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聚會材料(教師本) 04/17, 2020 
 

經文內容：哥林多前書 15:1-22  經文主題：論基督復活 

小組查經主題*：大地的復甦 
 

【*註：本週五小組查經是回顧與應用上主日證道的真理】 
 

參考資料： 

1 Corinthians,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W. H. Mare, Zondervan 1976-1992)；1 Corinthians, Baker Evangelical Commentary on NT (D. E. 

Garland, Baker, 2003)；First Corinthians (R. Collins, Liturgical Press, 1999)；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The First Epistle of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L. Morris, 1958, 中譯本《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 哥林多前書》校園出版)；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C. 

K. Barrett, HNTC, 1968)；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G. D. Fe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NT, 1987)；The New Bible Commentary  
(B. Winter, IVP 1994)；1 Corinthians, IVP Bible Background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C. S. Keener, IVP 1997)；1 Corinthians, Hard Sayings of 
the Bible (W. C. Kaiser, IVP 1997)；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W. MacDonald, Edited by Art Farstad, Thomas Nelson Publisher, 1989-1995, 中

譯本《活石新約聖經註釋》)；Morgan's Expository Series: 1 Corinthians  (G. C. Morgan, 中譯本《摩根解經叢書: 哥林多前書》美國活泉)；

新約書信讀經講義 (陳終道, 宣道出版)。 

 

小組查經注意事項：若從未讀過這注意事項，請先讀過(包括引用經文)，然後再準備帶查經 
 

• 小組查經的定義：是一個有「使命」、「目標」、「紀律」、和「愛心」的聚會，操練教會生活。徒 2:41-42。 

使命：操練基督大使命和彼此團契。即信徒生命長大與更多人信主。太 28:19-20，弗 4:11-12，彼前 4:10。 

目標：裝備好小組組員，將來倍增時，能承擔上述的小組使命。弗 4:13，可 1:17。 

紀律：正確解經，影響生命，杜絕惡言。提後 2:15-16，弗 4:29，太 12:36-37。 
愛心：用基督的愛，彼此相愛。約 13:34-35，林前 13:4-8。 

• 不可少的四件事：明白真理(教導)、應用真理(分享)、彼此建造(交流)、彼此代禱(禱告)。 

• 適合帶領小組查經的人：帶領小組查經是先知、教導、和領導 三種功能或恩賜的事奉，是神要求嚴謹的事奉。參

照申 18:20、可 9:33-35、林前 3:10-17、提後 2:14-16、雅各 3:1、彼後 3:15-16。帶查經者必須由受洗的基督徒擔任，

因為非基督徒還無法領會或相信屬靈之事(林前 2:13-14)。帶查經者必須有願意接受訓練以及實踐小組查經之定義的

心志。很少參加聚會，不適合帶查經，直到有固定聚會後才適合(來 3:12-14, 10:24-25)。不免強人帶查經，因為不是

每人都有此恩賜(林前 12:27-30)。初信者需被保護照顧，不適合帶查經。免得負擔甚重，或陷於各樣的試探(羅 15:1; 

提前 3:6)。但神偶而會興起初信者常靈修，生命成熟較快，被賜予心志和恩賜來帶查經。由少數弟兄姊妹固定按月

份輪流帶查經，會使帶查經事奉的品質增加，也使小組更有效地實踐合神心意的教會生活(小組查經的定義)。 

• 邀請新的帶查經者之前，請先與牧長商量禱告。達成共識後，再去邀請：因為這關乎順從聖靈、以及教會的建造；
也關乎預防被邀請人被絆倒。(林前 3:10-17)。 

• 鼓勵組員分享與主題有關的見證或經歷。控制與主題無關的話，引回正題。若聖靈感動要禱告，馬上帶大家禱告

或彼此代禱。用溫柔委婉的方式，更正違背真理的言論，勸止爭論、閒話、或論斷。尊重隱私，不外傳。 

• 如何準備帶小組查經： 

o 吳牧師強烈建議每次聚會，回顧主日講道內容，帶大家討論分享。連續帶領查經一個月再換人，乃是上上之
策。您上班會積極地提高或維持好的工作品質，事奉神應該也有同樣的品質，不是嗎？您知道聖經裡頭曾記
載，上帝厭惡雙重標準的人嗎？以下的建議可以幫助您提高帶查經的品質。 

o 禱告：為自己和組員禱告。記得禱告！禱告！再禱告！ 

o 觀察經文：不先看解經書或查經材料，而是反覆地閱讀默想經文和上下文 3~5 次。如可行，閱讀至少另一種譯

本。不斷地自問自答 6 大問題：什麼、誰、哪裡、何時、為何、如何。觀察越徹底，越能正確明白經文原意。 

o 解釋經文：按以上觀察程序，把經文原意找出來，就是解釋經文。所謂「經文原意」是指當年作者受神啟示，

寫下經文時的意思。因此經文「原意」只有一個，但「應用」可有多個。對經文體會或感受有不同，其實都屬

於應用，不一定是原意。而「應用」應盡量忠於「原意」。經過以上程序，最後有時間才閱讀解/查經材料。 

o 歸納主題：明白經文原意後，歸納出經文主題(或屬靈原則)。花功夫進行禱告、觀察、解釋(明白經文原意)，
聖靈肯定幫助你歸納出一個經文原意主題。這就是神給你的小組要學習的主題。 

o 設計問題：設計觀察和解釋性的問題，目的使組員也學習進行觀察、解釋、歸納的程序。而且通過這些問題

的討論或彼此交流，可以幫助組員導向主題。 

o 應用經文：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程序。根據你的組員現況，設計應用性的問題。這會幫助組員分享討論，使主

