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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近期大事与祷告事项】 
 1.  撒母耳记结晶读经的晨兴圣言已到。哥林多前书的追求还有最后两章。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结晶读经的追求。求主带领，让 

 我们一起进入祂的话语和启示里。 

 2.  经弟兄们交通，决定全召会于5月1日全面恢复在会所的实体主日聚会。 

 3.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牵动了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根据最近的报道在整个乌克兰，大约有50个教会和1000多位圣徒, 圣徒们在目 

 前的冲突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请弟兄姊妹们继续为乌克兰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为他们的安全和平安的撤离祷告，他们与我们同为 

 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我们也一同受苦。  弟兄姊妹们有负担想为乌克兰圣徒的需求提供捐助的可以在给会所的奉献单  上标明专项为" 

 乌克兰"。 

 4.  关于本召会财务奉献，我们提供两种途径供圣徒选择：（1）支票邮寄到会所地址；（2 ）网上Zelle转账电邮地址 

 TheChurchInHamiltonNJ@GMAIL.COM 

 【召会本周追求进度：圣经与诗歌】 
 召会申言聚会追求  十二篮  诗歌一  诗歌二 

 林前 15 章  第六篇、现在可享的福气  大本763 荣耀盼望是基督  大本756 荣耀盼望 -渴望与祈求 

 【召会人数统计】 

 Date 
 Lord’s 
 Day 
 Total 

 English Speaking 
 Children/YP/CS/Adults 

 Chinese Speaking  Prayer 
 Mee�ng 

 Total 

 Tuesday Prayer Mee�ng 

 PreK-G2  G3-G5  YP  CS  Adults  LH  WW  LH  WW  EN 

 4/03/22  87  6  1  20  31  29  36  12  11  13 

 4/10/22  88  5  0  19  34  30  17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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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书读经指引】 

 日期  星期  书名  经节  重点经节 
 和注解/串珠  小主题/思考问题  生命读经 

 4/04  一  林前  15:1-11  3-4  旧约中哪些经节豫言了基督的复活？ 

 生命读经:（林前） 

 第六十五~六十八篇 
 　对付复活 

 4/05  二  林前  15:12-19  13-14  ;  12注  1 
 新约里哪些经节启示，见证了基督的复活？ 

 4/06  三  林前  15:20-28  20,  24注  1,2,3 
 说一说复活的等次 

 4/07  四  林前  15:29-40  34及注 

 你对复活、属灵身体的理解 

 4/08  五  林前  15:41-49  45,47 

 4/09  六  林前  15:50-58  53,58  生命胜过死亡，不朽坏胜过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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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心得分享】哥林多前书 15 章 

 壹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乃是福音的活力。地上有许多哲学和宗教，但是这些哲学、宗教，没有一个是有活力的。在哲学或宗教里，可能有许多教训和道理，却 

 没有生命。宗教全然没有生命；没有一个宗教是有活力的。但主的福音却包含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乃是胜过死亡的生命，这生命曾 

 进入死亡，留在死里一段时间，又从死里出来。因此，这生命乃是胜过死并征服死的生命。 

 复活的意义是：基督死了，埋葬了，又复起了。在这满有活力的复活里，神得以有一个行政。神在创造里没有路来执行祂的行政，因为天使和人类 

 都背叛祂。但是，在复活里神有路来执行祂的行政。我们基督徒必须是一班复活的子民，召会必须是在复活里。惟有在复活里，我们才能领悟神的 

 作头，分辨那身体，并且成为身体的肢体。若不是在复活里，基督就无法得着身体。没有复活，就不可能有召会。召会是在复活里，我们也是在复 

 活里。 

 一   被传扬 
 保罗在林前15:1-4说，他要哥林多人明白他先前所传与他们的福音，这福音他们也领受了，又在其中站住；他们若持守他所传与他们为福音的话，也 

 必借这福音逐渐得救，除非他们是徒然相信。保罗从前所领受又传与他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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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被见证 
 基督复活后，向矶法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后来一时向五百多弟兄显现，其中大多数到保罗那个时代还在，但也有些已经睡了；以后向雅各 

