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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论
神职人员和普通人一样经常会对使徒保罗著作中的一些经文感到迷惑不解。他给一些教会的书信中，
有些零散的经文似乎与他所写的其他书信几乎相抵触。至少人们在解释的时候常认为是矛盾的。但是，这
位属灵的、冷静而且思维缜密的保罗是否写了一些含糊不清的事情呢？还是因为读者解释经文的方式之间
有矛盾，以至于曲解了他的话呢？
其中一个典型的有问题的例子出现在林后 5 的最前面几节经文，保罗论述了生命与死亡的问题。人们
理解他的话语，义人在死亡的那一刻就得到了奖赏，而且有一个不死的灵魂离开身体要面对一场当即的报
偿或者刑罚。如果这的确是保罗话语的含义，我们就遭遇了与其他书信严重不合的问题。我们来查看林后
5:1-8，来确定保罗在这个重要的主题上实际所要教导我们的。
1“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2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3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4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5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上帝，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原文作质）。
6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
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8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为使我们脑海中有一幅清晰的画面，我们逐句来讲解这些经文。
第一节：保罗介绍了一个地上的帐篷和天上的房屋，并且说：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
了，必得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第二节：他论到当我们住在地上的帐篷时的景况：“劳苦叹息”。
第二、三节，他告诉我们在那种状态下我们的渴求：
“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
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第四节，保罗再次重述了这些事实。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
个。”
第四节，然后他谈论到了得从天而来的房屋像穿上衣服，这是他深切盼望的。“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第五节圣灵作为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凭据。“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原文作质）。”
第六节保罗论到他信心的根基：“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
第七节这是关于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生活的附加评论：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第八节他重述了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的愿望：“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当这个主题完全在我们面前展开时，让我们来确定保罗在经文中所使用的这几个词的含义。
“地上的帐
篷”和“天上的房屋”时什么意思？“穿上衣服”与“赤身”是什么意思？“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什么意
思？“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什么意思？
使徒已经为我们解答了所有这些问题。在第六节，他定义“我们地上的帐篷”乃是“住在身内”。这
个房屋的主要特征乃是要“被拆毁的”。换句话说，是必死的。因此，这个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必死的身
体或者我们现在必死的现状。这个事实非常显而易见，不必赘述了。
天上的房屋乃是“永存的”或者说是不朽坏的，表现了不能朽坏的国度等待被赎子民的复活。这里就
出现了最大的误解。有些人认为“天上的房屋”是在死亡的那一刻穿上的。但是使徒在此清楚地指出了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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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能朽坏的属性的时刻。

2.变化的时刻
请注意他是怎样解释当“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在罗 8:22,23：“……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
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罗马书的这节经文与林后 5:1-8 节
的经文是完全而且惊人的匹配，澄清了我们何时要穿上不朽的属性。请注意语言和思想的相同性：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
”
“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
”
“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
保罗给罗马人的书信中写道：
“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
“切望等候……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
这两处经文都是在讲述同一种体验。两种情况的最终目标乃是要将会朽坏的身体改变成为不朽坏的，
将“地上的帐篷”改变为“天上永存的房屋。”请注意一节经文，保罗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
像穿上衣服”，在另一节经文中，“切望等候”的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
两者对比证明，穿上从天上来的衣服代替了“身体的得赎”。保罗在林前 15:51-53 再次描写这个变化所
发生的时刻时，最后又进行了澄清：
“我们……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
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换句话说，尽管死亡要拆毁现在必死的身体，保罗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不能像穿上衣服一样得到天上来的房屋（不死的属性），直等到耶稣的再来和身体的得赎。这也是建
立在一再涉及的“赤身”和“脱下”状态之上的。

3.在死亡中脱下
“脱下”的意思是什么？留意保罗所特别强调的，他不想赤身或者脱下衣服。那么，我们能够确定，
脱下衣服的状态不包括与主同在，因为保罗不想得到。事实上，使徒作了写了参考经文，就是穿上衣服一
样得到两种房屋，即地上的和天上的。这就给我们唯一一种可能的解释。“脱下”或者“赤身”就是死亡
的状态，是在拆毁地上的帐篷和穿上衣服得到天上房屋之间。