題應用在生活中。每次查經結束後，組員能記得一個主題，且學習如何實踐，這便是一個成功的查經。 
 

以上提醒是為了討神喜悅並且使教會蒙福；也為了你在審判之日時，蒙記念和獎賞 
 



準備帶小組查經的步驟 

 

【本週五小組查經是回顧與應用上主日證道的真理】 
 

如果可行，請把上主日復活節 4/12 講道視屏再看一次 

https://www.youtube.com/user/CCCMason 
 

• 觀察哥林多前書 15:1-22 以及上下文：【注意: 多問自己 7w 問題，(也就是何人、何時、
何地、何物、為何、如何、什麼)，有助於觀察經文，這是你準備帶查經的基本功】 
o 仔細觀察上文哥林多前書 14:26-40、本文哥林多前書 15:1-22、與下文哥林多前書 15:23-34： 

 是否提到神？若有、神被描述成怎樣的神？ 

 是否提到哪些角色？若有、分別是什麼角色，包括特徵/特性、或背景？ 

 若提到角色、這些角色分別有什麼事發生？為什麼發生？什麼時候發生？發生背景是什麼？ 

 是否提到哪些地方？若有、是什麼地方？有什麼背景？ 

 觀察角色、事、地方、與時間，彼此有關嗎？若有、什麼與什麼有關？如何有關？ 

 是否提到哪些命令？若有、它們分別是什麼？ 

 是否提到哪些屬靈狀況、或相關的專有名詞或片語？若有、它們分別是什麼？ 

 有什麼需要注意的特殊字詞、或文法結構？若有、它們分別是什麼？ 

 作者用什麼文體寫作？論述、敘事、比喻、詩歌…？這文體與以上的觀察有何關聯？ 

 閱讀另外一、兩種聖經譯本，是否發現翻譯的意思不同？若有、哪個譯本的意思最好？【對經

文的誤解，常常是你只讀一種聖經譯本。誤解而誤傳神的話，是嚴重的罪。申 18:20】 

o 本文 15:1-22 的神、角色、事、與地方，與上文 14:26-40，分別有何關係？ 

o 本文 15:1-22 的神、角色、事、與地方，與下文 15:23-34，分別有何關係？ 

o 上文 14:26-40 的神、角色、事、與地方，與下文 15:23-34，分別有何關係？ 

o 是否還需要觀察較遠、或更遠的上下文？若是、為什麼？ 
 

• 解釋/明白哥林多前書 15:1-22 以及上下文的意思：【注意: 解釋或明白經文的意思，就
是找出當年作者寫作的意思，不是你自己讀進經文的意思。經文的原意可從經文本身、
或其上下文，就可找出來；如果你願意先放下你自己原有的想法，把仔細觀察的功夫
作到位】 

o 整本哥林多前書的認識： 
 請注意，要解釋/明白本書任何一段或節之經文原意，決不會與作者和讀者之背景、寫作目的、

以及寫作主題矛盾。(有關本書簡介，請參考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聚會材料(教師本) 03/07, 2014，哥林多前書簡

介)。 

 本書信的作者是誰？當時寫給誰？作者與讀者分別是怎樣的人？他們之間有什麼關係？ 

 作者寫本書之原因和目的分別是什麼？ 

 本書之中心思想是什麼？ 

o 上文哥林多前書 14:26-40 的原意： 
 你會把這段經文分成幾段？怎麼分？如果節數太少，可以省略。 

 這裡作者是否給命令？若有，是什麼命令？與上下文有關嗎？若有、是什麼關聯？ 

 這裡作者是否給責備？若有，是什麼責備？與上下文有關嗎？若有、是什麼關聯？ 

 這裡提到詩歌、教訓、啟示、講道、方言、翻方言，是什麼？作這些事是否要與聖經真理有關？ 

 方言恩賜與預言(先知講道)恩賜，分別指什麼？(請從哥林多教會的背景找答案) 

