罕在離開僕人的時候對他們說， 

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一拜、就回到你

們這裡來。(創世記 22:5) 

亞伯拉罕跟僕人說，“我們還會回來的。我與童子往那裡去

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裡來。”對神應許的信心，『從以

撒生的纔要稱為你的後裔．』他知道，不管怎樣，若有必

要的話，神會叫以撒從死裏復活的…因此他對三天後的復活

的信心。根據神的命令，他要將以撒當作燔祭獻上，在他心

目中，以撒已經死去了。 

最終，亞伯拉罕將公羊作為燔祭獻上了。他把那個地方叫做

耶和華以勒，因為神會預備，他作了預言，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預備。有趣的是，這裡使用的不是過去時態，我看見

過，我已經看見了…而是將來時態，(將來)必有預備。非常

值得留意的是，摩利亞山上，在亞伯拉罕獻以撒的同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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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神自己預備了祭。在亞伯拉罕獻以撒的同一個地點，神

的獨生子被釘死了。所以，亞伯拉罕不過是演出了一出戲，

在將來的日子裏，神將要重演這一出戲，神在摩利亞將自己

當作贖罪祭獻上，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神也的確預備

了。 

我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基督照著聖經所說，死了，而

且埋葬了，第三天復活了…他復活之後， 

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哥林多前書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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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6) 

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我看．我

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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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今日成了

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纔成的。(哥林多前書 15:7-10) 

今晚我們不能都這麼說嗎?嘿，神為我成就的，我本不配得

的，不配做神呼召我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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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見 TonyCampolo有一次在發言的時候說，“如果你知道

我原本是何等的一個罪人，你們今晚都不會坐在這裡聽我講

話…”他又說，“如果我知道你們是何等的罪人，我也不會

跟你們講話了。”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纔成的。(哥林多前

書 15:10) 

今晚，我們感謝神的恩典。 

耶穌死而復活之後向人們顯現，聖經說是憑著絕無錯誤的憑

證。顯給彼得看，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

兄看，然後顯給眾使徒看，而後顯給雅各看，這雅各可能是

他的兄弟，他分別提到。耶穌的兄弟雅各，而不是約翰的兄

弟雅各。耶穌的兄弟雅各，猶大，他們並沒有真正相信他。

事實上，馬可福音第三章告訴我們他們有一次來搭救他，因

為人們說他癲狂了。說他神經錯亂了…但是在耶穌復活之

後，他向雅各顯現，雅各後來成了早期教會的台柱之一。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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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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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哥林多前書 15:8-9) 

保羅內心為著自己曾經逼迫相信耶穌基督的人實在很是悲

痛。司提反被人用石頭扔死的時候，保羅也在場，他也喜悅

司提反的被害，他還為用石頭打司提反的人看守衣裳。聖經

上說他蹂躪了耶路撒冷的教會，後來還要到大馬士革去將求

告主名關進監牢。他向主的門徒口吐威赫凶煞的話。保羅可

能還有份迫使許多人離棄他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後來保羅

反而成了耶穌基督的信徒，他曾經逼迫教會的事實使他不

安。不配稱為使徒，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纔成的．(哥林多前

書 15:10) 

我喜歡這經文，特別的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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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是我是眾使

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哥林多前書 15:10-

11) 

注意恩典在保羅生命有位置，但行為也有位地。一些人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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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典，完全排除行為。有些人甚至將行為看成是錯誤

的。靠著好行為在神面前稱義是錯誤的。因為你的行為無法

使你在神面前稱義，然而既然領受了神的恩典，我對那恩典

的回應是，我願意為神做我能力之內的事，不管是什麼事

情。為他格外勞苦，不是贏得我的救恩…不是得以稱義，只

是表達我的愛，對我從神領受的恩典表達謝意。好行為在信

徒的生命中有它的位置，有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好行為不能

給你帶來救恩，或使你得以稱義，但它很能為你從神領受的

恩典表達謝意。我們的問題是我們常常前後顛倒。我們常常

靠著好行為迫使神回應我們。假如我禁食的話，神一定會回

應我的，若是我禁食又禱告的話，主必然會回應我的，若是

我給神奉獻的話，他就會回應我的，假如我讚美神的話，他

就會回應我的。我們常常就這樣去促使神回應我們。強使他

為我們作事，但那次序是錯誤的。神是發起者，我們是回應

者。我做的事情不是為著要神回應我…主啊，要是你為我做

這件事的話，我就為你做這件事，那件事。我做事不是為了

要強使神回應我。我做事是回應神為我成就的。保羅領受了

這恩典，他在回應那恩典，比眾使徒格外勞苦。 好像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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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的，蒙赦免多的，愛的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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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

