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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贖罪祭的實際、銅蛇以及廢除魔鬼

基督作爲贖罪祭的實際，

一次永遠的解決宇宙中所有的難處
聖經給我們看見，神爲著完成祂永遠的定旨，賜給我們一個人位和

一條道路。這一個人位就是包羅萬有的基督，這一條道路就是十字架。

藉著基督這人位，神能在基督裏，在基督的身體裏，成就祂的定旨，

得著一個團體的彰顯和代表。藉著十字架，神解決了宇宙中一切的難

處。十字架乃是神解決一切難處的道路。

基督是贖罪祭的實際，爲要對付以下四個極大的難處：罪、墮落人類

的蛇性、魔鬼的作爲以及魔鬼本身。約壹三章八節上半說，『犯罪的

是出於魔鬼，因爲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犯罪的，直譯，那實行罪的，

就是那些習慣性活在罪中的人。他們是出於魔鬼，因爲魔鬼從起初就

犯罪。從起初，就是從魔鬼開始背叛神，企圖推翻神在宇宙中的掌權

時。魔鬼的本性就是罪，他的生命是一個犯罪的生命，他的所是並所

作都是罪。約翰八章四十四節說到『那父魔鬼』，指明魔鬼是那邪惡

的父，生出許多兒女。這些兒女在約壹三章十節稱爲『魔鬼的兒女』，

他們在生命和性情上與他們邪惡的父一樣。在約翰八章四十四節，主

對魔鬼的兒女說，『你們父的私慾，你們願意行。他從起初就是殺人

的，並且不站在真理中，因爲在他裏面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他自

己的私有物，因他是說謊的，也是說謊者的父。』魔鬼所說的都是謊

言，魔鬼的兒女都有蛇性。魔鬼藉著地上這許多有蛇性的人，就有許

多的作爲。然而，基督作爲贖罪祭的實際，乃是決定性的、一次永遠

的解決了以上所有的難處。

作爲贖罪祭的實際，基督『替我們成爲罪』
作爲贖罪祭的實際，基督『替我們成爲罪』（林後五 21，利四 3）。

我們要注意一個事實，就是當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在祂的身體裏擔當

我們的罪時，在神眼中，主耶穌就是罪的本身。在祂被釘十字架的後

三個小時裏，神把祂看作罪，並在十字架上審判了罪。

基督沒有接觸罪，或親身經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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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經歷說，是不知罪的，