 聚會中使用預言與方言恩賜，有哪些原則應注意和遵守？為什麼要如此行？ 

 為什麼作者說婦女在聚會中應當閉口？今天仍然適用這原則嗎？為什麼？ 



 那些地方需要以經解經，來修正以上所作的觀察和解釋？也就是用較遠的上下文、或整本雅各

書、或其他書卷的經文來解釋？ 

 根據以上的觀察和解釋，包括修正後的內容，把各分段的意思，用自己的話，以不超過 10 字，

分別寫下來。 

o 本文哥林多前書 15:1-22 的原意： 
 你會把這下文分成幾段？怎麼分？如果節數太少，可以省略。 

 這裡作者是否給命令？若有，是什麼命令？與鄰近或較遠上下文有關嗎？若有、是什麼關聯？ 

 這裡作者是否給責備？若有，是什麼責備？與鄰近或較遠上下文有關嗎？若有、是什麼關聯？ 

 若作者給命令，根據鄰近或較遠上文，為什麼作者給這(些)命令？ 

 作者提到耶穌基督福音的核心內容是什麼？如果偏離這內容，人還能得救嗎？為什麼？ 

 作者提到耶穌基督復活之後，在地上作了那些事？目的為何？ 

 作者到底是不是為使徒？如果是，為什麼他說他不配稱為使徒？ 

 如果耶穌基督沒復活，為什麼傳的人與信的人都是枉然？ 

 如果耶穌沒復活，信耶穌基督福音的人結局如何？ 

 作者提到亞當與耶穌，是要說明什麼事？在亞當裡以及在基督裡，分別指什麼？ 

 A、每分段的意思，是否因 14:26-40 與 15:20-34 的意思，需要修正？若有、寫下內容。 

 B、每分段的意思，是否需要用較遠上下文、整本雅各書、或其他書卷經文來修正？若有、寫

下內容。然後，根據 A 與 B，寫下每分段需修正的內容。 

 根據以上的觀察和解釋，包括修正後的內容，把各分段的意思，用自己的話，以不超過 10 字，

分別寫下來。 

o 下文哥林多前書 15:23-34 的原意： 
 你會把這下文分成幾段？怎麼分？如果節數太少，可以省略。 

 這裡作者給的命令有哪(些)？這些命令分別是什麼？ 

 萬物都服在耶穌基督腳下，是指什麼時候？有什麼結果？基督徒會發生什麼事？ 

 為死人受洗，是什麼意思？作者敘述他冒死與野獸搏鬥，是在講什麼？ 

 作者用以上兩件事要說明什麼？ 

 濫交朋友會敗壞品德(善行)，是指什麼樣的朋友？這是否為犯罪的一種？為什麼？ 

 那些地方需要以經解經，來修正以上所作的觀察和解釋？也就是用較遠的上下文、或整本雅各

書、或其他書卷的經文來解釋？ 

 根據以上的觀察和解釋，包括修正後的內容，把各分段的意思，用自己的話，以不超過 10 字，

分別寫下來。 
 

如果你花功夫按以上步驟準備，肯定不難明白這段經文，作者說了什麼與沒說什麼 
 

• 歸納本文哥林多前書 15:1-22 的經文原意主題：【注意: 歸納經文原意主題，就是找出
當年作者寫作的重點、或中心思想。其實前面所下的功夫，就是找出當年作者的原意】 
o 根據前面步驟，把你寫下的本文與上下文各分段的意思，按經文順序排在眼前。 

o 根據這些資料，歸納一個本文 15:1-22 的經文原意主題。不超過 10 個字。 

o 這一個經文原意主題(當年作者寫作的重點)，就是你帶組員查經，最後總結要看到的主題。這也是你
帶完查經後 72 小時，組員還記得的主題。 

o 然而，你的小組查經的主題，應該是以應用的角度來確立。因此查經主題，常常是應用性主題。應

用性主題不須與經文原意主題字字相同，但必須有緊密關聯。 

o 因此，你接下來的準備，是設計組員查經時的討論問題，使他們查經完，會對主題有深刻印象。 
 

• 設計問題： 
o 帶查經不是教書，不是一節一節地講解。這是效益最低的方式。最好是一段一段地，帶領組員討論。

通過討論過程，組員等於走過一遍觀察、解釋與明白、以及歸納，最後找出一個經文原意主題。 

o 禱告求聖靈幫助你設計討論問題。你計劃分幾段帶查經，就設計幾個問題。通常最多是三個查經性

問題，而最少要有一個應用性問題。 



o 好的問题是：(1)啟發思想，引起討論。(2)由外而內(從表面到核心)：觀察→解釋→歸納→應用。(3)

前後有連貫性，緊湊而不鬆散。(4) 需要思考一下，但能在本段经文或上下文之中找到答案。(5)適

合大部分組员的屬靈程度。 

o 不好的問题是：(1)太简單，令人不想回答。例：简單是非题。(2)太深奧，令人無法回答。無法在

上下文找答案。(3)太籠統，不知從何說起。例：請問有什麽想法。(4)易起爭论。(5)与主题無关。 
 

• 應用本文 15:1-22 的經文原意主題：【注意: 成功的帶查經，是幫助組員學會如何應用
在生活中】 
o 禱告求聖靈提醒，你的組員在生活中，也是你的生活中，有哪些事與這一個經文原意主題直接有關。 

