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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Sermon：2012年七月 8日 

身體復活 

證道：王瑞珍牧師 

（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神學教育部部長） 

於基督教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逐字稿：蔡孟芳；編輯：皮敦文 

經文 

哥林多前書 15:5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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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禱告 

主，我們感謝你，我們人數雖然不多，但是我們能夠一次一次照著你的聖經來認識你，

能夠在這裏學習一起來敬拜你，事奉你，我們感謝你。主，我們當然也期待我們在你面

前，特別在傳福音方面，你繼續來激勵，來使用我們。主，我們也期待有更多人可以跟

我們一起來敬拜，也一起來領受你的道，一起來事奉，也一起來傳福音。主，我們此刻

仰望你，讓我們蒙你保守，讓使徒信經可以到達最後一次，我們仰望你。這短短的時間，

無論成聖或者最後我們身體得榮耀，主都有你自己的保守。這短短的時間，有你聖靈的

恩膏，在凡事上，在每一節經文，在每一個重點裏面教導我們，讓講的，聽的都蒙你聖

靈的保守，感動，開竅。主，讓我們今天的聚會達到你喜悅的效果，我們生命也進入你

所命定的豐盛。謝謝你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前言 

弟兄姐妹平安。加爾文在寫基督教要義的時候就照著使徒信經的這個次序，把他以前寫

過的把它編成四大段，第一段就是聖父，全能的父，第二段是聖子，耶穌基督，第三段

是聖靈，但是第三段除了聖靈，另外還有聖會，教會。但是談完聖會，聖而公之教會，

聖徒相通之後他又回到中間關於耶穌基督的救贖。其實整個信仰對我們人類最重要的意

義就在耶穌基督的救贖，所以他最後又回到我們罪得赦免，然後身體復活，得到永生。

這不是說有關上帝的最重要的事情，而是有關我們人類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最後回到

我們人類，我們信主的人得救這件事情，談到我們得救的過程，從罪得赦免就直接跳到

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我們在前面兩、三次，曾經從神的呼召臨到我們，我們向

神回應，我們歸正，重生，然後我們成為神的兒女，我們進入一個成聖的過程。我們上

一次也繼續談成聖，最重要的一個公式成聖是 already 但同時也是 not yet，我們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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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經成為聖徒了，但是我們的生活還有很多方面還需要繼續追求成聖。我們思想，情

感，意志，我們的言語，行為，價值觀，態度等等很多方面都還繼續歸正，我們靠恩典

入門，也繼續靠恩典成全，我們靠聖靈入門，也繼續靠聖靈來成全。所以我們上次談到

第五個步驟是關於成聖。我們現在要打開彼得後書第一章對成聖的事情我們用一點時間

來復習跟補充一下，然後再進入今天的最後一段是關於第六個步驟我們肉體得到永生這

件事情。 

聖徒得榮耀 

「得榮耀」不是神學家發明的，而是聖經的名詞，如腓立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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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升天後還要

再來，那時要照他自己的大能，就是將萬有（即信與不信）歸順於他的大能，把我們這

信者之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羅馬書 8:30節又說：「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

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我們是神事先所預定的，祂呼召我們，使我們稱義，我們的

罪已經得到赦免了，被上帝稱為義人的我們，靈魂已經得救宇稱義，最後還要得榮耀。 

基督復活的證據 

哥林多前書 1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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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

二使徒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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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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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比較詳細地提到我們得榮耀的過程。其中前半段講的是基督的復活，

第 15:3-8節說到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埋葬，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關

這段聖經提到有關於基督復活的三個證據：第一，有很多的證人，其中有磯法，十二使

徒，及未記名的五百多人。保羅說，其中一大半如今還在，也就是，保羅寫哥林多前書

的時候這些證人都還在。 

第二個證據就是，宣教的效果。使徒憑自己的口才其實沒有這麼大的能力，可以在短短

的幾十年中間將福音傳遍地中海四周大片的江山，包括北非，西亞，歐洲的南方到西班

牙，到義大利。第 15:11節說：「不拘是我，是眾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

真正的福音其實是不好傳的，真正的福音是要勸人家向神悔改，要承認自己的虧欠跟軟

弱，而人都很愛面子，怎麼會認罪悔改呢？不好傳，還是要傳，因叫人家信服的，不是

我們的口才，神的靈可以在不好傳當中還是陸陸續續叫一些人得救。使徒如此傳，人家

就如此信了，這個也是在證明這個信仰是真實的。 

我們傳基督的死而復活十字架的道理為什麼會有這個效果，這兩千年來已經傳遍天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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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萬民，傳到地極，現在多數的民族已經有福音了，新約已經翻譯成三千種文字了，很

