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0-2011
格林多人前書 #9：肉身復活

TGQ = Tim Gray Study Set Questions
TGR = Time Gray Study Set Responses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CSB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HO = Special handout
SK = 中文思高聖經

A

有關經文簡介
「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格前 15
撒上 3:9

B

肉身復活的重要

15:1-28



靈肉對抗 - 我認識聖經過程中的一個特破性發現：肉身的
重要，不是「臭皮囊」那麽簡單。保祿書信中，身體是聖神
宮殿、教友要恭敬領受基督身體、教會是基督妙身、肉身要
復活；JPII 身體神學教導身體擁有「婚配性意義」(nuptial
meaning of the body)，反影基督和教會關係和聖三互為內在
的奧秘。所以教會不怕在禮儀中採用官感性媒介和標記，讓
靠官感來認知的身體，更有效地投入禮儀中，並藉媒介和標
記獲天主聖寵。不明此理者，則指責教會迷信。更甚者，變
了純精神主義，不信肉身復活，如撒杜塞人和希臘人。

TGQp.41



不接受復活等如不接受福音，所有有關基督的宣講和信仰都
成了空的。

CSB15:17-19,
TGR9-4b



基督復活，成了死者的「初果」- 如獻初果聖化所有果實，
基督復活使所有死者因他而復活。「初果」代表豐收。

TGR9-5, CSB15:20
肋 23:9



基督復活是「照經上記載」的。舊約有關復活的教導。



「因為基督必須為王，直到把一切仇敵屈伏在衪的腳下…」
指向原始福音的允許，是聖母升天節讀經。

15:4，CSB15:4, 依
26:19,則 37:1-14，
達 12:2,13,TGR9-1b

C

TGR9-4a,
CSB15:12

15:25-27

如何復活？

15:35-58



是肉身復活，不可當作比喻，也不只是像垃匝祿般回復塵世
生命；是歴史事實，有現塲事跡和證人。

CSB15:4, 教理
639-40，TGR9-10



復活的身體被基督大能轉化成屬神身體：神速、神光、神
透、神健,如種子腐爛後轉化成壯健農作物。



舊約經文中有關「第三天」的特別意義和用法。

CSB15:42-44,斐
3:21,若 20:26-28,
教理 999, 1017,
TGR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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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何復活？(…續上)


D

按 JPII 身體神學，復活是肉身最完滿的精神化。「精神
化」不指肉身成了靈體，是指聖神氣息所充滿和使之生存
的，不朽不死的肉身。在這完全精神化的肉身內，靈肉和
稭，不再互双抗衡(羅 7:23)，天主性最完滿地滲透了人
性，人活至高和自由之境，是人神最親蜜的共契。

CSB15:44
JPII General
Audience, Dec 9,
1981, TGR9-8

與經文有關的一鱗半爪


「把我所領受而又傳給你們的」- 談論重要教義主的晚餐
(11:2,23)和復活前，保祿重申教導源自聖傳和宗徒傳遞。

15:3,TGQp.41,CSB
HO2



「最後，也顯現了給我這個像流產兒的人」- 保祿自稱宗徒
因他具備做宗徒的三個條件：親眼見主、被主派遣、宣講福
音和建立教會。縱使有宗徒地位，他也要領洗、和其它宗徒
在共融中相處，在同一教會–基督的教會-內事奉天主。

15:8,11; BXVI
Gen Aud 9/4/08;
HO3



「不然，那些代死人受洗的是作什麼呢﹖」- 聖經中最難明
經文之一。「受洗」可解作苦難(谷 10:38)，保祿可能指為
亡者或屬靈上死了的人受苦。

15:29, CSB



「號筒一韾，死人必要復活」- 聖經中吹號角是禮儀，代表
重大時刻來到：以民被召見天主(出 19:16-17)，在喜年慶
祝天主的安息(肋 25:9)，召集軍隊出戰(耶 4:19)，攻陷耶
里哥城的決定性時刻(蘇 6:1-21)，以色列從充軍-盟約的死
亡-光復(依 27:13)。

15:52CSB



『死亡! 你的勝利在哪裡﹖死亡! 你的刺在哪裡﹖』-對基
督徒「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斐 1:21)，死亡不是
沒意義和無奈的，也不是從此沒知覺的長眠。

15:55, TGR9-6



在開始公開生活前：受洗；在開始逾越節前：顯聖
容。耶穌的受洗「顯示了我們第一次重生的奧跡：我
們的洗禮」；而顯聖容則 「是第二次重生的聖事：
我們的復活」。

教理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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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多人前書 #9：肉身復活

1. 舊約經文中有關「第三天」的特別意義和用法：
有關舊約經文
創 22:4,13
納 1:17
歐 6:2
出 5:3, 10:2123

內容
依撤格活在死亡威脅中凡三
天之久，天主干預後才生存
約納在大魚肚中三天
以色列回歸是第三天復生

離埃及，走三天路程敬禮天
主；三天黑暗籠罩埃及但以
色列卻在光明中。
Source: CSB Luke 24:46

含意
預告基督服從父命受難，三天後復活(希
11:17-19)
預告基督在地下三天(瑪 12:40)
基督是默西亞，代表以色列，他的復活代
表以色列屬靈上重生(羅 11:15, 25-27)
代表一段準備見天主的時期(出 19:10-11
百姓要聖潔洗淨，準備第三天西乃山結
約)

2. “The actual account of the Lord’s Supper is introduced by Paul with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words as he uses to present the message of the Resurrection…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receiving, handing over, and passing on are very strictly formulated in this area at the heart of
Paul’s faith. Where the teaching about the Eucharist is concerned, and the message about the
Resurrection, he sets himself most decidedly in obedience to the tradition” (J. Ratzinger,
Pilgrim Fellowship of Faith, p. 108.)
3. “Paul learned that despite the immediacy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isen One, he had to
enter into communion with the Church, he himself had to be baptized, he had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other Apostles. Only in such communion with everyone could he have
been a true apostle, as he wrote explicitly in the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Whether
then it was I or they, so we preach and so you believed” (15:11). There is only one
proclamation of the Risen One, because Christ is only one” (BXVI, General Audience,
September 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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