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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Sermon：2010 年七月 4 日 

我信身體復活（七）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經文 

腓立比書 3:20-21 節：「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他

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前言 

新加坡城市豐收教會的康希牧師擅用了教會的錢，這樣的事在靈恩運動盛行的今日又添一樁。

保羅要我們「留意」看那些照他們榜樣行的人，可見，擁抱康希的台灣教會依舊未盡留意之責，

欠缺屬靈的判斷力，而不留意的人與教會的結局就是腓立比書三章 19 節。看到台灣教會過往

曾擁抱的國外牧師，不論來自美國或東南亞，一個個皆在錢財上玷污了自己，不知何時才醒悟

和留意過來。耶穌揀選的門徒各有各的缺點毛病，所有缺點皆可改，唯有在錢財上有瑕疵的人

難改，因為在錢財上不潔的人就是猶大。耶穌身旁況且有猶大，那些凡不傳上帝的道，不以基

督十架為中心，人數卻快速增長的教會，必有不定時炸彈在其中。 

押沙龍：在神權統治下之不信的人 

我請各位先讀撒母耳記下 13-18 章，看看押沙龍這個人，身處在神權統治下，過的卻是一個不

信的人生。 押沙龍是個外表俊美，從腳底到頭頂毫無暇疵的人，若說他是舉世無雙的美男子，

當不為過。但是，押沙龍的性情之拙劣與內心的奸詐實在與他的俊俏的外表毫不相稱。我們看

到，他設計殺害堂兄弟，又大膽地欲置其父大衛於死地，完全不像一個具有王家氣息的人。我

們當以押沙龍為誡，進一步地認識到，若我們不重視基督十架，行事為其仇敵，專以地上的事

（報仇與奪位）為念，終究以羞辱結束一生。 

不相信大衛王的判斷 

押沙龍的父與母皆為王室中人（其母為基述王達買的女兒瑪迦），他是大衛諸子中唯一留著正統

王室的血的人。又，他生長在皇室，且受教於上帝律法之下，這諸多旁人不及的優勢，使人認

為押沙龍在眾子中必是人中人，龍中龍。無論從什麼角度看押沙龍，絕對難以相信他是不折不

扣的殺人犯。 

但是，當他心愛的妹妹他瑪（撒沙龍甚至叫他的女兒為他瑪），公主中的公主受暗嫩強暴後，性

情便渾然大變。押沙龍每在家中看到他瑪，就想起這惡事，他這尊貴家庭因暗嫩有了不名譽的

玷污，心中對暗嫩的恨也就越加深。押沙龍見大衛王雖氣憤暗嫩卻遲遲不懲罰他，過了兩年，

還是沒有動靜。暗嫩是長子，將來很可能繼承王位，到時候，押沙龍將無法自處。於是，押沙

龍再也等不下去了，便欺哄大衛，藉剪羊毛之故，自設鴻門宴將暗嫩殺了，為他瑪報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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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暗嫩本是大衛王之責，但押沙龍卻越徂代庖，擅自作了這事，失了自己的本位。 

不相信上帝所立的王，欲取代之，並殺之 

押沙龍自殺了暗嫩，躲在妻子的娘家三年之後，蒙大衛恩再次回到耶路撒冷，住了兩年，心又

起篡位之念。他在城門口接受人民的訴願，並說「恨不得我作國中的士師！凡有爭訟求審判的

到我這裡來，我必秉公判斷」（撒下 15:3-4），由此看來，他對大衛王始終未對暗嫩做出任何處

置，心中還是耿耿於懷，不認為大衛適合作王，因他不能處理不公義的事。若有人近前來要拜

押沙龍，押沙龍就伸手拉住他，與他親嘴。這樣，押沙龍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最後，押沙