多偏僻的地方已經有人去傳福音了。我這十幾年來在中國的西北，我連續十二年去新疆，

前面三年還去甘肅，清海，寧夏省等等，我已經親眼看見在這偏僻的地方，天山有二千

公里，我還上去到帕米爾高原，路邊的山就是七千七百公尺，我親眼看見在這些離海洋

最遙遠的地方已經有一些地下教會。這些穆斯林，這些回教徒陸陸續續有一些家庭教會

已經成立起來了，可能有幾百個，因為我碰到的就好幾個，我沒碰到的就更多，因為新

疆太大了，新疆有四十四個台灣那麼大，所以我無意中碰到就好幾個，就在這幾年發生

的事情。所以這樣傳，而且就照耶穌事先所預告的，真的傳到地極，最極端，最偏僻的

地方。能夠有這個能耐就是因為耶穌是活的，只傳一個做人的道理，沒有這個能耐。這

是第二個復活的證據，宣教的果效。 

第三個證據在第 29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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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耶穌沒有復活，為死人施洗不就是白洗了嗎？保羅沒有解釋他

們為何要受洗，有兩種可能，一是，那時新約還沒有寫作完成，有些真理還不是那麼清

楚，所以說不定真有人信耶穌來不及受洗，由他的子孫代替他來受洗；另一是，（我覺

得更有可能），如果基督沒有復活，死人就不會復活。保羅寫這段時，說不定是指著那

些已經死去的基督徒，他說如果沒有復活，那我們為這些死人施洗，其實這些人當年是

活著的。保羅傳道二十幾年，現在有很多基督徒死了，那時候很多人五、六十歲就死了，

所以保羅講這個為死人施洗不是幫死人洗，而是說如果基督沒有復活，那我為他們施洗，

現在他們死了，那沒指望了，因為沒有復活，復活是我們基督徒自欺欺人的，其實很可

憐，沒有復活，那他們就是更可憐了。 

但，是不是真的這麼可憐？不是。如果沒有復活的事情，保羅說，我們為何時刻冒險呢？

我們為何天天冒死呢？我們為何同野獸戰鬥呢？（參第 30-32節）那時候的羅馬帝國是

非常邪惡的，叫這些重刑犯在羅馬競技場與野獸搏鬥，也有些基督徒在這樣的情況下殉

道的。使徒天天冒險，冒生命的危險傳道，只因他們遇見復活的耶穌，有一次還特別向

保羅顯現。他們死都不怕只因他們知道耶穌真的復活。 

所以，第三個證據就是門徒的改變。當初最勇敢的彼得，其實已經三次不認主了，他已

經跑回去重操舊業。他是一個漁夫其實也是一個船長，他不是一個普通打漁的，他有自

己的船，說不定還有自己的船隊，但無論怎樣，他已經帶了一些門徒回去打漁了，但現

在他變成一個最勇敢的使徒。彼得最後是殉道的，保羅也殉道，保羅提到為什麼我們要

這樣子冒險呢？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改變，保羅原來是逼迫耶穌的，現在變成為耶穌而殉

道，冒死，這個唯一能解釋的就是他們真的遇見耶穌了，耶穌真的復活了。 

我們也將復活 

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前半段講耶穌的復活，後半段則講我們的復活。 

哥林多前書 15:35-38「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什麼身體來呢？無知的人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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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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會問，死人怎麼復活呢？是以怎樣的身體而來呢？保羅說，無知的人哪，（這是直

譯，意思是，難道你們不知道嗎？）你看那種到地下去的種子，如果過了一年挖開，還

是原來那個種子，就表示它沒有生命。種子種在地裏，看起來好像是死掉了，但是其實

它是變成一個新的形體，結出很多的子粒來了。保羅說，我們死的時候埋葬，這很像種

子種到地底下，但我們的復活卻不是照原來的樣子復活。種下去的是子粒，但復活是另

一個新的形體。其實種子都差不多都是小小的，連大樹的種子也不是像一顆大石頭，你

看鳳凰樹它的種子算是很大的有一到二公分那麼長，整條掉下來你撥開看看，連鳳凰樹

這麼高它的種子也只有一、兩公分而已，大部分是 0.1公分甚至於更小。所以種下去看

起來是土土的，咖啡色，黑色的不怎麼體面，可是卻長出各種不同的形體來。 

哥林多前書 15:39-41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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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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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9 節以後，保羅從植物轉入動物，從地上轉到天上。保羅說，動物也是一樣，人是