 显  现  ，  然  后  向  众  使  徒  显  现  ，  末  了  也  在  通  往  大  马  色  的  路  上  ，  在  强  光  中  向  保  罗  显  现。  所  以  ，  早  期  的  使  徒  和  门  徒  是  亲  眼  看  见  基  督  复  活  的  见  证  人,  他  们  的  传  扬 

 也着重的为这事作见证。他们不仅借着教导，也借着生活，见证复活的基督。借着基督在复活里的活着，他们就与祂一同活着。 

 贰   对“没有复活”的反驳 

 在15:12-19，使徒对付哥林多人异端的说法，说没有死人的复活。这是他们中间的第十个难处，这难处损害、败坏神新约的经纶，比提后二17∼18， 

 许米乃和腓理徒论到复活的异端更严重。复活乃是神圣经纶的命脉和生命线，若没有复活，神就是死人的神，不是活人的神。若没有复活，基督就 

 没有从死人中复活，祂就是死的救主，不是活的救主。但祂是活着的，是那要活到永永远远的，能拯救我们到底。若没有复活，就没有借着祂的死 

 得称义的活证据，没有生命的分赐，没有重生，没有更新，没有变化，也没有基督形像的模成。若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的肢体，没有基督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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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祂的丰满，没有召会作基督的新妇，也就没有新人。若没有复活，神新约的经纶就完全崩溃，神永远的定旨也要归于无有了。若没有复活，我们 

 就没有将来，对将来也没有盼望，就如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永远的福分、在千年国里与基督的同王、以及义人复活的赏赐。这些盼望都系 

 于我们的复活。 

 参　复活的历史 

 一　基督─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20至28节是插进的话，宣告基督是复活的初熟果子，以证实复活的真理。基督是第一位从死人中复活的，是复活的初熟果子。这是利未记13章10至 

 11节，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复活之日，献给神的初熟果子所豫表的。基督这复活的初熟果子，乃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成了祂身体的头。基 

 督─身体的头─既已复活，我们─身体─也必复活。 

 二　各人按着自己的等次 
 林前15章23节,“只是各人要按着自己的等次：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祂来临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里保罗又一次题到初熟的果子基督 

 ，是第一等次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作为复活的初熟果子。那些属基督的，即在基督里的信徒，就是义人。他们在千年国前，主回来时，要复活得生 

 命。他们是第二等次从死人中复活的人。 

 基督的复活标明召会时代的开始。在召会时代的末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基督里已死的信徒都要复活。这里我们看见两次的复活：第一次在召会 

 时代的开始，第二次在召会时代的终结。林前15章24节是指旧造一切世代和时代的末期。末期不是在召会时代完成的时候，而是在千年国完成的时 

 候。接着就是永世，有新天和新地。 

 在25节保罗说到基督：”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直到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祂的脚下。”基督要作王，就必须在复活里。如果没有复活，基督就仍留在坟 

 墓里，祂就不可能作王。基督是从复活以后开始作王的。在马太28章18节，主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主嘱咐他 

 们要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祂有作王的权柄。如今在祂的王权之下，我们必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将万民带进祂的国，使他们成为祂的子民。今 

 天真正的君王，真正的执政者，乃是主耶稣。祂乃是地上君王的元首。 

 在26节保罗说，”最后所废除的仇敌，就是死。”人堕落以后，神立刻开始祂的工作，要废除罪和死。这工作在旧约和新约的世代里，一直进行着， 

 今天仍在过程中。到旧造的末期，罪被除去，罪的源头撒但，也被扔在火湖里，那时，死就被废除了。在白色大宝座前末次并最终的审判以后，死 

 和死的权势，阴间，也要被扔在火湖里。 

 肆　复活的道德影响 

 92 Youngs Road, Hamilton Township, NJ 08619 
 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609-586-1004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560期】 主后2022年04月11日-2022年04月17日 
 复活这个事实与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在于复活。不但如此，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在于复活。若没有复 