龍終於如願地進入耶路撒冷，得了王位。 

耶路撒冷是何等之地，既有聖殿，又有王宮，押沙龍之舉便顯示出其內心深處根本不相信上帝

所立的王，且不相信上帝會引導祂所立的王。更甚者，押沙龍不滿足於已在耶路撒冷作王，竟

然將亞希多弗殺大衛的建議聽了進去。當人已有殺人之心，則再也無法挽回，如猶太人殺主耶

穌，該隱殺亞伯等。押沙龍殺了自己的兄弟，又想殺他的父親，他即便有美麗的外表，心卻是

如此的污穢狠毒，他無暇疵的外表又如何？這樣，我們就明白為何腓立比書三章 18-19 節所說

與我們將來榮耀的身體有關，因為身體與靈魂必須相配，兩者皆當榮耀。 

實際教訓 

我之所以題這些事乃是要從押沙龍身上學到教訓： 

(1) 人身雖在（神權下）的教會，但人心卻可能不在天上；心不在天上必以地上的事為念，以

地上的事為念之人就思不透上帝的作為，不知上帝作為就會做出失格失禮，不信的惡事。  

(2) 押沙龍因未得著公義的報償，不認為大衛是公義的王，故欲取代大衛作王，成為祂百姓公

義的出口。亞倫與米利暗看到摩西居然取了古實女子，心中早已對摩西的道德性產生懷疑，故

趁機在百姓面前毀謗摩西（見民數記 12 章）。我們看到，押沙龍以橫死結束生命，上帝則使米

利暗長大痲瘋以羞辱於眾人前。從押沙龍與米利暗的例子來看，他們的心雖大，不過只願意做

地上王。這樣的人不願意處理他心中怨恨之事，排拒基督十架在他身上有任何效用，最後以羞

辱結束人生。 

(3) 押沙龍受辱而心中有恨，有怨恨的人必隨時等待機會，伺機反擊施辱之人，他整個人的心

思被這事牽絆而未釋懷，這是另一種以地上的事為念的型式。基督十架對我們這方面帝治死有

絕對的功效，況且上帝也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關於大衛 

我們常不解大衛的表現，他大可事先制止押沙龍的行徑，使事態不要有嚴重的發展，但他卻沒

有。大衛可能認為押沙龍是他心愛的兒子，是他的種，再怎麼邪惡也不致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再加上，上帝已在十誡明說，「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大衛如此

地愛上帝，他的孩子也壞不到那裏去？這事讓我門看到，上帝一切應許皆在基督裏，他施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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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基督裏施慈愛，我們及我們的孩子在基督裏愛上帝，祂必向我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天上的國民 

是的，以地上的事為念的後果是嚴重的，時候到了即沒有挽回的機會。保羅訓誡完基督十架仇

敵的特徵之後，他轉而續述屬基督之人真正身份為何，他說他們是「天上的國民」。簡單地說，

保羅正在向「天上的國民」說話，故凡是天上國民者，皆須聆聽保羅的教訓。我須在此特別強

調這件事，因這是平信徒常常忘記的事。縱讀諸保羅書信，他的心主要是在平信徒身上，而不

是在教會領袖身上。請讀第一章 1 節，「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

基督耶穌裏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大家看到了沒有，保羅先題眾聖徒，再題教

會領袖。 

根據哥林多前書五章 9-13 節，保羅要教會如何處理行為不檢的弟兄？他要全教會所有的人一起

處理。根據加拉太書六章 1 節，保羅要教會如何處理可挽回的弟兄？他要全教會所有的人一起

處理。事實上，所有使徒書信都是對全教會而寫，要教會內的弟兄姐妹一起行事，如雅各書以

十二支派為書寫對象，使徒約翰的書卷與猶大書也未題到教會領袖。 

使徒彼得也是一樣，他寫給所有被揀選的人，他若對教會領袖說些什麼，卻是提醒他們，要牧

養在他們中間上帝的群羊，且不是轄制上帝所託付於他們，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彼前 5:1-3）。

這不是說教會不需要領袖，但是新約聖經所謂的教會，主要指的是所有弟兄姐妹，而教會領袖

是教會的僕人，保羅說：「我們…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林後 4:5）。 

親愛的弟兄姐妹，大家是教會的主體。 

道不同，不相為謀 

保羅說：「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他以「卻是」來強調一種相對，是沈淪者與天上國民的相對。