活了。這種觀念的悲慘後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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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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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死人若不復

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

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

了。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

憐。(哥林多前書 15:12-19) 

在耶穌基督裏屬於我們的永生就是我們的指望。基督若沒有

復活，那就全盤倒空了…所傳的便是枉然、所信的也是枉

然，也沒有指望了。保羅接著確認說，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

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在亞當裡眾人

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但各人是按著



 

11 of 47 

哥林多前書第 15-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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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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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國交與父 

神。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 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

腳下。(哥林多前書 15:20-25) 

保羅在這裡講到亞當因著他的罪給人類帶來了死亡。 

在羅馬書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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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5:12) 

亞當給人類帶來了死亡，但是耶穌帶來了生命， 

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

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羅馬書 5:18) 

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初熟的果子，頭生的，通

常，這詞不僅僅表示著順序的第一，而且指重要性的第一，

當然，這裡指的是順序的第一。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就是

頭一個從死裏復活的。在這之前，舊約的聖徒死去之後，他

們被放置在陰間。路加福音 16章，耶穌告訴我們，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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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主，天天奢華宴樂。又有一個討飯的，每天被人放在財主

門口、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這個討飯的渾身

生瘡，並且狗來餂他的瘡。耶穌描繪了一幅很令人同情的場

景。 

這個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財主也

死了，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

拉撒路在他懷裡．或者說，他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

望見拉撒路受著亞伯拉罕的安慰， 

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罷、打發拉撒路來、

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裡、極

其痛苦。亞伯拉罕說、兒阿、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

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

這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人要從這邊過

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不

能的。財主說、我祖阿、既是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

父家去．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

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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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話、可以聽從。他說、我祖亞伯拉罕哪、不是的．

若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到他們那裡去的、他們必要悔

改。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

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路加福音 16:24-31) 

耶穌的教導顯示，在他死之前，陰間分隔為兩間。有一些在

等著神實現他的應許…另外一些人等待著最後的審判的日

子…在啟示錄 20章， 

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啟示錄 20:13) 

應許將在這裡實現，那些等候神的應許的，舊約那些忠心的

先祖們，希伯來書 11章告訴我們，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

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

的。(希伯來書 11:13) 

“嘿，我等待的是神手所造的房屋，這個世界不是我的家：

我不過是路過而已，”“我盼望著神的城，神的國度。”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希伯來

書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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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

得、就不能完全。(希伯來書 11:40) 

在耶穌基督這完美的祭給獻上之前，他們不能完全。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希伯來書 10:4) 

他們最多能夠遮掩罪，以信心期待著更好的祭。耶穌是神的

獨生子，是神的羔羊，他為著世人的罪死去，為完美我們除

去了罪。在使徒行傳 2章，彼得告訴我們耶穌死後去了陰

間。 

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因為神作了應許，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使徒行傳 2:27) 

在使徒行傳 2章，彼得肯定地說， 

這耶穌、 神已經叫他復活了。(使徒行傳 2:32) 

在以弗所書 4章，保羅告訴我們，耶穌先降在地下。你記

得，耶穌對那些尋求神跡的法利賽人說，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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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頭。(馬太福音 12:40) 

根據以弗所書 4章，耶穌在地裏的三日三夜，他給那些在牢

裏的靈魂傳道，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以弗所

書 4:8) 

亞伯拉罕和拉撒路以及那些等候神的應許的實現的人…耶穌

擄掠了仇敵。他將那些被囚禁的釋放了。 回到以賽亞書 61

章預言的彌賽亞…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

信息給謙卑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以賽亞書 61:1) 

他講到的是死亡的門。基督是死裏復活之人的初熟的果子。

馬太福音 27章告訴我們，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到耶穌復活

以後、他們從墳墓裡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馬

太福音 27:52-53) 

耶穌擄掠了仇敵。他將那些被囚禁的釋放了。他為被擄的打

開監牢的門。那是舊約的聖徒在基督復活時的情形。基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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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死裏復活的人的初熟的果子…這群人將在主的日子成全，

就是耶穌跟他的聖徒一同回來建立神的國度的時候。如今，

頭一次復活是持續一段時間的過程，耶穌基督的復活是這過

程的開頭，他是初熟的果子。隨後是活著信耶穌基督的神的

子民在基督裏睡了，這頭一次的復活就繼續進展。等到災難

時期的殉道的聖徒上了天堂之後，這頭一次復活就完成了。 

耶穌基督掌權一千年後，將發生對死去的不義的人的第二次

復活。那就是啟示錄 20章講到的神的白色大寶座審判。約

翰看見神的寶座，案卷展開了…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們(站在寶座前)，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啟示錄