一樣，獸是一樣，鳥是一樣，魚是一樣；也說，天上的形體也是跟地上的不一樣，天上

的榮光跟地上的榮耀是不一樣的，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日光

燦爛，月光皎潔，星光閃爍都不一樣的，而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這裏在暗示說，

我們將來的榮耀是不一樣的，同樣是榮耀但是卻有不同的榮耀，沒有信的就沒有這個榮

耀，不過，信的還是有不同的榮耀。 

復活時的四大變化 

哥林多前書 15:42-44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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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時的第一個變化是，會朽壞的身體會變成不朽壞的身體。我們基督徒所信的不是靈

魂不朽而已，我們是包括肉體不朽。事實上，不但是肉體不朽，而且是一個榮耀的肉體。 

第二個變化是，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是榮耀的。這裏的「羞辱」指的是我們死的那個

身體，在上帝看是不好看，而不是指道德上的羞辱。有人說他死的很安詳，乃是指靈快

要死的那個氣質，因有人面對死亡是很安詳的。我父親要過世的那一夜，護士告訴我說，

他的器官在快速的衰竭當中，不過，他的頭腦還是很清楚，眼睛，嘴巴，耳朵都完全好

的。我看他身體越來越痛苦，我就跟他說，你已經預備好去見上帝了嗎？他說我已經預

備好了。我不忍心看他那麼痛苦，我就跟他說，那我要不要為你禱告，讓你快一點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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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去，他說好，他一點都不害怕。所以，我們說死亡的安詳是在講氣質。 

但是，人死掉的時候，生命一離開，沒有一個屍體是好看的，在上帝眼中看這是羞辱的。

我們都是亞當的後代，是被罪玷污的後果。上帝造的人類，亞當和夏娃其實可以永遠都

很漂亮的，但因離開神，就走向衰老，死亡，在上帝看這太難看了。我們的復活是照著

死的樣子復活嗎？當然不是。如果是照著死的樣子復活，那我不要復活，那太難看了，

那是羞辱的。我們說身體的復活，我們稱為得榮耀。 

第三個變化是，我們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是強壯的。男人的氣魄不是靠肌肉，而是擔

當。然，這裏告訴我們，上帝看那種強壯還是不強壯，因為人離開上帝以後，這個強壯

變的很短暫，也變的很有限。上帝看這些壯士只是暫時強壯，而且也很有限，只有復活

的才是永遠強壯。 

第四個變化是，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是靈性的身體。這一點最難解釋，靈就是靈，

體就是體，什麼叫「靈性的身體」？我們現有這個身體都是屬血氣的，不喝就會渴，不

吃就會餓，多做一點就會累，長期過勞早衰會過勞死。我們受血氣的限制，可是我們復

活就不再受這些血氣的限制，是靈性的身體。從耶穌復活的身體可以了解其中的意思。

耶穌復活向門徒顯現，有些門徒還以為是魂飄進來了，怕的要命，但耶穌說你們可以摸

看看，故耶穌的復活是肉體復活。而這肉體沒有受到血氣的限制，物質與時空的限制，

是個非常自由自在的身體。 

門徒是耶穌的共犯，耶穌被判死刑，門徒也嚇得要命躲起來了，門鎖的緊緊的。耶穌突

然出現，他沒有敲門，就突然就出現了，那不是一股魂飄進來，而是真的一個有血有肉

的身體的出現。明明是物質，卻超過物質的限制，耶穌升天是他的身體升天。耶穌復活

四十天之久，分好幾批向門徒們顯現，是身體顯現。耶穌有一次還陪他們吃早餐，還烤

魚給他們吃。若你參加聖地之旅，只能吃炸魚，彼得魚，好像只是炸吳郭魚，折合台幣

大概要五百塊。有人在魚嘴巴裏還會發現一塊舍客勒。為什麼會發現一個錢幣？因為彼

得曾經有一次去釣魚，耶穌說那魚的嘴巴裏有錢。所以有些餐廳老板要給客人一個驚喜，

有些魚嘴巴會放一塊錢幣，不過是最小的錢幣，不是很有價值。有人真的發現耶穌真的

肉體，在加利利湖邊，他還烤魚給他們吃。他的升天是很瀟灑地就這樣飄上去了，不需

要任何的工具，我們的復活也是這樣，是肉體，可是這個肉體卻完全的自如自在。我們

基督徒最後得榮耀是身體得榮耀，身體不但復活而且有一個榮耀的變化，變成一個不再

受血氣限制的身體，永遠是這麼自由自在。這是談到復活時的四大變化。 

為何需要變化 

哥林多前書 15:50-52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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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

