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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
讀經：林前15:35-58
耶穌基督之「死而復活」，即是整個歷史的主題與核心內容！若稱今日為西

35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麽身體來呢？36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

元2010年3月21日，此乃指基督為了「死而復活」降世已過了二千一十年之意。若

若不死就不能生（現在屬肉的身體死，才能得著永遠復活的身體。目前，世上

說西元前1500年的話，則指耶穌基督死而復活一千五百年前之意。耶穌基督死

身體暫存的理由，便是為了永遠的生命重生、成聖、得冠冕。因此，在世的時光，

而復活後，至今已超過兩千年，當今世上的科學、文化、社會、政治、經濟、軍事

是為著永遠的生命，每日「耕種」肉身的日子。每天耕種思想、言語、行為、時間、

都深深受到基督死而復活的福音所影響。今日，我們還活著，都是為了見證「基

能力，來得取永遠的冠冕，並得日日收成，加添冠冕。將來，聖民帶著受精鍊、

督死而復活」了。我與配偶結合的理由，就是為了見證「基督死而復活」；我生兒

蒙恩膏、得賞賜的永遠生命，穿戴永遠復活的身體。譬如：行動電話汰舊換新時

育女的理由，也是為了見證「基督死而復活」。人的生命，若相信了基督死而復

僅將記憶晶片從舊的電話中取出，放進新的電話即可）。37 並且你所種的，不

活，便得著基督死而復活所帶來之永生與永遠的福樂。若不信基督死而復活，

是那將來的形體（農夫播種的是種子，並非已成形的整株植物），不過是子粒，
即如麥子，或是別樣的穀，38 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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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不但必將面對審判，受永遠的刑罰，並且在世上一切的努力、作為，都在永
遠的咒詛下進行，甚至越認真，越帶來更嚴重的審判。
「基督死而復活」，是影
響我一生的生命、關係、決定、擧動、能力和功效！今日，聖徒能於禱告中恢復天
上的恩賜和賞賜，享受得勝的秘訣，就在於「我今日的思想、計劃、作為，都要
與基督同死同復活」；今日對配偶、兒女顯明加倍的愛心、忍耐、祝福，是因著透
過「與基督同死同復活」；今日來教會聚會崇拜，能看見聖靈和天使動工、挪開
黑暗的勢力、神的國度降臨，領受一週的祝福，並能祝福所愛、所代禱的家人、
親友，都是因著「與基督同死同復活」之故！

一樣，魚又是一樣（人、魚、鳥、獸的形體，開始均十分相似，如同受精卵，均
按照其中所有遺傳基因（DNA）而成長。長成後則各有不同的形體。即便是人
也都按著遺傳基因而有白人、黑人、黃人等膚色的不同，高矮胖瘦、頭髮與眼睛
的顏色、五官相貌亦均不同了）。40 有天上的形體，也有世上的形體，但天上
形體的榮光是一樣，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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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復活的身體
所得的榮光，各有不同：「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
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但12:3〉，永遠的榮光，在世上便已能看見；

耶穌基督正活在聖徒個人生命裡、也活在眾聖徒之間！自聖徒之屬靈眼光
開啟後，認真地將一切努力集中於多發現「基督如何活在我裡面，及眾人之中」
的功夫上，會發現自己一切的關係、行事、時光，全都回歸正途了，凡事上看見
主豐盛的慈愛、恩典、賜福。他的靈歡喜、心快樂、身體健康，每天均遇見貴人，
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凡事興旺。並且生命越來越享受自由的同時，也越來越加
聖潔，對主的感恩、盼望、讚美越來越多，也更實際、更具體。在本週一同多學習
確認、享受「基督死而復活，與我的關係」吧！不要再過愚昧、糊塗的日子，必要
過智慧、聰明、滿有盼望的日子。要明白自己正活在何等的環境裡，正與肢體向
著哪個方向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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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祂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
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詩37:5-6〉；「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
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
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
輝。」
〈賽6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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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不死、不朽壞的身體，但是復活的身體則是永遠不死、也永遠不
朽壞的），43 所種的是羞辱的（肉體必逐漸衰老），復活的是榮耀的（一天
新似一天），所種的是軟弱的（肉體受到時空、環境、氣候等的限制），復活的
是強壯的（再無生老病死，也不受時空限制），44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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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見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以血氣的身體，天天精鍊靈性的身體），