4.只有两个房屋
有些人声称，我们拥有的“天上永存的”房屋是不死的灵魂，是地上帐篷被拆毁时我们的灵魂就立刻
进入天国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安排的不可能性。如果灵魂在人死后立刻住进了天上的“房屋”，当复活
发生时，灵魂要住进不死的身体，这时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在荣耀的复活的身体中，义人将要永远与上帝
同住。这就使得这些灵魂要离开他们在死亡之时主进去的“天上永存的房屋”，而要进入复活得赎之人的
身体。那么，他们所腾出的房屋会发生什么事情？圣徒们是不是要“租房屋住”呢？更甚的是，这种观点
引入了保罗从未提过的一些事情；因为在此我们拥有三个房屋，但是保罗的言语中只提到了两个。据流行
的观念，那么另外一个房屋将要被遗弃了。那么它是不是要被遗弃而成为废墟了呢？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
圣经的，是非常荒谬的。这种观点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实际情况乃是，保罗根本没有在此谈论灵魂。他甚至在这些篇章和前后文没有一次提到灵魂。他只是
将现在的生命与将来天国无与伦比的荣耀生命相比较。当他可以与主同在时，他没有盼望死亡之睡（“脱
下”衣服），而是深切盼望得赎的身体能够穿上衣服，得到“天上永存的房屋”。然而今生仍然穿上必死
的身体；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之后，他就会拥有属天的不死的身体。但是，无论是地上的帐篷还是天上
的房屋，他仍然拥有身体。保罗没有一处提到灵魂与身体相分离。或者是身体在这个地上与主分离，或者
是得赎的身体在天上与主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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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灵的凭据
保罗在提到复活之时是穿上永存房屋的时刻，此事有更进一步确切的证据。对于哥林多人和罗马人两
者而言，保罗强调圣灵就是一个凭据，他们将要穿上不朽的属性。他是什么意思呢？圣灵要在我们心里做
什么凭据和保证呢？是不是要证明或者保证，我们拥有不死的灵魂，在我们身体死亡后仍然存活呢？这是
保罗的意思吗？不是。使徒非常透彻地指出，圣灵是我们复活之时得赎身体的凭据。“……你们……就受
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质）直等到上帝之民（民原文作产业）
被赎，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弗 1:13,14。
不要忽略保罗指出的一点，“圣灵的凭据”指向的时间乃是我们得完全的基业和身体得赎这些事发生
之后。保罗在林后 5:5 在讲论得天上的房屋像穿上衣服的时候，也同样使用了相同的表达方式，“上帝又
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原文作质）
。
”圣灵是身体复活的保证。另一处经文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疑惑：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罗 8:11。这节经文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内住的圣灵是我们必死的
身体将会在复活之时重新恢复活力的担保。

6.何时吞灭
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保罗的讲论中，从来都是排除灵魂在死亡之时升天的教义。用简单的语言，保
罗粉碎了流行的天赋不死之属性的言论。他说：“我们……叹息劳苦……，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
林后 5:4。显然，必死的只能被不死的或者永生吞灭了。在死亡的那一刻，灵魂是不是离开必死的身体了
呢？让我们来查考一下。据一般的观点，人是什么，什么是必死的？是身体。另外，什么是不死的？灵魂。
此刻假设这个观点是真理，那么死亡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死亡之时，那必死的身体没有变成不死的，
而是失去了生命，在坟墓中被分解归回了泥土。再者，从前不死的灵魂，之后也不过是不死的。有没有什
么“必死的被生命吞灭”呢？恰恰相反！必死的，或者是必死的部分，被死亡吞灭了！死亡之后的生命反
而没有像先前那样丰富了，因为死亡之后只有灵魂活着了，而从前活着的身体现在死了。这种观点是与上
帝的话所包含的实际意思相背。我们必须否定它。
保罗知道哥林多人不会对他在林后第 5 章描述死被得胜吞灭之时说使用的言语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在
他的第一封书信中，他已经解释了，必死的将要变成不死的。
“……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林前 15:52-54。什么时候死亡和
必死的将要被“吞灭”呢？“那时”
，保罗说。那时是何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人怎么
可能对这简单明了的经文解释不清呢？保罗那时正渴望属地的必死的身体变成荣耀的不死的身体。他指
出，这种变化只有等到复活的那一天。他最大的盼望似乎是集中于要变化，而不经历死亡之“脱下”。他
渴望基督再来时得到改变，能够穿上衣服，以至于在坟墓中不“赤身露体”。改变的意思乃是，必死的将
要被“生命吞灭”。然而，保罗急切地表达了信心，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在复活之时所确信的事，就是
死亡被得胜吞灭了（林前 15:54）
。无论是哪种情况，改变或者复活，他都将“穿上”不朽坏的身体。藉
着改变，必死的将被“吞灭”
，死亡也因“复活”而被“吞灭”
。
保罗没有在“脱下”这种状态上多谈，因为他的盼望乃是基于基督再来之时，新身体的得赎。他不能
“永远与主同住”知道在“眨眼之间”发生变化之时。之间在坟墓里的睡觉对保罗来说毫无吸引力，因为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人死之后万分之一秒的湮没无声。保罗的眼光穿越毫不动人的死亡的赤身露体，而是看
到了生命之地，保罗排除了在死亡和复活之间一种无形质的灵魂能够与上帝同在的可能性。

7 为何培植
保罗在林后 5 章指出了另一个观点，摧毁了无形质之灵魂的观念。在第 5 节，他肯定地说上帝“培植
我们”。培植我们什么呢？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保罗回答说我们可以享受一种“必死的被生命吞灭”
的状态。那条件就是存在分离的不死的灵魂吗？不可能！如果人不犯罪，他就会不见死亡。没有死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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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能明白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不死灵魂的观念决不可能存在。当然决没有人相信上帝“培植我们”是
为了“同一个”目的，即去犯罪、死亡和离开身体以一种不可见的灵魂形式生存。