這兩者的相對是絕對的相對，基督徒不是在這條路上，就是在那條路上，兩者是道不同，不相

為謀。因此，上帝藉保羅啓示眾教會說，教會中存有兩種完全不同性情的人，一種隨著世界的

潮流行的人，另一種則是逆流的勇者，而我們當與後者攜手同奔天路。 

不可與這些人為伍：不可與這些人為伍，因為有關肚腹的事常是感官的；我們必漸而認同這些

人的立場，進而在他們的教訓中成長。我們當時常提醒自己，靈魂的重要與尊貴，當知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並且也要時常提醒自己，天父與基督比任何人都值得敬拜。 

上帝已在伊甸園說，女人的後裔與蛇的後裔必彼此相爭，故我們不必訝異著教會裏存在這兩種

不同後裔性情的人。因這是上帝的御旨，而耶穌又說：「召的人多，選上的少」，這兩種人的呼

召便不同，一是為聖靈上帝所呼召，好使基督成為其生命的王；另一種則是事奉魔鬼的一群。

由於生命掌權者的不同，故一種是天上心，另一種則是地下情，這兩種性情的不同使得結局也

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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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群體 

保羅說，「我們 …」，換句話說，這是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而不是喃喃自語。這就告訴我們，天

上是一座城市，這座城市的最高統治者是主耶穌基督，它的市民是真基督徒，受上帝律法的管

轄，豐豐富富地滿有生命的糧，其中言語是真道，沒有獸語；它是一滿有自由之處，即魔鬼毫

無勢力在其中，沒有律法的咒詛，罪的試探，是一永生之地。 

這樣，基督徒就像向這天城而行的朝聖者，在過程中雖有地上居民的呼喚，卻不為所動，堅毅

地向目標前進。他在行進間深怕自己走迷了路，故一直不斷，晝夜尋求主耶穌的引導，期望雲

柱火柱顯其前，並渴求主常賜能力，得全副武裝，歡喜地走在這條天路上。因此，基督徒矢志

其心常存在天，也渴望與其他基督徒常談天上語，以認識主耶穌基督為至寶。絕不使地上事攪

擾 

如何知自己在天上，或交談在天上？基督徒因知主基督在天上，他在那裏已為我們預備住處；

基督徒也因著信，知他在天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 11:1）；也

是因著盼望，因著渴慕，並且晝夜思想上帝那深奧的智慧。最後，持續禱告在上帝施恩寶座前，

蒙祂的喜悅。 

人內心深處總有個盼望，將來比現在更好，那世界比這世界更佳。但由於基督徒有主機督坐鎮

在天，故所言一切皆有憑有據。因此，當保羅說「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時，這不是一個假設

情況，或是一個無根的嚮往。反而，保羅已經認定他現在就在天上，就是天上的國民。無論他

人在地或在天，他皆在上帝榮耀的恩典中， 

 

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基督在天上，基督會第二次來臨，這是基督徒的盼望，這盼望是基督徒行走天路的因由。 

1. 基督在天上：基督現在在天上，就不在地上。天主教說基督在餅裏，路德宗說基督隨著餅，

這些都是不對的講法。聖經明說，基督現坐在上帝的右邊，就因為如此，他才差遣聖靈來，作

我們的保惠師。 

2. 基督的再來：這句話直接告訴我們，基督還要再來，而這件事尚未成就。基督第一次來是以

罪身呈現，第二次來即以榮耀之身顯之。這一天是所有受造之物的期待（羅 8:37），是他的子

民盼望的實際，是他道成肉身的原由，是他升天前賜下的應許（徒 1:11）。 

3. 基督再來是基督徒的盼望：凡是天上國民者，基督再來是他們的盼望。「等候」意謂著該人

的盼望、信心與耐心。信心使我們所盼望的有根基，知道主所說再來的應許必定成就。因所盼

望的事尚未成就，故有信心的等候者必是一個有耐心的人。因此，基督徒的性情必如此，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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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盼望、有耐心。 

盼望在基督徒重生而信基督時就有了，彼得說：上帝「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

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彼前 1:3）保羅說：「上帝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