言語，是人不可說的。」
〈林後12:2-3〉。聖民重生的靈魂，是已活在永生裡了，目

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人人都有思想、感情、情緖等，此即為明

前暫存於肉身裡，待時間表一到就帶著一生的恩典和冠冕進入樂園，直到基督

證。動物皆有血氣的身體，但惟獨人才會尋找神、敬拜神、事奉神。雖然形體相似

與新天新地再來之時，得著永遠復活的身體和永遠的榮耀，進入新天新地，永

但是從未有一隻猴子會敬拜神）。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

遠與基督一同作王，並做新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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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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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有靈的活人』（肉身的祖先，不過是「得到神所賜的靈，才成為有靈的生命」。
因此始祖亞當因罪導致靈死之後，無法憑一己之力恢復那活的靈，也無法將活
的靈遺傳給後裔）末後的亞當（耶穌基督），成了叫人活的靈（惟有末後的亞
當「耶穌基督」，才能賜人聖靈、使人重生）。46 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
先（人生來便承受亞當「屬血氣的身體」。神暫許人處於靈死的狀態，經歷「不認
識神的世界和罪惡」。那置身「米所波大米、埃及、巴比倫、世界」的經歷，對聖民
的重生而言，是非有不可的），以後纔有屬靈的（聽見基督福音、領受聖靈而
相信、信而重生。重生的那刻，便能得著永遠屬靈的生命。此屬靈的生命，暫居
於屬血氣的肉體裡，經過各種試探或逼迫，被繼續煉淨而成聖，也透過榮神、
益人、建國的事奉，加添榮耀的冠冕，將來穿戴永遠復活的身體）。47 頭一個
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因此，人絶對無法靠自己的能力、
聰明、虔誠，而重生、成聖、事奉。這一切都本乎神恩和神賜的信心）。48 那屬土
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未重生之人所追求的，不過是「肉體的情慾、眼目
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並僅侷限於「祈福、戒律、神秘、人為」之綑鎖中），屬
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已重生的屬天生命，則必追求神、永生、天國、
屬靈裡的事）。49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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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父神，已為祂兒女預備好永遠不朽壞的身體。無人希望，帶著目前日漸
衰退的身體，進入永遠的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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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葉印度著名佈道家孫大信Sadhu
Sundar Singh（1889-1929），曾數度升入天國，他作見證說：「我在天國裡，
看見每天成千上萬的靈魂，死後進入天國，但是直到他們意識到自己死亡的事
實，仍需要一段時間。對其還留在世上的親人而言，他們的死已是無可挽回，
但死者本身則不自知，僅認為自己突然進入另一世界，不知仍在身內或在身外。
保羅亦曾提及自己十四年前上過三層天的經歷，其中兩次提到：「或在身內，
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被提到樂園裡，聽見隱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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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聖徒今日能享受絶對的喜樂、盼望、感謝、讚
美，都是由信這事實而來）。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呑滅的話就應驗了（耶
穌基督復活，永遠打破死亡的權勢。主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約11:25〉，這是事實
中的事實。在屬基督之人的生命裡，已見到永遠不死的生命，重生的聖民永遠
也無法再死亡）。55 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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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法使人知罪〈羅3:20〉，罪的工價乃是死〈羅6:23〉。主耶穌基督，
按著屬靈法律，代表所有屬於祂的子民，死而復活了。我們都與祂同死同復活
了。也藉此，告知我們原來都是神的兒女，顯明了神那永遠無限的慈愛，使我
們得以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寶座前，得著權柄和能力，勝過一切律法、罪、死亡
的權勢，而能越來越享受聖潔所帶來完整的自由）。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要在基督裡，生根建造〈西2:7〉，完全拆毀，重新建
造〈約2:19〉，得定見〈雅1:8〉即得著成為神兒女的證據，正確地認識神、遇見神，
與神立約而堅定榮神、益人、建國的終身目標，以祭壇、肢體、事奉為中心生活，
能在凡事上察驗到神的美意〈羅12:1-2，弗5:15-21〉，隨時靠著聖靈而行〈弗
6:18，加5:16，帖前5:16-19，天天榮神、益人、建國，成全四大福音化〈徒1-2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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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於凡事上努力恢復以馬內利主的恩愛，繼續精鍊自己永不朽壞的生命，並盡
忠於主所託付的角色、崗位、職分上，努力愛家人、肢體、親友、同事，在其中間
彰顯福音的大光和能力，使主的身體繼續發展增長。這一切事奉絶不會落空，
乃是永遠被記念的，每天並帶來加倍的恩賜、賞賜和冠冕，並將永遠的祝福加
添在後來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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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
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
〈52-54〉。聖徒永遠的生命，暫時活在身體裡，