因爲在祂的性情和本質裏沒有罪；然而，基督是

替我們成爲罪（並非成爲有罪的），受神的審判

基督沒有接觸罪，或親身經歷罪，所以就經歷說，是不知罪的，因爲

在祂的性情和本質裏沒有罪；然而，基督是替我們成爲罪（並非成爲

有罪的），受神的審判（林後五 21，羅八 3）。基督乃是在罪之肉體

的樣式裏來，替我們成爲罪，受神的審判。

基督不僅爲我們的罪，也成爲罪死在十字架上，

神使祂替我們成爲罪

基督不僅爲我們的罪，也成爲罪死在十字架上，神使祂替我們成爲罪

（林後五 21）。在這裏我們需要看見，基督在十字架上成爲罪的本身；

雖然祂是沒有罪的，但神使祂替我們成爲罪。

我們不僅是有罪的，我們就是罪；

我們是罪的構成，罪的具體化身

我們不僅是有罪的，我們就是罪；我們是罪的構成，罪的具體化身（羅

五 12、19，六 6，七 7、11、17、23）。我們就是罪的本身；這個看見，

對我們是個極大的光照和釋放。如果我們看見自己就是罪的本身，這

會破碎我們的自信，使我們不再企圖改良自己。我們就是罪的本身，

罪的構成，罪的具體化身；我們生來就是如此。

神將我們的諸罪歸在釘十字架的基督身上，

就看祂是獨一的罪人

神將我們的諸罪歸在釘十字架的基督身上，就看祂是獨一的罪人（賽

五三 6 下、11 下、12 下，彼前二 24）。

當基督作我們的代替，爲我們而死時，

神不僅把祂看作擔罪者，更把祂看作罪；

當基督釘十字架時，罪也釘了十字架

當基督作我們的代替，爲我們而死時，神不僅把祂看作擔罪者，更

把祂看作罪；當基督釘十字架時，罪也釘了十字架（羅六 10）。基督

不僅爲我們的罪而死，祂更是作爲罪而死。一九七○年代，曾有反對

者誣告我們錯誤的教導說基督是罪人。有一天，也許在來世，這位反

對者會蒙光照，看見當基督在十字架上時，在神眼中祂的確就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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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作了我們的贖罪祭。反對者錯誤的攻擊事實上乃是蛇性的表現；

他沒有看見基督在十字架上時，在神眼中成了罪。當基督釘十字架時，

罪也釘了十字架。

基督是替我們成爲罪的一位，一次永遠的受了神的審判

基督是替我們成爲罪的一位，一次永遠的受了神的審判（林後五

21）。

作爲贖罪祭的實際，子基督
『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並爲著罪』受差遣，

使神能在肉體中定罪了罪
作爲贖罪祭的實際，子基督『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並爲著罪』受

差遣，使神能在肉體中定罪了罪（羅八 3）。我們要從約翰一章一節、

十四節，以及羅馬八章三節，來看基督如何替我們成爲罪。約翰一章

一節說，『話就是神。』十四節接著說，『話成了肉體。』如果有人

否認主耶穌是神成爲肉體，那就是異端。十四節說，『話成了肉體；』

但羅馬八章三節卻告訴我們：『神…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差來了

自己的兒子。』倘若有人說，神差祂的兒子作爲罪的肉體，那樣的說

法也是異端，因爲那會表示人子有罪的性情。我們需要清楚看見，話

成了肉體，以及神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差來了祂的兒子，其間微妙的

講究。

基督是那與神同在，並且就是神的話，成了肉體

基督是那與神同在，並且就是神的話，成了肉體（約一 1、14）。在

聖經裏，尤其在新約裏，肉體是指墮落的人，不是指神原初所造的人

（創一 26，六 3，羅三 20）。

我們的肉體不僅是肉體，更是有罪的肉體；然而，基督的肉體不是

有罪的。當話成了肉體，耶穌的肉體就聯於那帶著罪之肉體的墮落之

人，但在祂的肉體裏沒有罪的元素；撒但不能進入耶穌的肉體裏。《神

新約的經綸》一書第三章說到基督如何成爲肉體，而聯於墮落的人類，

但祂的肉體與罪的肉體卻又是『分開』的（見該書第四二頁）。這是

神所作一件非常細緻又令人希奇的事。

神只是『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差遣祂的兒子；

實際上，子沒有罪的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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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罪之肉體的形狀，樣式

神只是『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差遣祂的兒子；實際上，子沒有罪的

肉體，只有罪之肉體的形狀，樣式（八 3）。比方說，這裏有兩件外表

相同，但裏面材質卻不同的西裝外套。表面上，這兩件衣服看起來完

全一樣，實際上，裏面不同的材質卻使二者彼此有別。照樣，基督穿

上了罪的肉體，看起來與我們這有罪之人的肉體完全相同，但基督所

穿上之肉體的那性質，與我們這有罪之人肉體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話成爲肉體，乃是三一神成爲肉體的人，