明出來，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

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多 2:13） 

這盼望的道種既在基督徒裏面，這道種一如在婚約中的少女，會隨時間而長成長大。換句話說，

基督徒盼望基督的再來必隨他越深地認識基督而越強烈。我們盼望基督的到來表示我們現今尚

不完全，即未來那時刻必好於現在這時刻。在基督第一次未來前的人盼望基督的到來，而在基

督來了之後盼望他的再來以使我們得以完全。因此，天上的國民必盼望更高的喜悅。 

每一個人（包括基督徒與非基督徒）都有個盼望就是，將來比現在更好，更幸福快樂。然而，

沒有一個人在壽終正寢時可說完全得到這盼望。固然有人自己已得，但他依然掛念他的後嗣的

情況。只有基督徒的盼望才是確實的 

殷切、引頸期望的意思，好像日日佇立在家門口等待丈夫回家的妻子 

 

盼望 

 

救主 

中文聖經寫救主，英文聖經寫的是 the Savior, the Lord Jesus Christ。 

Savior：耶穌基督為「救」主，他對為我們的工作就是救我們脫離兇惡，撒迦利亞書 13:1 說：

「那日，必給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開一個泉源，洗除罪惡與污穢。」也就是說，基督寶血

的泉源不斷流在他的身體–教會內，使凡屬他的人之罪惡與污穢得以洗除。那，如何洗除？第

九節說：「我要使這三分之一經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試煉他們，如試煉金子。他們必求

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說：『這是我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神。』」 

主耶穌以聖道來熬煉我們，而我們（即那三分之一的）乃是以聖經作為熬煉唯一來源的人。至

於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因喜愛預言，不愛聖經，故是被剪除而死的一群。主耶穌救我們必救到

底，這給我極大的安慰，使我們盼望末日的到來，因主在那日必「除滅偶像的名，不再被人記

念，也必使這地不再有假先知與污穢的靈。」 

Lord（主）：耶穌基督不僅是「救」主，他也是救「主」。這位主擁有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

的權柄；他並擁有凡被他寶血救贖的人，因他們是被它以重價買贖的人；他是將魔鬼權勢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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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底下的主；他是萬主之主，即不需要受造物任何扶持幫助，一位完全獨立行事的主；他有權

柄赦罪，使人得平安，亦有權柄不赦罪，使人活在罪的恐懼中；他因死裏復活，故是永遠活著

的主；他是聖潔的主，從不誤用他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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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Sermon：2010 年七月 18 日 

我信身體復活（八）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稿 

經文 

腓立比書三章 17-21 節：「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他們的結

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我們

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

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法利賽人與猶太會眾 

我們認為今日是科學時代，所得知識比福音時代還多且廣，故我們常以為福音書所寫的與我們

今日生活沒有多大關係。固然，今日對物理瞭解的程度，以及科技帶來生活上的便利是福音書

時代絕對比不上的。甚至，今日任何基本國家的軍事力量皆可打敗當時強盛的羅馬軍團。但是，

從屬靈的角度來看，兩個時代的人卻沒什麼差別。 

福音書的猶太會眾之於法利賽人與今日教會會眾之於教會領袖，兩者時代雖相隔甚遠，但其間

的關係並無不同。當時的猶太社會處理公眾事務的是公會（sanhedrin），其中主要成員是撒都

該人與法利賽人。撒都該人謹守文字聖經的傳統，不任意解釋之，他們常是年長者，也位居公

會中的高位，包括大祭司。然，法利賽人卻不同，他們大都是猶太人中年輕的學者，喜愛口述

律法，解釋再解釋這些律法，也會試圖找出古老文字律法的深層意義。法利賽人對律法的熱心

可從未信主前的保羅即知（參腓 3:5），不過，撒都該人不承認口述律法的權威。 

猶太公會早在耶穌前幾個世紀即已存在，但到了耶穌降生時，法利賽人早已得勢並主宰猶太宗

教走向。他們已經使大多數猶太人相信，摩西律法並不是所有，還有許多上帝的律法藏在口述

律法中，以及將口述內容寫下的諸書卷中，叫 halakah 和 haggadah。其實，法利賽人早已肆

無忌憚地擴充口述傳統的範圍，猶太會眾（尤其是婦女）也因此較愛聽法利賽人所解釋的律法，

也會捍衛他們的言論。一般會眾喜愛口述律法，因為這些律法會因應時代的不同而又不同解釋。 

親愛的弟兄姐妹，看看我們四週的基督教會，雖無法利賽之名，行事確有法利賽之實。教會不

愛傳統的講法，喜以新潮吸引會眾，愛新甚於愛舊，口中言常隨會眾的喜好而轉。會眾愛輕鬆，

不喜太多腦力的講道，教會便用心於此，以滿足會眾這需要。正如法利賽人愛新，將不是 

耶穌常在猶太會堂與民間中，故與法利賽人接觸的機會比撒都該人多。耶穌責備最多的就是法

利賽人。主耶穌責備猶太人，說他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為什麼不？因為他們不是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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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聽不得主的聲音。這是何等大的責備！ 