8.保罗的切望等候
保罗写给腓利比人的书信中有一处相关的经文被人扭曲和误解了，就像林后第 5 章一样。这里保罗论
述了他“切望等候”。腓 1:20-24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
首先，让我们澄清保罗真正“切望等候”的乃是与基督同在。他是否盼望在死的时候与祂同在？圣经
中没有一处经文这样教导我们。让使徒为自己回答这“切望等候”。“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
来。
”罗 8:19。当上帝的儿子显现的时候，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第 23 节回答说：
“……我们……也是自
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切望等候和盼望的乃是他的身体得赎的
时刻。
在腓 1:20-24 中保罗只字未提他要与主同在的时间。有些人试图来解释这节经文，仿佛保罗声称立即要
离开与基督同在，但是立即这个词并为出现在经文中。在这些经文中，保罗没有特别指出他何时要与主同
在。
他只是说他的“切慕盼望”去那里。我们从其他经文中发现，他的盼望乃是聚焦于复活和身体的变化。其
他的篇章毫不含糊地进一步澄清，这位伟大的使徒盼望何时与基督同在。

罗 8:23 我们的身体得赎

林前 5:5 在主耶稣的日子

林前 15:51-55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西 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

帖前 4:16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

帖后 2:1 主耶稣基督降临 s

提后 4:7-8 那日（保罗的意思是指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保罗在他的观点中有两种状态：不死即生。在两者之间，他举步维艰。上帝在地上的事业吸引他到此，
但是他因被鞭打、被石击，深受肉体的创伤，而感到痛不欲生。他几乎觉得生不如死。两者对他的吸引势
均力敌，他几乎都不知道他更向往哪者。不过，他还是说因教会需要，他愿意留在此地使他们得益处，给
予劝勉和劳力。

9.怎样与上帝同在
当保罗精确地指出与上帝同在唯一方法之时，断然批驳人在死亡之时一个不朽的灵魂离开身体的观点。
在帖前 4:16，17，他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
请注意这个重要的词“这样”，它的意思乃是“以这种方式”，“用这种方法”。“这样”，以这种方式，
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没有任何约束，保罗向我们描写了我们与主同在的方式和方法，
他排除其他任何一种方法。如果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与主同在，那么保罗的话语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谬误。
如果我们是在死时不死的灵魂与主同在，那么在耶稣再来显现，死人复活，活着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不
能与祂同在。那么保罗的话就不真实。耶稣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号筒的声音，死人复活，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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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人死亡时发生——这是多么荒诞无稽的观点，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结论。既然
保罗自己谨慎地说明与主同在的方式，为什么许多人在试图解释腓 1:23 的意思时，却与作者自身的解释
相抵触呢？正如我们从帖前 4:16,17 中所注意到的，保罗只知道两种方式可以与主同在——变化或者复
活。

10 是生是死？
保罗表达了他的盼望，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保罗将生死与肉身相连，
而不是与灵魂或者灵有关。二者择一，或者“是生”或者“是死”，两者都在吸引着他。他正处于两难之
间。如果他活着，基督则在他身上显大，如果他以身殉道，上帝的事业也会越来越壮大。对于保罗和基督
来说，两者都使他们获益。
但是在考虑两者的选择之后，保罗不能下定决心（是生是死），突然他面临第三个选择，就是他立马讲到
这个比那两个“好得无比”
。他描写这个选择就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比什么
好得无比，显然，是比刚刚提到的两者（或是生，或是死）。我们也再一次想起保罗那心潮澎湃的盼望，
就是不经历死亡“脱下衣服”的状态。这是他最深切的盼望。再次，我们不得不问：保罗什么时候期盼这
种变化发生？另外，他预期什么时候可以从必死的改变成为不死的？他回答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
显现的时候，那时（根据 KJV 圣经，译者加）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 3:4。那时是何时？就
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这些事情有没有在基督的荣耀里显现过了呢？没有。那时，就是基督显现的时
候，就会发生。
约翰也赞同保罗，
“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祂、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
”约壹 3:2。请思考一
下，这节经文与上述经文的关系。
约翰不相信死了的义者已经与上帝同在了。如果是这样，他们就能在那时刻看见“祂的真体”，而且也早
已改变“像”基督了。但是，他驳斥人已经面见上帝的观点，断然声称，只有等到“祂显现的时候”才会
发生。

11.改变还是复活？
最后，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万一上帝不允许保罗藉着变化而离世，而是藉着死亡离世，那么直到复
活他才能像所盼望的与基督同在。在提后 4:6-8 保罗阐述说：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
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
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
”
保罗用最清楚的语言，不仅向人们解释而且也强调了，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才能得赏赐。尽管他离世
的日子“到了”
，但是他也不是期待立即与基督同在。他盼望“从此以后”的奖赏。他说，不朽的冠冕“为
我存留”。他在“那日”和“爱慕祂显现的人”将要得到赏赐。当然，今天仍然活着的我们也要期盼同样
荣耀的显现，我们也可以和保罗一样在那日同得公义的、不朽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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