1. 在基督裡，聖徒已得著永遠復活的生命！
1）原來有兩種世界和兩種生命：屬肉的世界和屬肉的生命；屬靈的世界和屬
靈的生命！

邊學習基督而得精鍊、邊事奉神、服事人，等神所定世上的日子屆滿，離開身體
（塵土），進入樂園，而與眾聖徒一同享受樂園的福樂，直到神完成救恩事工，
基督再來時，那已離開身體在樂園的聖徒得著復活的身體。其次，才是還在肉
身裡即遭遇基督再來之聖民，得著復活的身體，被提到空中，以新婦的身份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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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基督與教會」的婚宴。當時，世人會發現一刹那間許多人突然失踪的消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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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未預備燈油的「基督教徒」不能被提，也不得參加婚宴，仍需在世上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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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末期的大患難」，經歷哀慟並真正悔改後，才能得著復活的身體，加入聖民的

44〉。聖民目前帶著兩種生命，活在兩種世界裡，但將來就穿戴永遠不朽壞的復

團契。最後，在陰間邊受苦邊等候最後審判之人、和還在世上跟從魔鬼撒但的族

活身體，進入永遠的新天新地了。

類，也都得復活的身體，來到基督「白色的大寶座」前，接受審判，而被扔進永
遠的火湖裡。復活的聖民也都來到基督面前，每人按著生命冊上自己的記錄，

2）在耶穌基督裡，因著恩典、靠著聖靈的感動，聖民才能得著永遠不朽壞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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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神在世上整個人類歷史裡的終極目標，就在於「榮耀基督，召聚子民，建

得永遠的基業和冠冕，然後帶著冠冕，一同進入主所預備的新天新地，得著屬
於自己的城邑，也得著永遠的職分和崗位，做永遠的新事，享受永遠的福樂。
4）雖然，所有聖徒一同得著復活的身體，但是永遠的榮耀盡皆不同：

立永遠的國度」。首先的人亞當不能憑著自己的聰明、虔誠、能力，成為有靈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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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因此，今日聖徒能成為有靈的活人（重生），都是因神主動親自地揀選、呼

有分別」
〈41〉。每個聖民在世時，藉著生命成聖的程度，能看見其永遠的生命已

召而來。所以，聖徒一切的條件與經歷，均是尊貴的，皆隱藏著祂永遠美好的

恢復了多少榮光；也藉其所祝福的生命和事工，能看見所得永遠的冠冕有多少。

旨意。當聽見基督福音時，因著聖靈的感動，信而接納了基督，丟棄自己的身
份、關係、所屬、目標、眼光、方法，恢復了基督的身份、關係、所屬、基業、目標、眼
光、方法。因此得看見自己的心靈已經完全改變，聖靈內住繼續感動、引導、恩膏
並且明顯地知道自己得著「基督之活的靈」，那屬靈生命是永遠不朽壞、不死亡、
不羞辱、不軟弱、不血氣、榮耀、強壯的。今日雖然活在這將要朽壞的身體裡，是
為了使那永遠不朽壞的生命恢復更多的榮美。
3）聖徒將面對哪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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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培養「已活在我生命裡基督的基因（DNA）」，天天
多得永遠榮美的生命！
1）凡重生的聖徒，其永遠屬靈生命裡已得著基督的基因（DNA）：
每個重生的聖徒，已得著「擁有基督永遠無限潛力的種子」，即得了基督的
遺傳基因，就是基督的身份、所屬、關係、應許、美意、基業‧‧‧等。但是該重生的種
子如何成長、發芽、結出榮美的果子，則要視其天天捨棄老我而恢復基督的程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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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死同復活〈羅6:1-11〉，按著心靈的新樣〈7:6〉，靠著聖靈〈8:1-39〉，察驗神的
2）基督的生命進來之後，時常會發現兩個律在心靈裡爭戰：