這使我想到，當我們引用其他人之語前，要十足的明白那人說話的意思，可回答多層之問，否

則我們只是鸚鵡，只會其音，不明其意。大家看到了沒有？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 

耶穌基督的大能包含三方面：上帝、魔果與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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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Sermon：2010 年七月 25 日 

我信身體復活（九）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稿 

經文 

腓立比書三章 17-21 節：「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他們的結

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我們

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

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身體為何是卑賤的？ 

這「卑賤的身體」一詞對今天的人來說是新奇的，因為今日各方無不強調身體的需要，故人們

花在身體上的金錢是巨大的。其中，養生是王道，化妝與保養品銷售也一路長紅，在這樣情況

下，說，身體是卑踐的是笑話，是不入流的說法。然當記住，使徒言「卑賤的身體」乃是是以

天上的國民的身份論之，以天上身體的角度來看他地上的身體，兩相比較之下，後者是卑賤的。 

(1) 就身體組成成份而言，它是卑賤的。上帝以地上的塵土造身體，而人生命結束之後，身體

又被送回塵土中。最美麗或最強壯的身體無論在世的光輝多麼顯耀，也如其他人一樣，不能倖

免這結局，至終還是要歸回塵土。以此論身體，它乃是屬於低階層次之物，是卑賤的。最近，

有一女子為了愛美瘦身而厭食，最後卻因此猝死，這是多麼不智的態度。人若只看重外表，那

他是低層次的人；若教會徒有外在美麗的建築，也低層次的教會。 

(2) 就身體在死亡的狀況而言，它是卑賤的。頭上曾帶過冠冕的，現在卻躺在棺材裏；手中曾

拿過指揮棒的，現在卻躺在棺材裏再也舉不起來；頭腦曾運籌帷幄，思想治國大計，了解人生

意義，現在卻也躺在棺材裏。總之，這些尊貴者至終皆與低下者沒有什麼不同，兩者死時皆橫

躺在棺材裏。喪禮縱有豪華與簡陋的分別，但終究不過死骨一堆。  

(3) 就身體本身的需要而言，它是卑賤的。我們這身體需要許多東西才能維持它各部功能得以

正常運作。？也就是說，缺少這些東西，身體功能將退化。從這觀點來看，身體比使它得健康

的那些東西還卑賤，是這世界最卑賤的東西，甚至比蟲還卑賤，狗食一種就可，人食卻是須要

多種菜色變化才行。另外，當身體出毛病後，需要許多人與物來修補之。因此，就身體需要而

論，它不管在健康時，在疾病時，在年輕時，在年老時，都是卑賤的。 

(4) 就身體得病而言，它是卑賤的。疾病出於身體，卻會反過來侵蝕攻擊身體，正如樹蟲出於

樹，卻會反過來侵蝕它所蟄伏的樹。身體與疾病的關係好像火與水，一方得勢必擊敗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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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大時可滅火，火大時會使水蒸發。故，就疾病會吞食身體來看，身體是卑賤的。 

(5) 就身體持續在勞動的狀態下而言，它是卑賤的。約伯記五章 7 節說：「人生在世必遇患難，

如同火星飛騰。」這裏的「患難」是勞動 （labour）的意思，當人在勞動的狀態中，身體受損

的機率也就越高。上帝藉著身體勞動時所經歷的患難使人謙卑下來，最好聖徒的最好身體都必

須日日勞動，親手作工，日日遇患難。保羅說：「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弗 4:28），閒散