o 禱告求聖靈幫助你，設計應用性問題，使組員交流討論，在生活上與經文原意主題有關的事。 

o 應用性問題是否設計得好，要看組員查經結束後，能否帶一個生活上的屬靈原則或操練回家，然後

過 72 小時，還不會忘記！ 
 

• 美聖堂小組查經時間 75 分鐘(如果來教堂聚會)： 

這當中還包括走進課室、上廁所、破冰、倒茶、分點心等等。實際學習經文與討論分享，只剩 40 分鐘，

因為你們還需要彼此代禱，然後 9:30 準時結束。如果組員失去彼此代禱的機會，基本上我們一週唯一

一次的教會生活，打了折扣。目前是網路聚會，應該會增加一些時間。 
 

謹記，你如何帶領組員過一次完整的教會生活(參考徒 2:42, 47)，將來都要向神交帳！ 
 

以下的經文和主題，以及查經討論問題，提供給你參考。如果你按以上步驟準備下功夫，
最後歸納出的經文主題，與本材料所提供的，應該差不多！因為我們都讀同一本聖經，

領受同一位聖靈。 
 

經文和主題：哥林多前書15:1-22、論基督復活 

神學主題：父神使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為我們得永生而復活 

查經主題 / 應用主題：大地的復甦 / 基督的復活如何幫助信徒面對疫情 

 

本週查經聚會內容 

Worship 敬拜：由於是線上聚會，請安排 2~3 詩歌，帶大家唱詩敬拜 

 

Welcome 破冰：彼此認識、問安、分享，禱告 

 

Word 研經和討論： 

• 觀察、解釋經文、找出主題：(1)如有需要，介紹經文或作者背景；(2)觀察上下文、

前因後果、和段落；(3)解釋難懂的字詞；(4)用問題討論方式觀察解釋經文，然後

歸納出本段主題。 

o 15:1-11 節，耶穌基督福音的核心內容是什麼？若偏離這內容，還算是基督福音

嗎？為什麼？(請從經文中找答案)【屬觀察、解釋、和思考性的問題】 

o 15:12-22 節，如果耶穌基督沒復活，為什麼傳的人與信的人都是枉然？(請從經

文中找答案)【屬觀察、解釋、和思考性的問題】 

• 小組分享討論：討論和應用。引導組員討論的焦點放在經文主題和其應用。帶領
查經者應該針對你組員日常生活中的需要，自行設計應用性的問題，幫助組員分
享討論，學習把本週查經的主題或屬靈原則運用在生活中。小組長或帶領查經者



應該帶組員一起禱告並付諸行動。也要提醒組員，除非經得當事人允許，不可將
涉及隱私的內容傳於小組以外的人。 

o 請分享上主日復活節聽到吳牧師「大地的復甦」的證道，對你印象最深刻的是

什麼？為什麼？這篇講道提醒了你什麼？ 

o 耶穌基督復活的真理，在你面對今天的疫情、或生活中的苦難，有什麼幫助？

今日的經文提醒了你什麼？ 

 

Work 禱告： 

• 分享代禱事項和彼此代禱。為今天所學的真理感謝主。 

• 為還未相信主耶穌的親友，提名禱告。 

• 為疫情、醫治、救恩禱告。 

 

本週金句：哥林多前書 15:21-22「死既藉著一人而來，死人復活也藉著一人而來。在亞

當裡眾人都死了，照樣，在基督裡眾人也都要復活」(新譯本) 

 

下週查經：回到原來的雅各書 4:13-17 

 

4/12/2019 復活節主日講道大剛(吳繼揚牧師)：大地的復甦，林前 15:1-19 

講道大剛是根據 ppt 與錄音內容編輯 

• 序言：美國曾經是世上最蒙福的國家，但因著疫情，為何會落到患病者世界第一？因為美國人失去了

對上帝的敬虔。 

o 根據 PEW 調查統計，2009-2018 更正教徒人數下降 8%。 

o 美國需要上帝的福音，真正能叫人悔改的福音。 

• 林前 15:1-2，甚麼是福音？福音就是使人得救的好消息。 

o 福音的內涵： 

 1.) 神愛你，祂為你一生有美好計畫； 

 2.) 人有罪，不認識神只是倚靠自己； 

 3.) 耶穌來，以無罪代替人的罪而死； 

 4.) 接受祂，就能與神和好得到永生。 

o 聖經對罪的定義： 

 1.) 不義---做不該做的事； 

 2.) 不中---不做該做的事； 

 3.) 不信---拒絕神的救恩。 

• 林前 15:3-6，福音的中心---基督耶穌為人受罪死而復活。 

o 福音的中心是基督的死與復活： 

 1.) 祂是人，祂經歷人一切痛苦； 

 2.) 祂是神，死亡也不能拘限祂； 

 3.) 祂是愛，信徒可以經驗到祂。 

o 耶穌真的復活了嗎？ 

 1.) 墳墓空了是歷史事實--- 耶穌並沒有真死 遺體被人偷走了 耶穌真的復活了； 

 2.) A.D. 41-54 拿撒勒石版考古證據 1878---羅馬皇帝革老丟下令，偷挖墳墓盜屍者為死刑，

間接說明太 28:12-13； 

 3.) 目擊證人的親身體驗，約 20:19-20。 

• 林前 15:10-11，福音的大能---神的恩典是改變人的生命。 

o 福音的能力： 改變人，保羅奇妙的改變； 經歷神，得能力克服一切。 



• 林前 15:14-15，福音的接受---相信就是接受並且去做見證 

o 福音的接受： 相信祂，交出生命的主權； 作見證，讓別人也蒙恩典。 

• 林前 15:17-19，福音的盼望---今生有神的恩典，永生免受永刑。 

o 福音的盼望： 得拯救，今生體驗神的救助； 得永生，將來進入永恆天家。 

o 美國的希望在回到祖先的敬虔中－得回神同在的祝福。 

• 結語：一个决志的祷告。 

o 决志的祷告就是向神表明自己的一个心愿，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自己的心里，做救主和生命的主。