20:13) 

這是第二次復活。保羅將次序列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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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23) 

耶穌將來再來時。就是復活完成的時候。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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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 神。(哥林多前書 15:24) 

這在他掌權一千年之後才會發生。耶穌開始他在地上的千年

掌權的時候，撒但將被捆綁一千年，扔在無底坑裏。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裡被釋放、(啟示錄 20:7) 

他將聚集列國與耶穌爭戰，那時，天使長米迦勒同撒但爭

戰。 

撒但將被擊敗，被扔到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神的審判…不義

的人被扔進硫磺的火湖裡。這個時候，所有的受造物都服在

耶穌的權柄之下，到那時候，所有叛逆神的他都已經征服

了。 

你瞧，起初神創造天地，當時整個宇宙只有一種政權－神的

政權，宇宙當中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受造物都在那種政權的

掌管之下。然而有一天，神的一個稱為“早晨之子”燦爛美

麗的受造物，路西弗，他無所不備、智慧充足、全然美麗。

後來在他中間又察出不義。 

他心裡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 神眾

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我要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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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以賽亞書 14:13-14) 

撒但，就是路西弗，叛逆了神的權柄，在宇宙中形成了另一

個國。那是一個與第一個國度相對立的國，一個叛逆的國。 

將來有一天，神，或說耶穌基督將完全終結撒但的叛逆。當

每一個敵基督的都被暴露出來，得到審判之後，耶穌就把國

交與父 神。 

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

了、就把國交與父 神。(哥林多前書 15:24) 

就是那些叛逆神的權柄的執政的、掌權的。起初是一種政

權，神的政權，最後也是一種政權，整個宇宙在神的政權掌

管之下。宇宙所有的受造物將再一次順服於這種政權，與其

一致。直到永遠，永無止盡…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

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以弗所書 2:7) 

要是有死裏復活的話，那麼將來是美好的。假如沒有死裏復

活的話，你可以說，我們是不幸的，我們所有的一切不過是

這個醜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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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 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

下。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哥林多前書 15:25-

26) 

死亡和陰間被扔進火湖裏。 

他已經將死亡毀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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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27) 

這是父神的工作，你記得在詩篇 110神曾對耶穌說過，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詩篇 110:1)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

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腓

立比書 2:9-11) 

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當然，這不包括神自己。神使萬

物都服在耶穌的權柄之下。這萬物不包括神，是因為神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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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萬物服耶穌的權柄的。神自己不服在耶穌的腳下。 

明顯那叫萬物服他的不在其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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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28) 

一種政權，神的政權，生物，亮光，萬物都服在神的腳下。 

耶穌降世為人的時候，自己服在父神的腳下。聖經告訴我們

耶穌起初與神同在… 

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

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

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

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腓立比書 2:6-9) 

耶穌在世的時候宣稱，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

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耶穌說， (約翰福音 6:38) 

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約翰福音 8:29) 

在客西馬尼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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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馬太福音 26:39) 

他將自己交托給神，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為人人嘗了死

味。(希伯來書 2:9) 

如今神將他升為至高，耶穌說， 

父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

同你所有的榮耀。(約翰福音 17:5) 

父神回答說， 

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約翰福音 12:28) 

如今他坐所父神的右手邊，滿有榮耀，等待著他的仇敵服在

他的腳下… 

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等到最後的一個叛逆者被制服了，在耶穌的掌權的末期，他

要將靠著自己的恩典和愛以及他所獻的祭到達完美地步的世

界獻給父神。使我們能夠成為神永恆國度的一部分。根據保

羅這裡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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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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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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29) 

這是唯一提到為死人受洗的經文。這裡是在反對宣稱沒有死

裏復活的言論。我說過，哥林多人是一片混亂。他們的問題

多的很，比如肉體的情欲和紛爭等等。他們有許多混合起來

的信條和教條，這封書信是用來糾正哥林多存在的諸多問題

的。很明顯，在哥林多教會，有些人在為死人受洗。這裡對

這種作法既沒有指責，也沒有作任何肯定。保羅提到這件事

只是因為他們那樣做了，而且當中缺乏一致性。“你們這些

傻子，想想看，若死人總不復活，因何為他們受洗呢?”他

只是指出他們不一致的作為，他們在信仰也缺乏一致性。將

作法當成儀式搬來教會是完全錯誤的。根據解經的規定，他

們為解釋經文擬定了神學上稱為 Hermaneutics的規定。什

麼是我們所接受的當今教會的慣例? 