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

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身體復活 - 6 - 

我們為什麼需要有這種變化呢？因為有這個血肉之體不配承受神的國，這個必朽壞的不

能承受那不朽壞的。我們基督徒是靈魂先得救，可是實際上我們的身心都有一些不好的

遺傳，而且從環境也有一些不好的感染。上帝是很有潔癖的，絕對是完美主義者，我們

的身體無論有多漂亮，多強壯，在上帝看都是不配進入基督不朽完美的國度，所以我們

都需要改變。 

第 51節再補充一點，說，「我如今把一個奧秘的事告訴你們。」講到奧秘時，耳朵要豎

起來聽是什麼奧秘？就是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人會說，這是什麼奧秘？

說穿了，好像一文不值，其實不是一文不值，如果保羅不講出來，沒有人懂，連最有學

問的人也不懂，現在說穿了，好像一聽就懂，其實是因為說穿了。但，說穿了並不是就

一文不值。 

有一個故事，有一隻鸚鵡很會講話，牠是魔術師的助理，跟魔術師配合做很多的表演。

可是這隻鸚鵡忍耐不住，魔術師每次表演完畢，牠就說穿了，把魔術裏面騙人的地方都

講出來，魔術師氣的要死真想把牠殺掉，烤來吃。可是，這隻鸚鵡又很聰明，跟他配合

還是可以到處去表演。有一次，魔術師要出國去表演，船撞到一個礁石觸礁就沉下去了。

這魔術師帶著鸚鵡趕快坐救生艇逃命，很小的救生艇，附近有個小島，他們得救了。奇

怪的是，這隻最愛講話的鸚鵡這次從頭到尾一個字都沒有講。魔術師問牠，你是最長舌

的鳥，這麼愛講話，怎麼這次從頭到尾一個字都不講？牠說，我這次真的看不出來你是

怎麼把那條大船變不見的。這隻鸚鵡以為老闆是在變魔術，大船變小船。 

如果保羅不講這奧秘，我們真的不懂，而這奧秘就是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在聖經裏面，「睡覺」就是死亡，對基督徒來講，死亡就是睡覺，因為我們不是永遠的

死亡，我們暫時睡了，耶穌再來，我們就要醒過來了。但不是都要睡覺，有多數的基督

徒是已經死了，而我們當中也可能多數是要死的，但是說不定福音傳快一點，傳遍天下

傳給萬民，然後傳遍天下，耶穌就要回來了（參馬太福音第 24章）。 

現在，福音真的就要傳遍了，幾乎每一個民族都有福音。我親眼看見，這十年的中國，

在偏僻的回教民族已經陸陸續續成立很多家庭教會。所以，我們有生之年，可能有機會

不必睡覺，不用經過死亡就直接升天。上帝有辦法從 1978 文革的後期，讓中國那少數

幾十萬的基督徒產生大爆炸變成一百多倍，甚至於是兩百倍以上。現在的中國至少有五

千萬的基督徒，所以他增長的不只是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可能兩百倍，就在短短

的十幾，二十年有很大的突破，傳到很偏僻的地方。難道上帝沒有辦法用更短的時間讓

福音穿越中東回到耶路撒冷嗎？有可能的。中國那麼大，宣教士傳了兩百年只有幾十萬

的基督徒，雖不少，但比例很低，但竟然在十幾，二十年裏面傳遍中國。文革的時候大

概三十萬左右，後來變成三、四千萬以上。如果那麼短的十幾，二十年時間，在 80 年

代有大突破的話，如果上帝要讓他用同樣的速度或更快的速度穿越中亞，穿越中東回到

耶路撒冷，那我們可能不用經過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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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要講的奧秘是不管有沒有經過睡覺，都要改變。即使你正是青春美麗，活潑強壯的

時刻也不是這樣升天的，因為在上帝看，這都還看不上眼。因為被罪玷污過的人類，即

使是最漂亮的，在上帝看都還是有殘缺，是短暫的。上帝要給人永遠榮耀，美麗，強壯，

上帝一定要把他改造過然後才升天。活著的也是同樣要經過這四大變化，必朽壞變不朽

壞，羞辱變榮耀，軟弱變強壯，屬血氣變成屬靈的，所以就是這個奧秘。 

最後提到變化是慢慢變，還是一下就變了？一霎時，在零時間就可以改變了。上帝來，

突然就改變了。一霎時，一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我們以前提過，這個號筒

不是啟示錄裏面那個號筒慢慢吹的，這個是衝鋒號，一吹就要衝出去了。這「一霎時」，

「一眨眼之間」，及「號筒吹響時」三個形容詞是同一個意思，是一下就變了，變成不

朽壞的。 

瞬時的變化 

哥林多前書 15:53-58「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變成：原文是穿；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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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經上