美意〈9-11章，12:1-2〉，在凡事上榮神、益人、建國〈12:3-16:27〉；以弗所書、歌

重生之後，便有許多試探、逼迫、控告在聖徒心靈裡，若不倚靠主的大能大

羅西書中均提到，如何在基督裡生根建造，穿戴基督所賜的全副軍裝，靠著聖

力，無法享受重生所帶來天上、世上、永遠的福分，反而會遇到更多的矛盾，生

靈隨時多方禱告，在凡事上發現神的美意，在各種的人際關係上榮神、益人、建

命的光景更不好。基督復活的生命（種子）在我裡面成長所需條件，即如：一

國。

粒種子要成長、開花、結果，需要好的土壤、水質、養分（神的話）、陽光（聖靈
的光照）、空氣（禱告）、環境（以祭壇、肢體、事奉為中心的生活，加上肢體的
代禱），也需除蟲害（抵擋魔鬼撒但一切的詭計和攻擊）。當屬靈生命剛強時，
才能勝過肉體、條件、環境、等待過程中的引誘和逼迫。能持守信心並繼續成聖的

4）看見自己生命越來越多的變化，知道自己永遠不朽壞的生命得著更多榮美
的冠冕：
會看見自己的生命得著越來越多仁愛、喜樂、和平、忍耐、恩慈、良善、信實、

屬靈基督徒，他們的生命（不朽壞的生命）大多勝過外面的生命（朽壞的生

溫柔、節制，享受越來越多的自由而聖潔、溫柔而有力、單純而智慧、容易而有

命），反觀那些常常心懷二意、半信半疑、不冷不熱的屬肉基督徒，其屬肉生命

效的生命和生活，而得著眾人的喜愛和羨慕。

多勝過裡面屬靈的生命。
3）因此，為了好好培養「進來我生命裡基督福音的種子」，聖徒應：
① 基督福音的種子先要紮根在我生命裡，按著基督的遺傳因子，建造基
督的生命、生活系統：建殿；② 在健康的環境裡，繼續得著牧養：以祭壇、肢
體、事奉為中心生活，繼續與肢體一同學習基督福音的奧秘，各盡其職、聯絡得
合式、在愛中一同成長、彼此代禱、同心配搭；③ 繼續領受養分、陽光、呼吸：藉
著定時、隨時、集中禱告，察驗主的美意，隨時凡事上與神同行；④ 要除滅蟲

3. 在人際網絡裡活出基督，撒種、栽培、結果，天天加添
永遠的冠冕！
1）當復活的生命繼續蒙恩恢復基督榮美的形像時，會看見：所愛、時常相處
的肢體一同蒙恩！
若現況與前述恰好相反，自己越來越蒙恩，但與配偶、兒女、父母兄弟、親友、