Hermanuetics規定宣稱如果是耶穌基督的教導，如果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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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慣例，又在保羅書信中有教導的，我們就接受作為今天

的慣例。比如說，主的聖餐是耶穌基督的教導。在使徒行傳

中人們有守主的聖餐，他們挨家進行擘餅聚會。在這裡哥林

多前書 11章也有聖餐的教導，因此，耶穌教導過，使徒行

傳裏的早期教會有遵守，保羅書信中有教導，聖餐便為今天

的教會普遍接受，所以我們一同聚集，享用主的聖餐。 

洗禮，耶穌基督教導過，使徒行傳有遵守，羅馬書上有教

導，所以洗禮是我們接受今天教會的慣例。洗腳，耶穌基督

教導過，使徒行傳的人們卻沒有聚集一起為彼此洗腳的事，

除了多加因為曾給使徒們的腳受到贊許。在保羅書信中沒有

把洗腳當成教條來教導。今天，一些群體遵守洗腳的儀式，

然而卻不是整個教會的慣例，因為這儀式不符合所有的條

件。各地有些群體有舉辦洗腳儀式的。我想要是在 Oregon

這些叢林裏，舉行洗腳儀式可能還是很受歡迎的。我們各各

他教會在嬉皮士年代都差點舉行洗腳儀式了。只是我們洗腳

的出發點不同，我們是想保護地毯。在嬉皮士年代，我們的

確考慮過洗腳儀式，那時人人都赤著腳，洗腳在那個時候就

顯得很合適。然而，如今我們既然都變得端正了，也就沒有



 

24 of 47 

哥林多前書第 15-16章 

必要舉行洗腳儀式了。因此，遵照同樣的條件，這裡提到為

死人受洗，不是當作教條來教導的，他沒有提倡，沒說這是

教會應該做的事情，不過是隨著他們的作法提出來的討論，

顯示他們的行為跟信條不一致。 

摩門教徒將為死人受洗看成是很大的一件事，這就是他們有

家譜，你可以從中找到你所有死去的親屬，你可以為他們受

洗，你這樣做就能夠將他們從地獄拯救出來，他們也能夠因

為你代替他們受洗而得救。 

因此你為著死去的親屬受洗是很重要的，要救他們免遭毀

滅。我要告訴你們，你們都不會相信的，算了，不說也罷。

有些摩門教徒真的嘗試跟他們死去的親屬連絡，要徵求他們

親屬的意見，看他們是否同意為他們受洗這個主意，所以他

們真的有在靈界交鬼的事。這並非普遍的見識，并非所有摩

門教徒都這麼做的，但是很多摩門教徒有參與這種活動，為

死人受洗，接著就是尋求讓死人同意他們這樣做。這是非常

離譜的事，所以，我一開始不想提起。嘿，若是死人不復

活，我們又因何時刻冒險呢?要是我會受了諸多的逼迫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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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困難，卻沒有死人復活的話，我丈何必那樣受苦呢？ 

我們又因何時刻冒險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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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當日

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那於我有甚麼益處呢．

(哥林多前書 15:30-32) 

那就讓我們照著喜樂主義者的人生觀，為人的觀念， 

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喫喫喝喝罷．因為明天要死了。你

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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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麼身體來呢。(哥林多前

書 15: 32-35) 

聖經的確教導說耶穌回來接他的教會的時候，那些在基督裏

睡了的人將與耶穌同行。 

所以，那些以前死去了的我們心愛的人，將在耶穌來接教會

的時候將與主一同回來，與我們相見。主再來的時候將要帶

這些人，那麼，他們來的時候的身體將會是怎麼樣的呢?主

再來接我們的時候，我們死去了的心愛的人將以怎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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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呢?我們會認得他們嗎? 

會認識他們嗎?保羅這樣說是因為人們帶著嘲笑的口氣說，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麼身體來呢。(哥林多前

書 15:35) 

保羅說，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哥林多前書

15:36) 

你想取笑死裏復活的觀念嗎? 你想嘲笑這個觀念嗎?他針對

的是那些宣稱沒有死裏復活的人。那些肯定的說沒有死裏復

活的事的人。保羅說，“無知的人哪，”自然都教導你們死

裏復活的概念。 

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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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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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36-38) 

你們說你們不相信死裏復活的存在。無知的人啊，自然都顯

示死裏復活的存在。種植，你拿一粒種子，撒在地裏，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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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芽，死去了。你種的只是種子，而不是身體。神隨自己的