祷告应当是虔诚的，真心的。以下可以作一个参考。 

o 「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
罪，求你管理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本週經文哥林多前書 15:1-22 註釋： 
【經文逐節註釋內容非常多，在週四上網。這些內容針對某節、或某句的解釋，或許有一點幫助。

但對您準備帶查經不一定有幫助！所以如果您還未花時間作基本功夫，請回到前面的「準備帶小

組查經的步驟」來準備，會有更大的幫助】 

• 哥林多前書簡介： 

o 作者、寫作日期、地點、和背景：本書信是以使徒保羅寫給當時哥林多教會的一封書信而得名，寫

於 55-56 A.D.。保羅第三次旅行佈道，在以弗所寫成(16:8, 19; 又參徒 19:1-10, 20:31)。 

o 哥林多城背景：哥林多位於希臘南部，雅典城以西。此城是多種族和多元文化，推崇語言、哲學、

知識、智慧、和理性，深富文化。宗教信仰多屬偶像信仰，也有廟妓制度。故當時此城淫亂縱慾，

舉世聞名。 

o 哥林多教會背景：保羅第二次旅行佈道到此城時創立的(3:6, 10, 4:15; 又參徒 18:1)。他建立教会後，

就開始裝備訓練門徒約一年半，直到猶太人逼迫才離開(徒 18:6-18)。後來具傳道和辯論恩賜的亞波

羅來到哥林多，繼承保羅的事工(徒 18:27-28, 19:1)，但也引發信徒之間的結黨紛爭(1:12)。雖然哥林

多教會具有各樣的屬靈恩賜，但屬靈生命仍然幼稚(1:5-7, 3:1-3)。所以不合神心意的道德或人生觀，

加上異教和異端等影響，使教会產生不少問題。 

o 寫作目的和中心主題：由於革來氏的家人帶來教會紛爭的消息，保羅寫信勸導和糾正。此外，也針

對敗壞的道德行為，教會生活(包括聚會、敬拜、應用恩賜)，個人信仰生活，以及信仰教義等問題，

提出教導、勸諫、和責備。整本書釁強調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福音，是糾正教會裡的錯誤，促使屬

靈生命長進的秘訣。 

o 欲知更多哥林多前書的詳細背景，請參考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聚會材料(教師本) 03/07, 2014，哥林多

前書簡介。【http://www.immanuel.net/masoncc/2014FridayNightBibleStudy/BSTG_2014_03_07.pdf】 