有那有罪之人的樣式

話成爲肉體，乃是三一神成爲肉體的人，有那有罪之人的樣式（約一

1、14）。

基督成爲肉體，間接的與罪有關聯，

只有罪之肉體的樣式，沒有罪的實際

基督成爲肉體，間接的與罪有關聯，只有罪之肉體的樣式，沒有罪

的實際（羅八 3）。乃是這個罪之肉體的樣式，使基督在十字架上成爲

罪，並且神看祂就是罪。神差遣祂的兒子，作爲應驗一切祭物之神的

羔羊（約一 29）。祂在十字架上的前三個小時受人逼迫；後三個小時，

祂作爲神的羔羊擔當人的罪。那時，神在祂身上看見肉體裏的罪，並

在祂的肉體中定罪了罪。這位蒙神所愛的神人耶穌，乃是在罪之肉體

的樣式裏，也就是在那有罪之人的樣式裏來的；祂只有那有罪之人的

樣式，卻沒有那有罪之人的罪。

藉此神進入人性，與有罪的人聯結爲一；

然而，祂只有這有罪之人的樣式，卻沒有這有罪之人的罪，

只有墮落之人的形狀，沒有墮落之人的罪性

藉此神進入人性，與有罪的人聯結爲一；然而，祂只有這有罪之人的

樣式，卻沒有這有罪之人的罪，只有墮落之人的形狀，沒有墮落之人

的罪性。

基督在祂的死裏是在肉體中的人，使罪在肉體中被神定罪

基督在祂的死裏是在肉體中的人，使罪在肉體中被神定罪（羅八 3）。

保羅對此的陳述非常精確：『神，旣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並爲著罪，

差來了自己的兒子，就在肉體中定罪了罪。』（3）當我們應用基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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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罪祭時，乃是應用這樣的一位。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使罪能在肉體

中被神定罪。罪雖仍在我們肉體中，直等我們的身體改變形狀（腓三

21），但我們不需要時刻活在有罪的感覺裏，因爲我們有基督作我們

的贖罪祭。

肉體是屬於罪的，但神的兒子竟成了肉體（來二 14，提前三 16）；

然而，祂並沒有肉體的罪。當父神爲著罪差來子神，要對付罪，甚至

廢除罪時，祂不是在罪之肉體的實際裏，乃是在罪之肉體的樣式、外

表裏，差來子神（約一 14，羅八 3）。

當基督在十字架上時，神在耶穌基督，那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受差者

的肉體裏面定罪了罪（3）。在此我們看見神那令人希奇的智慧。撒但

把他邪惡的性情注射到人裏面，以致我們的肢體中有撒但作爲罪。就

某種意義說，當撒但把他自己注射到人裏面時，他不知道這樣作反而

使自己被困住。人子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並爲著罪而來；當祂在十

字架上時，神使祂成爲罪，並作爲罪而受死，藉此就將那把自己注射

到人肉體裏的撒但廢除了（來二 14）。讚美神，祂是何等的有智慧！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
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約翰三章十四節說，『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

來。』主向年長的宗教徒尼哥底母指出他墮落的性情時，是以舊約銅

蛇的事例作爲豫表，應用在自己身上。我們若蒙光照，看見自己真實

的情形，就會前所未有的珍賞作贖罪祭的基督，愛祂，寶貝祂，並讚

美祂。以下是關於民數記二十一章銅蛇的豫表中基本的點。

基督作爲父所差，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而來的一位，

由民數記二十一章四至九節的銅蛇所表徵

基督作爲父所差，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而來的一位，由民數記二十一

章四至九節的銅蛇所表徵。以色列人毀謗神和摩西時，『耶和華打發

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們，以致以色列中死了許多人。』（6）

以色列人毀謗神和摩西，觸犯了神的行政，於是耶和華打發火蛇進入

百姓中間，以致以色列中許多人因被蛇咬就死了。於是百姓到摩西那

裏，求他向耶和華禱告，叫這些蛇離開他們（7）。

神告訴摩西要製造『一條火蛇，掛在桿上』；『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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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在桿上；蛇若咬了甚麼人，那人一望這銅蛇就活了』（8 ～ 9）。百