 活，就没有盼望，我们就是地上最可怜的人。基督的复活也与神的行政有关。神圣行政的执行乃是在于我们对基督复活的经历。我们若没有基督在 

 我们里面作复活的生命，就无法成为祂身体上活的肢体，以执行神的行政，好使基督作王，直到祂征服了祂一切的仇敌。 

 一　若没有复活 
 在30节保罗说，“我们又为甚么时刻冒险？”若没有复活，为甚么保罗容让自己时刻冒险？为甚么他天天冒生命的危险？相反的，若没有复活，他就 

 该享受今生的生活。在31保罗接着说，“弟兄们，我指着我为你们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有的夸耀，郑重的说，我是天天死。”这里的死意思是冒死 

 ，面对死，并向自己死。哥林多的信徒，乃是使徒冒生命危险所结的果子。在他们身上，使徒能以此为夸耀。现在他指着这夸耀，郑重的对他们说 

 ，他是天天死。使徒以哥林多人是他冒死所结的果子为夸耀，这夸耀是在基督里，不是在他自己里，因为他的劳苦不是凭着他自己，乃是凭着基 

 督。 

 二　警告不要受迷惑 
 33节说，“你们不要受迷惑：滥交败坏善行。使徒用这话警告哥林多的信徒，不要与那些说没有复活的异端者交往。这样的滥交，会败坏他们的信仰 

 和基督徒的美德。保罗嘱咐哥林多人，不要注意那迷惑人和荒谬的异端，说没有复活。听从这种异端的人会受迷惑。不仅如此，他们若成为异端者 

 的同伴，这样的结伴会败坏善行。这原则今天在召会生活里，也可应用在我们身上。 

 在34节保罗继续吩咐说，“你们要按着义清醒过来，不要犯罪，因为你们中间有人对神是无知的。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按着义清醒过来， 

 就是从沉醉昏睡中清醒过来，按着义不再沉醉。义的意思是与神与人都是对的。说没有复活，得罪神，也得罪人，这就是犯罪而不义。因此，使徒 

 劝勉误入歧途的哥林多人，要从这罪中清醒过来，恢复与神、与人对的关系。 

 说没有复活的异端，乃是对神无知，不认识神的大能和经纶。这是信徒的羞耻。我们这些基督徒必须清醒过来。我们不该像以彼古罗派的人，只顾 

 享受生活，不管明天。我们必须按着义不再被麻醉。凡是说没有复活的人，与神、与人的关系都是不义的。照样，反对召会生活的人，与神、与人 

 的关系也是不对的。 

 伍　复活的定义 

 一　复活的身体 
 林前15章35至36节说，“但有人要说，死人怎样复活？带着甚么样的身体来？愚昧的人，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保罗的回答题到植物的生命。 

 复活的实际包含并隐藏在大自然里，特别在植物的生命里。一粒种子落到地里死了，又活过来，这就是复活。这答覆了愚昧的哥林多人头一个问题 

 ：死人怎样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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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7节保罗继续说，“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乃是赤裸的子粒，也许是麦子，或其他的谷。”所种下的不是一捆麦子，乃是种子，赤裸 

 的子粒。然后种子长大变成“那将来的形体”。有些种子也许很难区别。然而，一旦这些种子种到土里长起来，至终就显出不同来。这些植物在形状 

 和颜色上都会有所不同。 

 接着这例证，保罗在38节继续说，“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它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形体”一辞，不是指三 

 十七节所种要死去的形体，乃是神所赐复活的身体，形状不同，等级更高。这答覆了哥林多人第二个愚昧的问题：带着甚么样的身体来？ 

 从39至41节，使徒向愚昧的哥林多人证明，神能将形体赐给一切复活的生命，正如祂将形体赐给一切受造之物一样。祂将各种地上的形体，带着不 

 同的荣耀赐给人，和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鸟、水中的鱼。又将天上的形体，带着不同程度天上的荣耀赐给日、月、星。到了42节保罗引出结论：“死 