• 哥林多前書 15:1-22 與上下文簡介： 

o 第 7 章至 16 章第 4 節的背景。作者保羅根據哥林多教會所發生的種種問題，給予教導、解答、責

備、甚至警告。並且要求他們要遵守他提出的屬靈原則。作者論及的教會問題有：婚姻(7:1-40)；吃

祭偶像食物的自由(8:1-11:1)；聚會的秩序(包括 11:2-16 姐妹是否要蒙頭、11:17-34 聖餐崇拜的態度、

以及 12:1-14:40 如何運用屬靈恩賜)；復活的教義(15:1-58)；捐款的處理方式(16:1-4)。 

o 鄰近上文 14:26-40：11-14 章論「聚會秩序的問題」，仍然與 8-10 章濫用自由絆倒人的問題有關聯。

作者保羅在這裡 14:26-40 提醒讀者，聚會時說方言、或翻譯方言、或說預言，應該一個一個有秩序

輪流的講，其他人要慎思明辨。好使會眾都可以學習，得勉勵。因為先知的靈是順服先知的，而且

神不是叫人混亂，而是叫人和平。此外，聚會使用預言恩賜時，姊妹要注意男女順位不同的原則，

姊妹要在這聚會中閉口表示順服。如果要學習什麼，可在家中問丈夫。不要自以為是唯一擁有「正

統」的道，其他教會沒有。甚至若有人自以為是先知，那麼他應能分辨且順服，保羅所說的是主的

命令。總之，讀者使用這些恩賜時，都要要規規矩矩的按著秩序行，為了可以造就人。 

o 本文 15:1-22：15 章是作者保羅重申耶穌復活的教義，以及責備讀者的教會對這福音核心的忽略。

這裡說明信徒是靠相信接受這福音而得救。這福音就是耶穌的死和復活，而且在舊約早已啟示預告。

耶穌復活向門徒顯現，最後也向保羅顯現，說明這是事實，不是謊言。因此使徒們這樣傳，人們也

這樣信了。接著，作者用反義來做推理，論證耶穌復活的事實：若沒死人復活，那就沒耶穌復活，



因此傳福音和信福音都是枉然，同時也為神作假見證，信徒仍在罪裡、且將來要滅亡、比所有人更

可憐。但是，耶穌真的復活，因此前面所假設的，都要推翻。其實 15:12-34 經文是自成一段，不好
拆開來看。但為配合上個主日證道，本週查經到 15:22。 

o 鄰近下文 15:23-34：作者保羅繼續講論復活的次序與上帝的計畫。先復活的是耶穌，再來是末日基

督徒的復活。此外，耶穌要實行審判和作王，以及毀滅「死亡」。作者舉父神叫萬物都降服基督之

例，說明「死亡」也被制服。最後舉洗禮和自己的遭遇為例，反駁若沒復活，那洗禮就無意義，他

時刻冒險也無意義，不如享樂等死。最後，作者警告讀者不要自欺，繼續與世俗為友，反要提防

「沒復活」的歪理。 

o 本文 15:1-22 的寫作結構與大剛： 

 耶穌基督復活的福音 15:1-11： 

 15:1-4 耶穌基督死和復活的福音。 

 15:5-8 耶穌基督復活後向門徒和使徒顯現。 

 15:9-11 蒙神恩成為傳福音的使徒。 

 基督若沒復活、一切是枉然 15:12-22： 

 15:12-15 第一回合論證，如果沒復活之事和其結果。 

 15:16-19 第二回合論證，如果沒復活之事和其結果。 

 15:20-22 第三回合論證，推翻前兩個論證，因此基督真已經從死裡復活。 

 

• 耶穌基督復活的福音 15:1-11： 

o 15:1-4 耶穌基督死和復活的福音。作者保羅針對哥林多教會中，有人對耶穌的復活仍存疑問，因此

重申福音的核心。他提醒讀者，福音是他們得救的根基，必須持守相信到底。這福音是上帝在舊約

就已啟示，不是作者自創的。這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穌基督為罪人而死，第三天從死裡復活。作者

還提醒讀者，如果現在沒有不斷地持守這福音真理，可能當時的「相信」，是「徒然地」或「無效

地」的信心。 

 1-2 節的中文翻譯，與原文有出入，可能造成困惑，不易明白。英文翻譯比較接近原文。「持

守」和「得救」，原文動詞都用現在時態。「持守」是主動，「得救」是被動。所以原意是不

斷地「持守」和「被拯救」從現在到未來。「相信」是用過去時態，表示哥林多信徒過去聽到

福音而相信的事實。救恩一方面是過去一次性完成的事實，另一方面又是不斷地進行下去的救

恩。「徒然的」原文有「無目的、無效用的、無思考的」的含義。這字所指的是沒有可靠的相

信內容，是空洞的信心。這樣莫名其妙的信福音，當然是徒然的。保羅責備他們現在不信耶穌

復活，可能是當年的「相信」其實是有問題的，或是糊里糊塗地「相信」。 

 3-4 節，「第一」(和合本)，或「那最要緊的」(新譯本)，原意是「首先的，第一順位的，最重

要的」。新譯本翻譯得較清楚。3-4 兩節經文講到福音的核心內容。對當時而言，「聖經」就

是指舊約。保羅沒有指出哪一段舊約經文，但很可能耶穌的死是賽 53:5-9 所預言，耶穌第三天

復活是賽 53:10-12; 何 6:2; 拿 1:17。「基督第三天復活」，其「復活」動詞是完成時態，而且是

被動式。強調是父神的作為，使耶穌復活。完成式時態，表示發生之後，永不改變之事實。 

o 15:5-8 耶穌基督復活後向門徒和使徒顯現。作者提供福音的見證人，能夠見證耶穌復活的歷史。記

載這些見證人的順序是，先是彼得，再來 12 使徒(太 28:16~20；可 16:14；路 24:33~49；約 20:19~23；

徒 1:6~8)，後是約五百個門徒，再來是其他使徒，最後是保羅。保羅提供這些見證人的名單，說明

接下來要講的耶穌復活之信仰教義，是有根據的。耶穌復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而且奠基於歷史

事實之上。 

 這名單並不是一個精準齊備的名單，而是概括地記載。這名單順序啟示我們，復活的主除了向

當時 12 使徒和少數婦女顯現，之後也向很多門徒(也就是信徒)顯現，也揀選一些信徒作為使徒，

但原不在 12 使徒名單當中。這麼一大群人見證主復活，且在保羅寫這書信時，還有大半人還

存活，表示哥林多信徒可以親自向他們求證。「死」在信徒看為「睡了」，既然是睡了，那就

還會醒。這為下文 23-26, 35-54 節作伏筆。 

 「雅各」多數學者認為是主耶穌的兄弟雅各。可能這一次顯現使他信主，然後其他兄弟們也信

主。耶穌在世時，他們並不相信(約 7:5)，但是後來卻出現在信徒當中(徒 1:14)。不過新約聖經



沒有記載他們信主的經過。在使徒行傳第 1 章裡面，提到耶穌的母親馬利亞和他的弟兄們(多數

名詞)，跟其他門徒在一起禱告，應該包括雅各在內。 

 「末了」(和合本)，或「最後」(新譯本)，應該是指保羅在往大馬色的路上，主耶穌向他顯現

(徒 9:1-9)。此外，這也指使徒保羅是最後一個看見復活之主的見證人。但他是在主升天以後，

才看見的。「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和合本)，原意是指早產嬰孩，也可指流產不成熟的死