在家而不服務人終必服務撒但。 

(7) 就身體會引誘靈魂進入試探而言，它是卑賤的。服在它的慾望底下來看 Choler 使人容易發

脾氣，melancholy 使…。心靈想要作的事，身體常常限制之；當身體失調時，工作效率便降低。

人們早就意識到，千條弦造不出一把琴來，（一部鋼琴有 88 個音，每個音須三條弦，總共有 244

條弦），因為要將百千條弦調音準確並彈出美妙音符是何等困難的事。而人的身體有千千萬萬條

弦，只要其中一條失了音，就無法奏出和諧的曲目。如果身體有病痛，感到不適時，縱使世界

在你腳下，都不能使你舒坦；世上最能安慰人，使人感到舒服的，均不能安慰之。 

當然，身體的卑賤性還有許多方面，但就以上所述即知我們這卑賤的身體若不改變，與基督榮

耀的身體相似，它將是世上最為卑賤之物。想想看，人發怒時，充滿仇恨時，失望絕頂時，他

面容是多麼的扭曲！人當看看祂自己犯罪時的表情，是多麼可悲！約伯記 14:1 節說：「人為婦

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婦人本身就是軟弱的，有罪的，自其而生之人，一生多有病

痛，故人第一生多有患難是必然的事。 

「改變」 

基督對我們身體唯一要作的事就是「改變」之，請注意，保羅用的字是「改變」，而不是「新

造」。這日來臨時，基督不是給我們一個不同的身體，不同的長相，而是改變我們身體的特質。

上帝在人類歷史中曾經做過類似的事，降洪水後與降洪水前的世界是一樣的；即便將來上帝用

烈火燒盡這世界也與今日的世界是一樣的，在其中，上帝所作的改變是改變世界的質性。 

萬有的特性之一就是可被改變。舉亞當為例，他的身體與靈魂一直不斷的改變中：從完全無罪

態變為墮落有罪態，罪人從受審判態轉變為蒙恩典態，再從蒙恩態轉為榮耀態。而人的身體也

會改變，上帝從塵土造出人美麗的身體，這身體因罪轉為因病受苦的身體；從不流汗即可得食

的狀態轉為每日必須流汗才能活下去的狀態；從柔弱的變為強壯的，再變為衰弱的，最後又歸

於塵土。最後，人再從塵土態改變為與基督相似之榮耀的身體。若基督徒知道這真理將會得著

無比的安慰，因為知道我們乃一步一步地朝好的方向而改變，而身體則是最後的改變，之後便

不再有所改變，因為身體一旦與基督榮耀的身體相似，便不須作任何的變動。 

「他」 

基督是改變我們身體的作者。當基督有所動作，則作在屬他的人身上。基督不斷地練就我們，

使我們的越來越像他，因他是「那不能看見之上帝的像」（西 1:15）。而基督工作的順序是先改



4 之 11 

 

變我們的靈魂，再改變我們的身體；他第一次來為要改變我們的靈魂，使之不受撒但的轄制，

他第二次來就要改變我們的身體，使之不再朽壞，保羅說：「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

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 8:23）可見，我們兒子名分

的完全成全乃是在身體得贖時。 

「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 

那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身體將要作怎樣的改變？保羅說，「和基督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基

督不僅賜給我們他復活的生命，他還要改變我們的身體與他榮耀的身體相似。也就是說，基督

不僅是陶匠，他也是陶土；他不僅是作畫者，又是模特兒。所以，我們的新造不是在首先的人

亞當裏，乃在末後的亞當裏，其中有基督的聖潔與公義。 

相似：請大家注意，我們的身體雖改變與基督榮耀的身體「相似」，而不是改變得與基督的身體

「一模一樣」，即我們改變的是身體的本質。基督與我們之間必有基本的不同，他有那不可傳遞

的上帝的屬性是我們不可能擁有的。對受造的我們而言，與基督聯合已是最大最高的榮耀，這

也是受造的我們最為滿足的狀態，夫復何求。 

因此，我們所有的榮耀都不是自有的，不是首先的，而是蒙恩得來的。無論是我們的地位，或

是榮耀的身體，或是聖潔的靈魂，全都是因基督之故而得獲。基督是首先的，是在前的，他先

有，我們然後因他而有。他是上帝的兒子，我們因他而被收為上帝的兒女；他是上帝的愛子，

我們在他裏面而蒙上帝所愛。按次序，他復活而是初熟的果子，當他再來時，屬他的便跟著復

活；他升上高天，我們也必升上高天；他坐在上帝的右邊，我們也必坐在上帝的右邊。總之，

我們所有的皆因基督之故而有。 

所以，若我們因所擁有的而感謝上帝，當先感謝上帝賜下他的愛子。「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父上帝」，這是使徒的禱告，也當是我們的禱告。若父上帝不是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祂就