 人的复活也是这样。”然后他指出，在朽坏、羞辱和软弱中所种的形体，要在不朽坏、荣耀和能力中复活。 

 在44节保罗宣告说，“所种的是属魂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若有属魂的身体，也就有属灵的身体。”属魂的身体，是由魂使其有生命的天然 

 身体，是魂在其中掌权的身体。属灵的身体，是由灵浸透复活的身体，是灵在其中掌权的身体。我们若死了，我们属魂的天然身体就在朽坏、羞辱 

 和软弱中种下，就是埋葬。到这身体复活时，它就成了在不朽坏、荣耀和能力中属灵的身体。 

 二　属灵的身体 
 林前15章45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亚当借着受造，成了活的魂，有属魂的身体。基 

 督借着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有属灵的身体。亚当是活的魂，乃是天然的；基督是赐生命的灵，乃是复活的。首先，在成为肉体里，基督为着救 

 赎成了肉体；（然后，在复活里，祂为着分赐生命成了赐生命的灵。祂借着成为肉体，有属魂的身体，和亚当一样；祂借着复活，有属灵的身体。 

 祂属魂的身体，借着复活已成了属灵的身体。祂现今在复活里，乃是赐生命的灵，带着属灵的身体，豫备好了给信祂的人接受。我们一信入祂，祂 

 就进到我们的灵里，我们就联于祂这赐生命的灵。因此，我们与祂成为一灵。我们的灵被点活，并与祂一同复活。至终，我们现今属魂的身体，也 

 要在复活里成为属灵的身体，正如祂的身体一样。 

 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含示旧造的了结与结束。旧造结束于一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这人了结了旧造，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如今这灵乃是新 

 造的中心和生命线。 

 旧造是神所创造的，但新造的产生却不是借着创造，乃是借着复活。因此，四十五节含示两种创造：旧造和在复活里的新造；前者以人这活的魂为 

 中心和生命线，后者以赐生命的灵为中心和生命线。 

 复活不仅仅是基督所成就的客观行为，复活更与我们有非常主观的关系。基督借着成为肉体成了一个人；祂成为我们。因此，成为肉体不仅是一件 

 客观的事实，更是将神带到人性里的过程。复活的过程在原则上也是一样。复活本身不仅是一个举动；复活乃是产生赐生命之灵的过程。借着复活 

 的过程，那结束旧造的人，成为赐生命的灵，就是新造新生起头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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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5章45节是很重大的一节。这一节含示以魂为中心的旧造，以及以那灵为中心的新造。这灵一点不差就是基督，三一神。事实上，赐生命的灵 

 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神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如今在复活里，祂是生命素质，好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我们已经成为新造， 

 借着三一神这赐生命的灵而得着新生的起头。 

 在47节保罗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出于地，指头一个人亚当的来源。属土，指他的性质。基督不仅是末后的亚当 

 ，也是第二个人。头一个亚当是人类的开始；末后的亚当是人类的终结。亚当是头一个人，是旧造的元首，在创造中代表旧造。基督是第二个人， 

 是新造的元首，在复活中代表新造。全宇宙中只有两个人：头一个人亚当，包括他所有的子孙；第二个人基督，包括祂所有的信徒。我们这些信徒 

 ，因着出生，包括在头一个人里面；又借着重生，成为第二个人的一部分。我们的信，把我们从头一个人迁出，迁入第二个人里面。就着我们是头 

 一个人的一部分说，我们的来源是地，性质是属土的。就着我们是第二个人的一部分说，我们的来源是神，性质是属天的。出于天，指第二个人基 

 督的神圣来源，和祂属天的性质。 

 48节说，“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属土的”指头一个人亚当，他是属土的。“凡属土的”指亚当所有的子 