姓承認他們有罪，因爲他們毀謗了耶和華和摩西，就是神和神的代表

權柄。於是神給百姓一個供備，就是無論甚麼人被蛇咬，只要仰望桿

上那銅蛇就活了。

民數記二十一章的事件是神主宰所豫備的，

以啓示基督一個特別的豫表

民數記二十一章的事件是神主宰所豫備的，以啓示基督一個特別的豫

表。神主宰的讓這樣的事發生。到了新約，人子把這事例應用到祂自

己身上。

掛在杆子上有蛇形的銅蛇，

豫表基督爲著我們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

掛在杆子上有蛇形的銅蛇，豫表基督爲著我們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

（約三 14）。在十四節，主耶穌把這個豫表應用到自己身上，表明祂

成爲肉體，乃是成爲『罪之肉體的樣式』（羅八 3），就是銅蛇的形狀。

當人子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作爲罪被舉起來，神看見的不是祂的兒

子，而是一條蛇；這條蛇受神審判就被了結了。有些基督徒只知道神

賜下祂的獨生子（約三 16），卻不知道神是如何賜下的。神的兒子作

爲話，成了肉體，成爲人子，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爲我們受死；神是

這樣將祂的兒子賜給我們。神愛我們，愛到一個地步，付了這樣的代

價，要將永遠的生命賜給我們。十四節給我們看見，神的兒子在十字

架上，以蛇的形狀受死，拯救我們脫離我們的蛇性。十五節說，『叫

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信入祂，就是信入這被舉起的一位。

我們都要向主說，『主，我信入你。這是何等的愛，你願意取了蛇的

形狀，來救贖我們！我只要信入你，就得著永遠的生命。』

十四節說出我們是有蛇性的人，人子爲我們被舉起來，作爲蛇受審

判；但在祂的死裏，祂也釋放了神聖的生命（十二 24）。我們信入祂，

就有永遠的生命。我們藉著信，接受永遠的生命，並由那靈而生（三

6）。在三章開頭，我們是蛇（參 14），末了我們卻成爲新婦（29）。

這是何等的救恩！這使我們能向仇敵誇口。新婦乃是沒有瑕疵的得勝

者（參弗五 27，啓十四 5，十九 7 ～ 8）。帖前三章說，『好使你們的

心，當我們主耶穌同祂眾聖徒來臨的時候，在我們的神與父面前，得

以堅固，在聖別上無可指摘。』（13）主能向著祂的對頭誇口：『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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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使人成爲屬撒但的，但是我來了，我作爲人子被舉起，罪受了審判，

蛇被審判，你也受了審判。那些原來有蛇性的人，如今在生命、性情、

彰顯和功用上與我一模一樣，成爲我的新婦。我是丈夫，我已得著天

上地上所有的權柄；現今我要把這權柄賜給我親愛的妻子。』然後主

要對得勝者說，『親愛的妻子，你現在可以審判撒但，把判決執行在

他身上。』

銅蛇只有蛇形而無蛇毒；基督只是以蛇的形狀被舉起來，並沒有蛇的

毒性。這是罪與罪之肉體的樣式之間的關係。基督以蛇的形狀被舉起

來，就對付了魔鬼兒女裏面的蛇性；祂要消除魔鬼一切的作爲，並且

要廢除魔鬼本身。

我們有罪的人確實有蛇性；

在我們墮落的性情裏，我們是古蛇魔鬼的兒女

我們有罪的人確實有蛇性；在我們墮落的性情裏，我們是古蛇魔鬼的

兒女（約壹三 10，太十二 34，二三 33，啓十二 9）。儘管如此，將來

有一天，那對我們將是一個大日子，對仇敵則是驚嚇之日。我們若有

這樣的領悟，撒但就要失去地位。我們寶貴基督是我們的贖罪祭。一

天過一天，我們不是形式上的，乃是出於愛和迫切的需要，應用基督

作我們的贖罪祭。

在我們的性情上，我們都是有蛇毒的蛇類；在我們墮落的性情裏，

我們不僅是有罪的，也是有蛇性的。在神看來，整個墮落的人類是由

毒蛇所組成（太十二 34，二三 33）。神不僅在美國拉斯維加斯（Las 

Vegas）這罪惡之城，看到那裏的人是毒蛇之種，甚至全地所有的人都

是毒蛇之種。然而神以基督作贖罪祭的實際，對付了這個問題。人不

信入基督作神的兒子，以致使自己與那古蛇撒但聯合爲一，那是何等

愚昧！

我們是這樣的蛇，需要代替；

我們需要基督有蛇的形狀而沒有蛇的毒素，來爲我們死

我們是這樣的蛇，需要代替；我們需要基督有蛇的形狀而沒有蛇的毒

素，來爲我們死（約三 14，羅八 3）。基督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並

爲著罪被差來，使神能在肉體中定罪了罪（3）。這個事實天使知道，

魔鬼、邪靈和鬼也都知道。罪已經一次永遠受了審判。當魔鬼來攻擊

我們時，他會撒謊說，『看看你裏面還有罪，你怎能對付我？』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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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一切都是謊言。我們要拒絕他的指控，不看自己的光景，並且將