意思，給它一個形體。我可能將一顆很醜陋的球莖放在你面

前，我問你，“這麼難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呀?”你說，

“哦，恰克，那是劍蘭。”“劍蘭?你在開玩笑吧?”“那的

確是劍蘭啊。”“你肯定嗎?”“我肯定。” 

我就拿了這醜陋的球莖，將它放在地裏，添上土埋起來，會

怎麼樣呢?球莖會死去，發芽，球莖死的時候，就一分為

二，裂口處開始長出白色小芽。往下長根，往上長芽，小芽

一遇到空氣就變成綠色。慢慢長成莖，又長出花蕾來，花蕾

張開的時候，開出無比絢麗的花，有紫色，白色，紅白，紅

色，粉紅色…我跟你說，“那美麗的參雜紅色的白花是什麼

花?”你說，“恰克，那是劍蘭。”“別耍我了，你那樣說

是什麼意思嘛，起先你告訴我那醜陋的球莖是劍蘭，如今你

又說這美麗的花朵是劍蘭?你是在開玩笑吧?”你瞧，你種的

只是種子，神隨自己的意思，給它一個形體。那種下去的不

是那美麗的花朵…你沒有把那美麗的花拿來埋在地裏。你起

先種下的球莖，死去了，如今披上了神所賜的嶄新的形體。

是神隨自己的意思賜給它的。因此，你種下的並不是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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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種下的不過是子粒而已。 

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賜給它一個新的形體。保羅說，人從

死裏復活也一樣。要是有一天你看到一個風度翩翩的人，長

著滿頭的卷髮，有人問你說，“那是誰啊?”有人會說，

“那是恰克。”“別逗了，你在耍弄我啊…嘿，我只是在花

開的狀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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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39) 

我們的肉體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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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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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林多前書 15:40-41) 

太陽本身有能源，並且提供能源。月亮是依靠這種能源的另

外一個星球。不同的形體，在天上的也有不同的形體。 

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死人復活也是這樣．他講

到的我們種下的，就是我們的身體。所種的是必朽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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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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41-44) 

我現在的是血氣的身體。真正的我並不是在這個血氣的身體

內。真正的我是個靈。 

我這副身體是神賜給我的，以便我能夠表達自己。我的本

性，我所想的，我可以靠著我的身體向你傳達，同樣，你可

以靠著你的身體傳達你的本性，你的感受。所以，通過我們

的身體，我們可以彼此連絡。我可以了解你，理解你，我開

始賞識，欽佩你，愛你…神就是要我們通過我們的身體擁有

這樣有意義的，愛的關係。然而身體本身不是我，只是我表

達自己的媒介。有一天，這副陳舊的，敗壞的身體將被埋入

土。這軟弱的身體將被埋入土。這羞辱的身體將被埋入土。

我卻要在榮耀，不朽壞，尊榮裏復活。因為我屬血氣的身體

要被埋在土裏，我卻有新的屬靈的身體在等著我。再過几個

禮拜我們將進入哥林多後書的學習，保羅在那裡繼續談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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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題。他說，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 神所

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哥林多後書

5:1) 

他指的是我將獲取的新的身體。神為我預備了一副新的身

體，不是人手所造，神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

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哥林多後書

5:4) 

我想穿上天上的新的身體。因為我知道我還在這副身體的時

候，只要恰克還在這副破舊的身體之內，我便與主相離，然

而我更願離開這副身體，以新的身體與主同在。耶穌說，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

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約翰福音 14:2) 

他講的是他將為你們預備的新的身體。榮耀的住處，我的靈

將要搬進去。我對這副身體的能力總是很感興趣。 我曾嘗

試著找出這副身體的能力。你可以檢驗你的身體的極限，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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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這副身體能夠跳多高，跑多快，這是很有趣的。 要是能

找出我們的新身體的能力也會是很有趣的，我肯定要比這些

身體大得多了。 

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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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44-45) 

就是耶穌，成了叫人活的靈。 

那裡的希臘詞很難翻譯…“叫人活的靈”使人活的靈。 

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纔有屬靈的。頭一

個人是出於地(亞當)、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耶

穌)。(哥林多前書 15:46-47) 

我從亞當承受了一副身體，將來有一天，我將承受從耶穌基

督承受一副新的身體。 按著他的本像，他的形狀。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現在是 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

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

他的真體。(約翰一書 3:2) 

第二個是從主來的，是屬靈的，是屬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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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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

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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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48-

50) 