害：在各種試探和試煉中，特別要尋找主所預備「萬事互相效力」的美意。每個

同事之間卻產生更多矛盾或掙紮，則不要將眼光放在對方身上，更要將焦點集

植物開花時，蜜蜂和蝴蝶飛來幫助受粉，但是那已受粉的花凋謝之後，剛開始

中在我與主之間親密的關係與交通上，如此一切的矛盾自將漸漸消逝，同時也

結果，害蟲的攻擊便開始了。同樣地，靈命成長，要進入另一重要階段時，仇

會看見自己所愛、時常相處的一個個蒙恩。

敵的攻擊也變本加厲了。所以，在繼續愛主、親近主而成長，喜愛見證主時，會
遇到些許攻擊，但一旦明白此背後的理由時，就能得著更大的期待，靠主而得
到美好得勝的見證。此即是整本聖經教導的核心內容：正如，神命令亞伯拉罕、
以撒、雅各，抓住神的應許，築一座祭壇（伯特利），呼求耶和華的名（察驗
神的美意）；神命出了埃及的以色列民，建造會幕，以祭壇、安息日、肢體、事
奉為中心生活，呼求耶和華的名，時常跟從雲柱、火柱，向著迦南地行走；羅
馬書所講的福音，要聖徒確信自己蒙神揀選、呼召、重生〈1:6，4-5章〉，與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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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常看見傳福音的管道繼續展開：
因自己時常享受基督裡的恩惠和慈愛，很清楚看見世人如何地困苦流離，
所以自然而然為其代禱。並會發現：與人交流上，話題自然而然集中於福音的
好處之上。因為自己生命的蒙恩都是主親自牧養、恩膏的作為，所以主也非常清
楚我蒙恩的生命和時間表，必將牧養的生命帶到我的人際網絡裡。
3）因為在生命蒙恩成長的過程裡，也在所牧養的生命中，清楚經歷過「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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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如何在一人生命裡逐漸活過來」之全程，所以於領人重生、醫治人、牧
養人上，越來越正確地靠著大牧者主耶穌的帶領，帶出更大的權柄和能力來！
4）因此，天天看見：恩賜、賞賜、冠冕如何繼續加增在自己生命裡，心裡的感
恩、喜樂、盼望也越來越加增。自己每天所撒的福音種子，透過人際網絡繼續成
長、發展、加速倍增的榮景！
主說：「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
要奪過來。」
〈太25:29〉。保羅說：「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
樂，我的冠冕。」
〈腓4:1〉；「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什麽呢？豈
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麽？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
我們的喜樂。」〈帖前2:19-20〉。

華府基督生命堂

2）培養「已活在我生命裡的基督基因（DNA）」，天天多得永遠榮美的生命！
從基督福音的種子，種在我生命裡後直到如今，那福音種子發芽、長大、開花、
結果的情況如何？時常如何蒙受那屬靈的水分、養分、陽光、空氣呢？目前，我
生命被栽培的環境是如何？生命情況如何？正在繼續成長？停頓？退步？枯死？
我已掌握了：能克服一切惡劣環境或病蟲害的秘訣麽？
3）在人際網絡裡活出基督，撒種、栽培、結果，天天加添永遠的冠冕！有否看
到：在我生命繼續蒙恩的過程裡，我所愛、經常相處的生命也與我一同蒙恩？
若非如此，我應該加強甚麽？主常常把要賜福的生命帶到我的人際網絡裡麽？
我已掌握了：主正如何藉著我的生命去牧養人麽？

結語：
「親愛的主，祢在創立世界之前所計劃、在永恒的時光裡所完成的作為，是何等
深妙、何等美好！祢早已為我們預備好了極美的聖城，願意與成為我們同等的
人，親自成為肉身來到世界，為我們死而復活，成全了永遠的救恩。藉著聖靈，
又復活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裡，使我們的生命在祢裡面紮根、發芽、成長、開花、
結果，能活出祢那榮美的模樣。祢又在我們人際網絡裡，彰顯祢生命的榮美，
不但繼續得著祢所揀選的生命，也將永遠的冠冕加在我們永遠的生命裡。深哉，
祢那無窮的智慧和能力！主阿，我們一切的滿足和喜樂，不在祢以外，我們不
但期盼天使的末次號筒吹響之榮耀的那刻，更是切慕現在祢的榮美繼續顯在我
們眼前，阿們！」

本週禱告題目（10.03.21~）
1）在基督裡，聖徒已得著永遠復活的生命了！我已清楚明白「基督如何復活
在我生命裡」麽？是否我清楚明白：我這永遠復活的生命，將來經過如何的過
程，進入永遠的國度呢？我目前的生命、生活，都是為著永遠的國度和冠冕而
奔跑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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