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

死的毒鈎就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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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

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會朽壞的變成不朽壞的，必死的變成不死的，那麼聖經舊約所記載，「死被得勝吞滅」

這句話就應驗了，死亡就被消滅了。「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這是十

七世紀清教徒的一本很有名的傑作(John Owen，1616-1683)，關鍵就是藉著基督的死，

死亡最後就被消滅了。The death of Christ is the only death that put death to death，基督的

死是唯一可以把死亡處死的。死亡是很活躍的，古往今來多少人用一切的力量來抵抗死

亡，但是一定要死，但是現在，死被消滅。 

這是一首得勝的凱歌。「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亡是一個得勝者，牠征服每

一個人，但是現在，死亡被消滅。「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死的毒鈎就是罪。」你的

毒鈎在哪裏？死亡的毒鈎就是罪。毒鈎就是那個魚餌，魚餌是秀色可餐的，引誘你上鈎，

可是上鈎後卻是死亡。吃魚餌的那一刻為什麼想要去吃？因為很好吃，但你吃的那一刻

你就死，馬上就要死。罪是用罪中之樂來引誘人，人就上鈎了，結果最後就是死亡，罪

的權勢就是律法。就是律法判我們死刑，怎麼辦呢？感謝神，我們信主的人，信耶穌的

時候，靈魂已經得救了，而我們藉著耶穌基督，我們已經得勝了。當耶穌再來的時候，

我們不但靈魂得救，我們肉體也得救了，不但得救而已，而且是一個榮耀的身體。我們

並不是照原來的樣子，而是完全新的樣子。「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

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這邊跟彼

得後書 1 章 11 節有一點是完全一樣的。彼得後書 1:11「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

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彼得後書提到那些堅固不動搖，得勝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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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就可以豐豐富富進入基督永遠的國。哥林多前書這邊告訴我們那些堅固不動搖，殷勤，

忠心竭力做主工的人，他們的勞苦在主裏不是徒然的。 

如果你敏感一點會有個問題，難道我們的勞苦，我們的服事是為了獎賞嗎？這樣不是太

功利主義了嗎？我們可以練習不要功利主義。馬太福音第六章說，我們做善事的時候左

手做的，不要讓右手知道，意思就是說行善就習以為常了，沒有特別值得表揚，特別去

記念的。我們可以這樣練習，當做自然，這本來就是應該做的。例如，路加福音第七章

說僕人把老闆交待的事情做好，就說這只是我應該做的，我們可以這樣練習，沒有功利

主義，習以為常，覺得這只是我應該做的。 

我們可以這樣做，但不表示結果都完全一樣，為什麼？因為上帝是公平的。像彼得後書

第一章所說的那樣殷勤追求的，他可以豐豐富富的進入。這裏告訴我們，在主裏的勞苦

不是徒然的，因為上帝是公平的，這是神的屬性，不是說獎賞就是功利主義。這是從神

的角度，祂是公平的，對於那些殷勤追求，勞苦擺上，事奉堅持，堅守信仰的，牠有特

別的獎賞。得救是一樣的，得獎賞是不一樣的。這是談到我們的教義並不是冷冰冰的，

談到我們整個救恩是肉體得救，他結束的地方是很實際的。我們現在的生活其實影響到

我們永恆的結果，雖然已經得救，但是現在的勞苦卻是在永恆裏面被記念的 

末禱 

親愛的天父，你按你自己公平的本性，你對於我們同樣信主的人卻還給我們有不同的榮

光。主，雖然我們不是在追求獎賞，但是我們感謝你，你藉著保羅這樣鼓勵我們，主，

我們感謝你。雖然我們的肉體會走向衰敗，但我們並不是沒有盼望。主，我們雖然儘量

來鍛鍊身體，維持健康，但我們還是難免會走向衰敗，但我們感謝你，我們卻有這榮耀

的盼望在那裏。主，今生我們希望能保守健康活力，能多做你的工作，有力量做你的工，

你已經應許我們會有永遠強壯，榮耀，不朽，屬靈的，最高級的像基督復活以後一樣的

身體，我們感謝你給我們這樣的福分。我們也預備心，在未來的年日，主，我們在你裏

面殷勤忠心事奉到底，得到你自己的喜悅，我們靠著你來做你喜悅的結果。奉耶穌的名

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