仇敵指向在寶座上的一位說，『拿撒勒人耶穌已經廢除了你，我望斷

以及於祂。』

『爲此，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是要消除魔鬼的作爲』

『爲此，神的兒子顯現出來，是要消除魔鬼的作爲』（約壹三 8 下）

『消除』這辭包括使之歸於無有、使之失效、完全否定等意思。魔鬼

一切的作爲都已被消除，歸於無有。

我們是罪人，需要神的拯救，

並且我們一直受魔鬼的纏累和攪擾，

需要主耶穌來消除魔鬼的作爲

我們是罪人，需要神的拯救，並且我們一直受魔鬼的纏累和攪擾，需

要主耶穌來消除魔鬼的作爲（提前一 15，約壹三 8）。當神的兒子成

爲肉體並在地上過人性生活時，祂的顯現出來，特別是在祂的職事裏，

就消除了魔鬼的作爲。就經歷說，當祂臨到我們，顯明祂自己時，我

們裏面魔鬼的作爲就被消除了。這裏有一個好消息，就是神命定的原

則；神創造我們時，給了我們自由的意志，可以作決定。神尊重這意志，

仇敵也必須尊重。我們曾經有意或無意的給仇敵許多地位，但現今這

情形可以反轉過來，仇敵可以被趕出去。我們需要領悟，神的兒子來

到，是要消除魔鬼的作爲；這包括魔鬼在我們裏面的作爲，在我們家

人裏面的作爲，以及在眾召會裏面的作爲。我們只要操練與這位顯現

出來的神的兒子站在一起，告訴仇敵說，『我從前與你的合作都失效、

廢掉了，神的兒子已經消除你一切的作爲。』

神的兒子在地上時，消除了魔鬼的作爲

神的兒子在地上時，消除了魔鬼的作爲（可一 23 ～ 28，太十二 28，

十五 22 ～ 28，路四 39，十三 10 ～ 17）。路加十三章十至十七節記

載，在會堂裏有一個女人，十八年之久，腰彎得一點都直不起來，甚

麼都看不見，只能看見自己的腳。主知道她是被病弱的靈附著，就對

她說，『女人，你脫離這病了。』（12）於是用兩隻手按著她，她立

刻直起腰來，就榮耀神（13）。在會堂裏的宗教徒定罪主在安息日作

這事（14）；他們是與魔鬼以及魔鬼的作爲站在一起。主回答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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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看哪，她被撒但捆綁了十八年，不當