 孙，他们都是属土的，和亚当一样。“属天的”指第二个人基督，祂是属天的。照样，“凡属天的”指在基督里所有的信徒，他们都是属天的，和基督一 

 样。我们曾是属土的，但如今我们是属天的。 

 在49节保罗宣告说，“我们既有属土者的形像，将来也必有属天者的形像。”就着我们是亚当的一部分说，我们借着出生带有属土者的形像；就着我 

 们是基督的一部分说，我们要在复活里带有属天者的形像。这指明我们在亚当里如何出生为属土的人，照样在基督里也必复活为属天的人。这样的 

 复活乃是我们的定命。这就像我们的出生一样确定，我们不该有任何疑问。 

 陆　复活的得胜 

 一　不朽坏胜过朽坏 
 林前15章的末段─50至58节，是说到复活的得胜。在50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血和肉是属魂身体的组成成分。这身体是朽坏的，没有资格承受不朽坏之神的国。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们朽坏的身体必须复活成为不朽坏 

 的，使我们可以在复活里承受不朽坏之神的国。甚至在今天，我们若凭着血肉，不凭着灵而活，我们就无法实行召会生活，召会生活乃是今天神的 

 国。然后到了千年国，我们也无法承受神的国。为此，我们必须属灵。 

 在50节保罗说，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旧造不仅是朽坏的，旧造本身就是朽坏。然而，神的国是不朽坏的。朽坏的不能承受这不朽坏的。51节 

 说，“看哪，我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里的奥秘指我们朽坏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包括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身 

 体。这是奥秘的，远超人所能领会。“睡觉”指死。“改变”即从朽坏、羞辱和软弱的，改变为不朽坏、荣耀、并有能力的；我们卑贱的身体，要模成基 

 督荣耀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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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5章52节说，“就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末次号筒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末次号筒指第七号， 

 就是神的号。这意思是说，这里的末次号筒与启示录的第七号是一样的。的确，在启示录的七号之后，就不再有号筒了。因此，说启示录的第七号 

 就是林前15章52节的末次号筒，乃是正确的。 

 末次号筒的时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死了的信徒，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这些在主回来时还活着的信徒也要改变。死了的圣徒要先复活 

 ，然后活着的圣徒要在被提中改变形状。在林前15章53节，保罗继续说，“因这必朽坏的，必要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必要穿上不死。”“这必朽坏 

 的”和“这必死的”指我们必朽坏、必死的身体。借着在基督来时我们或从死人中复活，或活着改变形状，我们这必朽坏、必死的身体，必要穿上不朽 

 坏和不死。今天不论我们多健康、多强壮，我们的身体都是必朽坏、必死的。但在复活里，这身体要穿上圣经所说的不朽坏和不死。 

 二　生命胜过死亡 
 在54节保罗说，“几时这必朽坏的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穿上不死，经上所记‘死被吞灭而致成得胜’的话，就应验了。”这里“几时”是指我们这必朽 

 坏、必死的身体，复活或改变形状，脱离朽坏和死，进入荣耀和生命之时。那时，死就要被吞灭而致成得胜。这是我们借着在基督里的救赎和救恩 

 ，在神的经纶中所同享之复活的完成。这复活开始于我们死了的灵活过来，完成于我们必朽坏的身体改变形状，中间的过程乃是我们堕落的魂，借 

 着基督那赐生命的灵，就是复活的实际，而有新陈代谢的变化。 

 死乃是人的失败。借着基督在复活生命里的救恩，死要被吞灭，而致成我们这些受益于基督复活生命之人的得胜。复活就是生命胜过死亡。56节说 

 ，“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死是属于魔鬼的，它用罪螫死我们。在神的救赎里，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为要借着祂的死定罪罪，因而 

 废除死的毒刺。然后，借着祂的复活，死就被复活的生命吞灭了。 

 在57节保罗呼喊说，“感谢神，祂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胜过罪与死的得胜，不该只是一件完成的事实给我 

 们接受，也必须借复活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与我们的灵成为一，而成为我们每天在生命里的经历。因此，我们当凭着这调和的灵生活，并照着这 

 调和的灵行动。 

 三　为主工作的动机 
 在15章58节，保罗下结论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 

 的。”怀疑复活的真理，就是摇动；确信复活并留在复活的实际里，就是坚固不摇动。不信复活的真理，使我们对将来失望，因此使我们在主的工作 

 上灰心。信，使我们切愿在主的工作上满溢，盼望在主回来时，在复活里讨主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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