嬰。這可能指保羅說自己是如何不配，蒙恩得救，且被召為使徒。也可能指保羅要為自己是真

使徒身份而辯護。 

o 15:9-11 蒙神恩成為傳福音的使徒。保羅繼續解譯他怎麼是「末到產期而生的」，原因是他以前為信

主之前，逼迫神的教會，所以說他不配稱為使徒。但他不是停留在過去的羞愧，反為今日的事奉感

恩。他雖然比眾使徒格外勞苦，但神的恩典與他同在。關於基督復活的福音，不管是保羅或其他使

徒，都是如此傳，哥林多人也是如此信了。所以，讀者過去所相信接受福音的經歷，其實正好說明，

基督已經復活的事實。基督的復活既然是真實的，他們實在沒有理由懷疑他們已經確信的。 

 保羅感恩不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在事奉上成功，而是因為想到以前自己逼迫教會，跟現在主如此

使用他傳福音建立教會。兩者比較之下，看到神的浩大恩典。因此不敢辜負神恩，願意比眾使

徒格外勞苦。這恩典不是徒然的，而是激勵他更賣力。「勞苦」原意有「工作到疲憊不堪」，

是說他還需靠自己勞動養活自己。 

 保羅再度強調，只有一個福音，不管是誰傳的。他從神領受這福音，不是他始創的。「傳」是

現在時態，有不斷進行下之意。表示保羅及其他使徒慣常傳揚的福音，是正統的福音。耶穌基

督福音的核心，是耶穌為罪人死作為贖罪祭，以及耶穌從死裡復活。不相信這兩個事實的任何

一個，嚴格來說，已經不是基督信仰。 

o 欲知更多 15:1-11 經文的詳細注釋，請參考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聚會材料(教師本) 03/06, 2015。