在安息日解開她的捆鎖麼？』（16）我們的捆鎖不僅在肉身上，也在

許多不同方面；但是主來了，釋放我們脫離一切的捆綁，我們就能直

立起來，舉目看見寶座上的基督。

許多時候，撒但的工作並不是明顯的作的，乃是躲在許多天然事情

的後面作的。雖然魔鬼躲在許多天然事情的後面，但主耶穌責備他（可

四 35 ～ 41）。當主耶穌和門徒在船上時，忽然起了大風暴，主耶穌就

斥責風。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了（35 ～ 41）。這給我們看見，魔鬼

躲在許多天然事情的後面。

在約壹三章八節，譯爲『消除』的希臘字，

也可譯爲『解除』或『毀壞』

在約壹三章八節，譯爲『消除』的希臘字，也可譯爲『解除』或『毀

壞』。主耶穌解除了仇敵所作的一切，完全毀壞了他的作爲。

魔鬼從古時就不斷的犯罪，並生出罪人與他一同實行罪（8、10，約

八 44）。魔鬼的作爲不僅是他自己作的，也是他的從屬—鬼和邪靈—

作的。魔鬼是藉著這些從屬，作他所要作的事。在今天這個可怕、日

漸墮落的世界裏，我們看見許多事都是魔鬼的作爲。然而我們要有異

象和啓示，看見神的兒子已經顯現出來，消除、解除並毀壞魔鬼的作

爲，使之歸於無效。現在我們有立場，可以就著主毀壞魔鬼的作爲這

事實向主禱告。

爲這緣故，神的兒子顯現出來，要消除並毀滅魔鬼罪惡的作爲，就

是藉十字架上的死，在肉體中定罪那惡者所起始的罪（羅八 3）；毀滅

罪的權勢，就是魔鬼罪惡的性情（來二 14），並且除去罪與諸罪。這

一切都聯於基督作爲贖罪祭的實際。當我們應用祂作贖罪祭，我們乃

是應用祂所成就的工作。我們應用祂作贖罪祭，操練與祂成爲一，藉

著簡單的禱告，顯出我們的信和珍賞，表達我們的需要、渴望和羨慕：

『主，你是贖罪祭，願你消除仇敵在我裏面所作的一切，求你把他一

切的作爲都消除。』主會成就，並且喜歡成就這事。祂在天上的職事

裏，正如此爲我們眾人代求。我們必須對祂作贖罪祭的實際有更深的

珍賞。

『兒女旣同有血肉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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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
爲要藉著死，廢除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希伯來二章十四節說，『兒女旣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

血肉之體，爲要藉著死，廢除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十五節接著說，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挾於奴役的人。』主不僅廢除了那掌

死權的，就是魔鬼，並且主還釋放了我們，使我們脫離對死的懼怕。

如今，最害怕的該是那已經被廢除的魔鬼。

主耶穌的顯現，消除了魔鬼的作爲；

主耶穌的死，廢除了魔鬼自己

主耶穌的顯現，消除了魔鬼的作爲；主耶穌的死，廢除了魔鬼自己（約

壹三 8，約三 14，十二 31，來二 14）。藉著主在十字架上的死，肉體

中的罪（就是蛇性）受了審判，魔鬼的作爲被消除，魔鬼本身也被廢

除了。

主耶穌乃是藉著在形狀上成爲蛇，傷了古蛇魔鬼的頭

主耶穌乃是藉著在形狀上成爲蛇，傷了古蛇魔鬼的頭（約三 14，創

三 15，啓十二 9）。當那人和女人喫了善惡知識樹的果子後，必定很

恐懼戰兢，因爲神曾說，『你喫的日子必定死。』（創二 17）然而，

神親自來向人傳福音。神並沒有叫人死，反而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

（三 21）。這皮可能是羊羔的皮；他們很可能看見有一隻羊羔被宰殺。

雖然女人受了蛇的誘騙，但神應許將來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而蛇

要傷女人後裔的腳跟（三 15）。這是指主的被釘十字架。如今，這個

福音的喜信已經應驗，我們乃是活在這福音的光中。

蛇是魔鬼的象徵；

主耶穌以蛇的形狀被釘十字架，是爲著對付魔鬼撒但

蛇是魔鬼的象徵；主耶穌以蛇的形狀被釘十字架，是爲著對付魔鬼撒

但。藉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釘死，不僅對付了罪和諸罪，更是對付

了罪的源頭，就是那從起初就犯罪的魔鬼。

這樣祂就審判了這世界的王：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這樣祂就審判了這世界的王：『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

趕出去。』（約十二 31）按照路加四章的記載，當魔鬼試誘主耶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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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天下萬國都指給主看，並說，『這一切權柄及其榮耀，我都要給你；