新身體將有耶穌基督的形狀，從他而來的屬天的身體，我新

的身體就是那樣的。 

神創造你現在所在的身體的時候，他使用的是塵土… 

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創世

記 3:19) 

這裡指的是人的身體。外面的塵土的 17種構造成份，跟你

身上的 17種構造成份是一樣的。一個小孩子，他媽媽告訴

他我們是用塵土造的，几天後，他激動地跑到廚房，他說，

“媽媽，快過來，我剛才向床底下看，有人在走來走去呢。

但那節經文指的是你的身體，不是你本身。講的不是靈。這

副身體不單是從塵土造，而且是為塵土造的，屬土的。神設

計了你的身體，讓你的身體可以在這個星球的環境條件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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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照著神的設計，你的身體能夠承受每立方英吋 14英磅

的壓力，照著神的設計，你的身體能夠從我們生活的空氣中

的 78-29含氮的氧氣中吸收氧氣，1%氖和其他的氣體。你的

身體是為著地球設計的，不是為著太空設計的，不是為最上

層設計的。不是為著月球，火星，金星，木星設計的。是專

門為著地球設計的。 

要是你想把身體帶出地球的話，你就得帶上人造的設施，否

則你就無法存活。那些登上月球的人不得不帶上人造的設

備。你看見過密封服，太空服，為的是維持那每立方英吋

14英磅的壓力。你看見過他們背上的氮氣罐和氧氣罐，目

的是他們能夠擁有同樣均衡的空气。為了存活，他們不得不

帶上所有這些人造地球上的設備，因為他們的身體不是為著

月球造的。 

血肉之體、不能承受 神的國．(哥林多前書 15:50) 

你的身體是為著地球造的，神要將你帶到天國他榮耀的面

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與其給你穿上太空服，為你提供氮

氣和氧氣罐，以及你穿著超重鞋在周圍走動，他干脆給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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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適合天國的環境條件的新的身體。因此，對於神的子民

來說，死亡不過是睡著了。因為你只是從舊的身體搬出來，

這帳篷，再搬進神所預備的房屋去。就是那麼簡簞…再一點

要留意的，從土裏長出來的形體不是你先前種下的，你種下

的不過是子粒。神隨自己的意思，給它一個形體。 

我將有一副新的身體，但我不知道跟目前這副身體會不會有

任何相似之處。我實在並不在乎。要是神滿意的話，我知道

我一定也會滿意的。我期待著改進。 

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哥林多前書 15:50) 

就是說這副必朽壞的身體不能承受不朽壞的。 

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我

們不是都要死去)乃是都要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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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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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

多前書 15:51-53) 

保羅在這裡給了他們一個新的啟示，一個奧秘，是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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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蒙主啟示的。就是將來要在神的子民當中發生的那榮

耀的改變。我們不是都要睡覺，或說死去，我們將在一霎

時，眨眼之間，被改變。這事件被稱為被提，當我們所有的

人都被改變，這必朽壞的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變成不

死的時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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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阿、

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裡．死的毒鉤

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 神、使我們藉著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哥林多前書 15:54-57) 

我們將被改變，我們將承受一副適合於天堂的環境的新的身

體。 

另外一個例子，然後我們將一定得繼續往下了。按著設計，

毛虫有趣的小身體是在地上爬行的。那小毛虫爬著穿過田

地，我曾經觀察過它們在炎熱的夏天穿過高速公路。我在炎

熱的夏天走在路上，柏油的溫度能變得很高。我可以相像用

那些腿在高速公路上穿行的毛虫，也許會說，“我對高溫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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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的腿是如此的厭煩，要是我能飛就好了。” 這小毛虫可

能會試著飛翔。它可能會爬到樹上，在樹枝上跳下來，盡力

擺動著…然而它的身體不是為了飛行的動態而設置的，只是

設計來在地上或牆上爬行的。 

所以，它的身體會往下掉的…但是有一天，那條小毛虫爬上

你家的牆上，滲出一點粘汁，使它自己粘在你家的窗台上，

吐絲成繭，過了一段時間，你觀察懸掛著的那個繭，你會看

見裡面有什麼在騷動著。在猛拉著。如果你繼續觀察，很快

你會看見繭破開，有一副美麗翅膀張了開來。那東西會在繭

裏暫歇一下，然後那…。開始在庭院飛起來。飛過柵欄，再

往遠處飛去。發生了什麼事了？是蛻變，身體的改變，這種

改變容許毛虫在完全不同的空間生存…再也沒有炎熱骯髒的

腿;毛虫如今能夠飛了。我看看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我看

到的是一片混亂，我有時說，“神啊，我對炎熱骯髒的腿厭

煩極了，我希望我能夠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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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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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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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51-53) 