【http://www.immanuel.net/masoncc/2014FridayNightBibleStudy/BSTG_2015_03_06.pdf】 

 
• 耶穌基督復活的福音 15:12-22： 

o 15:12-15 第一回合論證，如果沒復活之事和其結果。前面 11 節說到，作者保羅和使徒所傳的，都一

致表明基督已從死裡復活了。然而讀者中怎有人認為沒死人復活的事。接著作者用「三段論法」來

論證耶穌基督復活的事實，但把中段的論述省略，且用否定律來做推理。首先第一個論證，前提是

「沒死人復活之事」15:13a；中段省略的論述是「耶穌死了」；因此結論是「沒耶穌復活之事」

15:13b。然後再一個論證(跟著第一個論證來的)，前提是「沒耶穌復活之事」15:14a；中段省略的論

述是「耶穌死了」；結論是「所傳的耶穌復活之事是枉然 15:14b、信耶穌復活之信心也是枉然

15:14c、說耶穌復活是為神作假見證 15:15a-b」。然後，保羅總結這兩個論證，「如果沒死人復活之

事、神就沒使耶穌復活」15:15c。 

 保羅用「三段論法」的否定律，來論證耶穌復活是千真萬確之事。意即 20-28 節所說的死人復

活以及耶穌復活之真理，都否定 15:13-19 節的前提及其結果。因此證明「有死人復活之事、神

使耶穌復活」。不過，就算沒有 15:20-28 節，但其論述內容早已發生在使徒們的為人與教導之

中，也已出現在其他教會，而哥林多信徒早已心知肚明。當時讀者的信福音，也可以成為耶穌

復活的證據之一。保羅用的「三段論法」不是傳統希臘哲學的推理論證法，因為中段的論述都

省略了。很可能保羅自己本身是傳統猶太人，他把猶太人的交叉對稱式 chiastic 的論述，攙在希

臘哲學的「三段論法」。 

 「死人」一字沒有冠詞，而且是多數名詞，出現在 13-16 和 21 節。這是指一般性的用法，說明

有「死人復活」的事。然而，這一章裡還有 29, 35, 42 和 52 節中，也出現「死人」，但有用冠

詞，是說明死去的基督徒。耶穌在世時，也使死人復活(太 9:23~26；可 5:35~43; 約 11:38-57)，

預告自己要從死裡復活(太 17:9, 17:23, 20:19)，還反駁撒都該人認為沒復活之事(太 22:23-32)。舊

約也記載死人復活之事(例如王上 17:17-24)。舊約也間接預言或預表末世的復活，但出現的經文

不多(例如詩 71:20；賽 26:19)。 

 14 節的「枉然」與 10 節同字。這裡出現兩次「枉然」，在原文寫作的順序，都擺在句子前頭，

表示加強語氣。若沒有復活，福音本身是個騙局。而讀者當時的信心是從福音引發的。若福音

是個謊言，那麼所產生的信心也是虛謊的。如果基督沒活，福音訊息本身是虛空的，相信這訊

息的信心也是虛空的。 



 「明顯」(和合本)，原文是被動語態動詞，直譯是「我們被查明(發覺)出來」，或是「我們被人

認為」(新譯本)。「為神妄作見證的」(和合本)，或「替神作假見證的」(新譯本)，意思是神做

了某事，人卻說祂沒做；或是反過來，神沒做某事，人卻說祂做了。「替神作假見證」其實是

大大得罪神，幾乎等於與神敵對，控告神作假。 

o 15:16-19 第二回合論證，如果沒復活之事和其結果。保羅基本上重複上一段的論證，仍然是省略中

段論述的「三段論法」，而且還是用否定律來做推理。首先論證一，前提是「沒死人復活之事」

15:16a；中段省略「耶穌死了」的論述；因此結論是「沒耶穌復活之事」15:16b。然後論證二(跟著

第一個論證來的)，前提是「沒耶穌復活之事」15:17a；中段省略「耶穌死了」的論述；結論是「信

耶穌復活之信心是枉然 15:17b、信徒仍在罪裡 15:17c、死去的信徒要滅亡 15:18、信徒比所有人更可

憐 15:19」。然而，這段經文不像上一段，保羅沒有總結這兩個論證。 

 17 節的「徒然」與 14 節的「枉然」，是不同的字。「徒然」原意有「沒有真理、說謊、虛妄」

之意。這兩節說明，不信耶穌復活之「信仰」，除了空虛無用之外，也是說謊虛假之信仰。基

督若沒復活，表示人的罪沒被赦免，也沒被神稱為義，根本沒任何救贖可言。那麼信徒還是要

為自己的罪，接受上帝的審判(羅 6:23)。 

 18 節，「在基督裡睡了的人」(如同下文 20 節)，就是指那些已經死的信徒。「滅亡」不是指完

全消失煙滅不存在，而是指「沉淪」。早期基督信仰改變當時希臘/羅馬時代人對死亡的觀點，

也改變今天世人對死亡的觀點。因為死亡是一切的完結，是人類最大的敵人。然而對基督徒而

言，死亡不過如睡覺(帖前 4:13 以下)，基督的復活已把死的捆綁毒鉤除去(55 節)。 

 19 節的「指望」(和合本)，或「盼望」(新譯本)，原文是完成時態，表示從信耶穌開始到現在，

還在「指(盼)望」。若把今生指望放在沒有復活的基督身上，比眾人更可憐。因為信徒只為一

個謊言而活，或是信徒由於信仰多受損失、逼迫、羞辱，最後還是滅亡，或是錯過今生暫時的

罪中之樂(15:32; 林後 6:4-10, 11:23-29)。 

o 15:20-22 第三回合論證，推翻前兩個論證，因此基督真已經從死裡復活。上文 13-19 節一連串七個

「若」的假設前題，保羅筆鋒一轉，肯定基督復活的事上，以及基督復活的後果。他說基督已經復

活，成為將要復活之人的明證或憑據。表示信徒在末後的日子也必復活。這如同「死」由亞當一人

而來，「復活」也由耶穌基督一人而來 

 20a 節，句首「但…」(和合本)，或「現在…」(新譯本)，應該是「但現在…」，強調上文 13-19

節的說法全是錯的。經文用「已經復活」完成式時態，說明基督不但在過去歷史上某一天復活

了，而且一直保持復活的狀態到如今，而且還會持續下去。「初熟的果子」表達耶穌是第一個

死裡復活的。舊約裡面以色列人過「初熟節」，要把初熟的果子或禾稼中第一捆禾穗，帶到聖

殿獻給神，預表耶穌基督的復活(利 23:9-11)。「初熟的果子」，也有明證或憑據之意義，保證

其餘的果子即將成熟，也就是說基督徒將來必有豐滿榮耀的復活之憑據(保證)。 

 21 節，亞當一人犯罪，死就臨到了眾人(羅 5:12)。耶穌基督一人既從死裏復活，信祂的人也必

從死裏復活(約 11:25)。亞當犯罪的結果，給人類帶來了兩種「死」，靈性的死和身體的死。耶

穌復活的結果，給信祂的人帶來脫離靈性的死，叫信徒得著重生，同時也救贖信徒的身體，將

來得著復活的身體。 

 22 節，「在亞當裡眾人都死了」，指亞當犯罪的結果，給人類帶來了兩種「死」，靈性的死和

身體的死(創 2:17; 弗 2:1-3)。靈性的死，是指屬血氣的人，繼承從亞當來的罪性，不願意接受也

沒能力明白神的事(林前 2:14)；而且他的身體也遲早也會死，被死亡和罪所捆綁(羅 6:16-17; 來

2:15)，將來要接受神公義之審判而滅亡。「照樣，在基督裡眾人也都要復活」，指信耶穌的人，

是靈性活過來的人(弗 2:4-5)，是屬靈的人，願意接受也有能力領悟神的事(林前 2:14-15)，在基

督裏是新造的人(林後 5:17)，將來也要復活。亞當一人犯罪，帶來整個人類的滅亡，耶穌一人

順服帶來信耶穌的人被稱義並要復活。 

o 欲知更多 15:12-22 經文的詳細注釋，請參考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聚會材料(教師本) 03/13, 2015。

【http://www.immanuel.net/masoncc/2014FridayNightBibleStudy/BSTG_2015_03_1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