因爲這原是交付我的。』（6）在亞當以前的世代，魔鬼的確是天下萬

國的管理者。所以，我們有分於政治是很危險的，因爲會和魔鬼有牽

連。主在十字架上有一個極大的『驅魔行動』，把這世界的王魔鬼趕

出去。在這世界上，你也許是個律師，是法律體制的一部分；或者是

個醫生，是醫療體制的一部分；或者是個教授，是教育體制的一部分。

然而，我們雖在世界裏，卻不屬於這世界，因爲這個世界受審判，這

世界的王已經被主趕出去。

古蛇撒但，世界的王，已將他自己注射到人的肉體裏。撒但這樣作乃

是讓自己陷入網羅中；他以爲自己的計謀得逞，其實是弄巧成拙。這

就如在接受真理的事上，有些人雖然有高智商，卻是一直搞頭腦，結

果反成了愚昧的。有的人雖然沒有高智商，但聽見真理就簡單接受了；

他們反而是蒙福的。

仇敵以爲將耶穌釘十字架是他勝利，神失敗了。或許他正歡呼：『我

得著了我在空中的國度，我得著了在地上的人，我已經得著了我自己

的複製，產生了許多兒女。』正當魔鬼以爲他的工作成功時，主說，『撒

但，你作完了麼？現在輪到我了。』於是祂以蛇的形狀，在罪之肉體

的樣式裏，作爲罪受死。撒但把他自己注射到人的肉體裏，就因此被

困在人的肉體裏。當耶穌在十字架上受死時，撒但就在那裏被審判，

被廢除了。

主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死於十字架，就廢除了在人肉體裏的撒但

（羅八 3，來二 14）。我們肉體裏的罪，就是撒但，已經被廢除了；

這件事有一天要完全的執行出來。

因著這樣審判了撒但，主就使掛在撒但身上的世界也受了審判；因

此，主被舉起來，就審判了世界，也把世界的王趕出去了（約十六

11，十二 31）。所以在主的釘死裏，祂不僅消除魔鬼一切的作爲，更

廢除了魔鬼本身。

基督釘十字架時，廢除了魔鬼

基督釘十字架時，廢除了魔鬼（來二 14）。在十四節裏，譯作『廢除』

的希臘字，也可譯爲『使之歸於無有，使之失效，廢掉，消除，取消，

棄絕』。這是一個完全的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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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祂的人性裏，並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廢除了魔鬼。我們

都要相信並宣告：『基督已經廢除了魔鬼！』我們也要對仇敵說，『仇

敵阿，當人子在十字架上受死的那天，你已經被廢除了。有一個人將

你廢除；當這人將你廢除時，罪受了審判。你這古蛇要被捆綁，丟到

火湖裏去。雖然我們從前有蛇性，現今我們要成爲新耶路撒冷。仇敵

阿，請聽，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經將你廢除了！』基督不僅代替被蛇

所咬的墮落之人受死，並且廢除了魔鬼（約三 14，來二 14）。

阿利路亞！藉著基督作贖罪祭的實際，

魔鬼已經被廢除了

阿利路亞！藉著基督作贖罪祭的實際，魔鬼已經被廢除了！然而，

我們要提防可能從仇敵來的攻擊。我們必須學習，卽使經過了屬靈氣

氛高昂的特會、訓練或禱告聚會，我們仍然必須儆醒並保持冷靜，免

得一不小心就遭受仇敵的反擊。主在十字架上廢除魔鬼，是一件已經

成就且無法改變的事實。然而，我們不要以爲從此就沒有魔鬼了。不，

在召會這奧祕的時代裏，魔鬼還是相當活躍，但神要繼續不斷的執行

祂廢除魔鬼的工作。召會主要的責任乃是維持、宣告這事實，並在爭

戰中見證基督的得勝。

屬靈爭戰三要事
以下我們要從新約的幾段經文，簡要的來看關於屬靈爭戰的三件事，

這對我們會是幫助、鼓勵與裝備；因爲從現在起，一直到我們被提以

前，屬靈的爭戰會更加劇烈。

不給魔鬼留地步

以弗所四章說，『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

留地步。』（26 ～ 27）生氣不是罪，但生氣可能導致犯罪。所以保羅

告訴我們，不可含怒到日落，否則會給魔鬼留地步。如果我們發現自

己對有些情形感到生氣，就要尋求主，讓這些事情過去。我們不願意

在無意中給魔鬼留地步。無論是妻子或丈夫都可能因爲被對方得罪而

彼此定罪，但我們要讓這種情形過去，免得給魔鬼留地步。這是第一

件事。

抵擋魔鬼

第二件事是抵擋魔鬼，我們要從下列幾處經文來看這件事。抵擋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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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站住以反抗他，不是憑著意志掙扎，而是堅決的站在基督復活的