我將穿越藍天，永遠與我主同在。他再來在地上掌權的時

候，我也將與他同行…但是我那時的身體將是新的身體。新

的身體的能力有那些，誰猜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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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15:58) 

你為神做事一個榮耀的特點…就是你的勞苦不是徒然的。你

知道我花大量的時間精力在不同的工程上，辛辛苦苦的，到

頭來，以為是大功告成了，卻眼睜睜地看著整個工程垮掉

了。一切的時間和精力，都白白浪費了，“唔，多麼浪費時

間精力啊!”你為著主做事就永遠不會這麼說。你在主裡面

的勞苦從來不會是徒然的。永遠不會的。你說，“但是，他

們沒有領受。”那沒關係…神付的是薪水，而不是佣金。他

是按著你的勞力付款，而不是按著勞動的成效。單單因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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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做事這個事實。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

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書

15:58) 

保羅給他們寫信，他有打算去耶路撒冷，他想帶上外邦人教

會所捐的錢，以表達他們的關切，因為耶路撒冷的教會正處

於非常艱難的時期。耶路撒冷的教會在財務上有很大的需

求，他們跟外邦人似乎比較疏遠，所以保羅想借著他帶來的

外邦人教會所捐的一大筆錢，能夠改變這種態度，能夠向猶

太人說，他們是你們的弟兄，他們心愛著你們。因為我們全

都是基督肢體的組成部分。因此，保羅在信中提到為聖徒捐

錢，要送到耶路撒冷去，就好像他吩咐加拉太眾教會的一

樣。他說，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哥林多前書 16:2) 

這似乎表明他們的確是在禮拜天聚集的， 

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哥林多前書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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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不想他們在他在場的時候現湊。要他們在他到達之前湊

好。 

及至我來到了、你們寫信舉薦誰、我就打發他們、把你們

的捐資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該去、他們可以和我同

去。我要從馬其頓經過．既經過了、就要到你們那裡去．

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或者也過冬．無論我往那裡去、你

們就可以給我送行。我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們．主若許

我、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哥林多前書 16:3-7) 

保羅的計劃全是彈性的，保持鬆動的，主容許什麼就做什

麼。我希望自己能這樣做…這是我的計劃，你們知道我要從

馬其頓經過，就是希腊上部，從那裡，我要到哥林多來，所

以我要你們將捐錢的事辦理妥當。若是主容許我，我或許能

跟你們同度冬季。你知道，在與主同行的過程中能夠保持鬆

動總是很好的。不管主的意思如何…我認為有時候我們太過

受常規的限定，以致我們沒有給神留改變計劃的空間，那樣

是錯誤的。你知道預防被人打斷的一個好辦法就是常常期待

著人家來打斷。如果我常常期待著神隨時打斷我的話，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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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神打斷我了，我就不會覺得不安。然而，要是我將生活

的各方面都安排好了，那麼，一旦遭到打斷，我就會非常不

安。但是，我要是能夠期待別人打斷我的話，我就永遠不會

感動不安。所以，雅各說， 

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雅各書

4:13)  

他說，你們只當說、 

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

(雅各書 4:15) 

因為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雅各書 4:1) 

明天如何，你們實在不知道，你們當說，好像保羅這裡說

的，若是主容許的…要是主容許的話，我計劃這樣做。然而

他將決策權留給神，讓他帶領，我是這樣打算的，我希望這

樣做，這是我的計劃…若是主容許的話。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哥林多前書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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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等到六月份，然後他想經過馬其頓，再往下，度過冬

天，哥林多是過冬的理想城市，在哥林多過冬之後，我將出

發往耶路撒冷去，當然希望能夠趕上逾越節。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因為有寬大又有

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哥林多前書

16:8-9) 

我特喜愛這點，“我要呆在這裡，因為這裡有很多問題。”

反對的人也多，敵人很多。嘿，這很豐厚。我要在這裡呆上

一段時間。你知道，面對敵人的時候，是該逃跑的…我們離

開這裡吧。那對保羅來說卻是個挑戰。我們也應當因著主的

工作多受挑戰。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但反對的人也多，然

而機會是如此的寶貴。事情正不斷升溫，我要在這裡呆上一

段時間。機會是極為寶貴的。盡管反對的人多，機會還是很

寶貴的。 

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裡無所懼

怕．(哥林多前書 16:10) 

他還年輕，不要威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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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勞力作主的工、像我一樣．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藐

視他。(哥林多前書 16:10-11) 