不是我們的父上帝。我們無法站立在上帝的面前，除非在一個完全的神人裏面。 

這樣，我們當要得什麼，都必須先來到基督面前，因為他的一切是我們期望所有，有了這一切

也就是上帝賜給我們的一切，「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因此，基

督是我們仰望、思想、頌讚、得福的對象。基督在歷史上的呈現顯明他不是抽象的領袖，而是

真實榮耀的主，管理安慰我們的主。 

 基督是我們榮耀身體的樣本，我們必改變與他榮耀的身體相似。知此，我們對身體的卑賤性就

不能像希臘哲學認為身體是無用的軀殼，或說這身體是臭皮囊，因為它雖然卑賤，但它會被改

變。任何恨惡自己身體的人，必也恨惡被改變的身體，因為是同一個身體被改變，改變它的品

質。 

我們當利用這卑賤的身體成就美好的目的，讓身體的每一部份作為治死己身的武器，為公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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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行善事。我們當尊重這將要改變的身體，用其做好事。讓我們將眼目拉到天上，我們的手

作好事，我們的腳服事上帝。這樣，我們的身體雖歸於塵土，乃是以榮耀的名歸之，在世上有

好名聲的方式歸之。我們的腦、手、眼、腳、口等的肢體不作義的器具，用之來抵擋上帝，我

們又豈敢思想，當基督榮耀的再來時，我們這卑賤的身體要改變像他榮耀的身體？若我們任意

的污辱我們的身體，那還有臉有復活榮耀的身體？ 

保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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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54）這卑賤的身體必變成永恆不死的身體。 

問：Wherein shall this glory of our bodies consist? 

有六大特質：perfect，beautiful，glorious，immortal，powerful and vigorous，spiritual 等。 

Perfect：身體須要肢體，感覺，或枝幹。凡因基督的緣故而斷手斷腳的殉道者，復活後的身體

必是完整的。 

Beautiful：亞當未犯罪前的身體是極為美麗的，以致眾受造看到他的時候都尊敬他，而受他的

管理。我們現今的身體雖扭曲，但當改變與基督榮耀的身體相似時，便極為美麗。 

glorious：耶穌在變像山的那一刻，聖經說他「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太 17:2），

啓示錄一章 16 節說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可見，基督在天上榮耀的身體必是光輝無比。當

基督以此光輝榮耀的身體再來時，那時刻將是多麼地榮耀，聖徒們也將是榮耀的，日月及其他

有輝芒的受造皆不及基督塗改變後之榮耀的身體 

immortal：這榮耀的身體將是不朽的，不再改變的，沒有疾病，沒有死亡。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

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啟 7:17）彼得說： 可以

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彼前 1:4） 

powerful and vigorous：這身體將是強壯與充滿活力的，可上升，可下降，顯不出一點虛弱。 

spiritual： 

 

問：How shall any Christian know that this body shall be like to the glorious body of Christ? 

基督徒的改變從他的靈魂先開始，改變像基督，全心的愛上帝與順服上帝，對人有憐憫與愛，

願做善事。所以，先從靈魂看起，其中的印記是什麼？像基督嗎？若是收納為上帝的兒子，必

有恩典與成為後嗣的靈在他裏面，必有聖靈所賜的平安與喜樂在裏面。誠然，靈魂轉變像基督

的人，有上帝兒女意識的人，其身體必也轉變像他榮耀的身體。我們知靈魂先為第一次的收納

為上帝的後嗣，身體再有第二次的收納而得贖。若我們有份於第一次的靈魂復活，也必然有份

於審判大日時之身體第二次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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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完全的救贖者，他不僅救贖靈魂，也救贖身體。他先救贖靈魂，終於救贖身體。基督取

了人性，亦取了身體，故恩典的工作在靈魂中，必也在身體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