大能裏，並站在基督的得勝裏。不管仇敵如何攻擊，我們都該不受影

響，不改變，也不被傷害。雅各書四章六至七節說，『『神敵擋狂傲

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服從神，抵擋魔鬼，魔鬼就必

離開你們逃跑了。』向神狂傲就是與撒但站在一起；向神謙卑就是順

服神，也就是抵擋魔鬼。所以我們要在神面前謙卑，服從神，自然就

有抵擋魔鬼的能力。

彼前五章八至九節說，『務要謹守、儆醒。你們的對頭魔鬼，如同吼

叫的獅子，徧地遊行，尋找可吞喫的人；你們要抵擋他，要在信上堅

固。』這就像在戰爭中該有警備一樣。我們要儆醒，也要爲聖徒們儆

醒，因爲魔鬼徧地遊行，積極尋找可吞喫的人。所以彼得勸我們，第

一，『要謙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6）因爲我們一驕傲，就會引

來吼叫的獅子。其次，『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爲祂顧念你們。』

（7）我們若落在憂慮之中，就很容易受到攻擊。我們應該像磐石般抵

擋他。以我自己爲例，仇敵知道，我站在這裏不是柔弱的，我像磐石

一樣，因爲我一直享受美地的出產；美地的石頭是鐵（申八 9）。那爲

神站住的一個新人，乃是像山那樣的石頭人或鐵人。第三，『要在信

上堅固。』（彼前五 9）我們要相信父神的照顧。要知道，我們站住的

能力乃在於信。我們要相信那攻擊我們的仇敵已經被廢除了，不要相

信他的謊言，乃要相信神的話。

以弗所六章十三節說，『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

子能以抵擋，並且作成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不要把持你裏面任

何消極的感覺，仇敵就是要你這樣作，但你要讓消極的感覺快快過去。

你要有平安，要謙卑，要把憂慮卸給神，如此你自然會發現你能彀抵

擋魔鬼，他會離開你而逃跑。

因羔羊的血和見證的話勝過魔鬼

第三件事是勝過魔鬼。啓示錄十二章十一節說，『弟兄們勝過他，是

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話。』羔羊的血是爲著救贖。魔鬼在

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10），所以我們不要跟魔鬼說話，不要向他承

認任何事。我們要指出羔羊的血，並用自己所見證的話，見證主的得

勝。

《聖潔沒有瑕疵》一書第四章給我們看見，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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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得勝者，以及得勝者之所以能得勝，乃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

所見證的話。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們有十八位弟兄被接待在臺北某一

學校的宿舍裏。那時我進入主的恢復不到兩年，還是個幼嫩的學習者。

有一天晚上，主光照我關於我從前所有的說話，將我的缺失暴露無遺；

當下我向神徹底認罪悔改。隔天早上醒來時，我感覺撒但就在我牀邊。

我雖然應用羔羊的血，撒但還是不停的控告。於是我在淋浴室裏向撒

但講了一篇信息，向他說出我所見證的話，見證那人耶穌如何在十字

架上廢除了他，他已經失敗了，耶穌是主，現今坐在寶座上。這對我

的成長是一次深刻的經歷。

得勝者不是超級英雄，得勝者所以能得勝，乃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

己所見證的話。當你感覺魔鬼在控告你時，你就要應用羔羊的血。如

果他還不停止，你就開口大聲說出你所見證的話，告訴他：『基督是

我的贖罪祭，當祂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時候，罪受了審判，也就是你受

了審判。你已經被廢除！你來攪擾我，但我要題醒你，你已經完全被

擊敗了！』詩歌六百四十六首副歌說，『要藉基督得勝寶血，勝過兇

惡的仇敵；藉其功效和其能力，你就必定得勝利。』第五節：『要藉

基督得勝寶血，完全取用祂權柄；只要應用耶穌之血，你就必定能得

勝。』（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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