你記得保羅給提摩太寫信的時候說，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 4:12) 

現在他給教會寫信說，不可蔑視他。他還年輕。 

因為他勞力作主的工、像我一樣．(哥林多前書 16:10) 

保羅在另封書信上提到提摩太的時候說，除了提摩太， 

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腓立比書 2:20) 

提摩太是保羅的樣板。他跟保羅有一樣的異象。保羅說，沒

有人像提摩太一樣，能跟我以同一個角度看問題。所以，他

在信中要他們接受提摩太，因為他勞力作主的工、像我一

樣．不可藐視他。 

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這裡來．因我指望他和弟兄

們同來。(哥林多前書 16:11) 

幫助他，打發他上路，因為我在盼著他，在等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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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兄弟亞波羅，(哥林多前書 16:12) 

你記得在這封書信的開頭，保羅提起過亞波羅。 

有說、我是屬保羅的．有說、我是屬亞波羅的．(哥林多前

書 3:4) 

保羅說，一人栽種，另一個人澆灌神叫他生長。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

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 

神。(哥林多前書 3:6) 

現在保羅又提到亞波羅， 

至於兄弟亞波羅、我再三的勸他、同弟兄們到你們那裡

去．但這時他決不願意去．幾時有了機會他必去。你們務

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哥林

多前書 16:12-13) 

實際是說好像大丈夫一樣站起來。 

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哥林多前書 16:14) 

這裡結束的方式好像保羅許多其他的書信一樣，你記得在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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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書 13章，他寫了一小段這樣的勸勉的話，在帖撒羅尼迦 

前書的末尾，也有類似的勸勉的話，這裡也有一小段這樣的

話， 

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

強。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弟兄們、你們曉得

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並且他們專以服事聖

徒為念．(哥林多前書 16:13-15) 

我好喜歡這點，這是很好的上癮，他們在服侍聖徒的事是上

癮了。 

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並一切同工同勞的人。司提反、

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裡來、我很喜歡．因為你們

待我有不及之處、他們補上了。(哥林多前書 16:16-17) 

我很高興這些人來的時候帶上物品。 

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裡都快活．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

(哥林多前書 16:18) 

你記得保羅在以弗所， 

亞西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基拉、問你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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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6:19) 

保羅初次認識亞居拉和百基拉是在哥林多。看來，他們是保

羅在那裡的皈依者。保羅在那裡認識了他們，後來他們到以

弗所和保羅共事。 

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裡的教會、因主多多的問你

們安。(哥林多前書 16:19) 

教會不一定要在大樓裏聚集，他們可以在樹下，在房屋裏都

行。有兩三個人奉他的名聚集，就成了教會了。那裡有主的

同在。一起聚集來敬拜他。這裡說，在他們家裏的教會問你

們安。 

眾弟兄都問你們安。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我

保羅親筆問安。(哥林多前書 16:20-21) 

一直到這裡，保羅都是口述。現在，他從秘書手裏將筆拿了

過來，這秘書一直在記錄書信，他的眼睛是斜視眼，他說，

這句話我要自己親手寫下來。由於他的視力不好，他寫出來

的是潦草的字母，他們就確實能夠辨認出來，沒有錯，這的

確是保羅，看看這字母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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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問安是他親手寫成的。 

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哥林多前書

16:22) 

受詛咒，英文詞是 anathema。若有人不愛主耶穌基督、這

人實在是可詛可咒! 

主必要來。 

這是我們應該時刻都有的心理態度。我們生活在這個物質社

會當中，應當有這個態度。我們面對世界上的唯物主義的時

候，應該有這種心理態度。主必要來！我們活在這個世界

裏，但我們並不歸屬於這個世界。我們跟這個世界的關連越

稀少越好，因為知道主快要來了。不要過份沉醉於短暫的物

質。在屬靈的事花多些心思。我們到了哥林多後書的時候，

我們會讀到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所見的是

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 4:18)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穌裡

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哥林多前書 16: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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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榮耀的書信。 

下一個禮拜，或是再下一個禮拜，我們將開始哥林多後書的

頭几個章節。你會發現那也是非常迷人的書信。你知道令人

激動的是我們下一次的聚會有可能是在空中，因為主必再

來! 

主要再來!愿主在這個禮拜中與你同在，祝福你。愿主因著

你的信住在你心裡。使你能和眾聖徒一同明白神對你的愛。

愿你在尋求與主同行，要取悅他的時候，在生命中越來越能

體驗到神愛的觸摸，他的能力。神祝福你，用他的愛充滿

你，奉耶穌的名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