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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祭的实际、铜蛇以及废除魔鬼  

读经：利四 3，林后五 21，罗八 3，约一 14，三 14，十二 31，

约壹三 8 下，来二 14 

周 一 

壹 作为赎罪祭的实际，基督“替我们成为罪”—林后五

21，利四 3： 

一 基督没有接触罪，或亲身经历罪，所以就经历说，是不

知罪的，因为在祂的性情和本质里没有罪；然而，基督

是替我们成为罪（并非成为有罪的），受神的审判—21

节，罗八 3。 

二 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也成为罪死在十字架上，神使祂

替我们成为罪—林后五 21： 

1 我们不仅是有罪的，我们就是罪；我们是罪的构成，罪

的具体化身—罗五 12、19，六 6，七 7、11、17、23。 

2 神将我们的诸罪归在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就看祂是独

一的罪人—赛五三 6 下、11 下、12下，彼前二 24。 

3 当基督作我们的代替，为我们而死时，神不仅把祂看作

担罪者，更把祂看作罪；当基督钉十字架时，罪也钉

了十字架—罗六 10。 

4 基督是替我们成为罪的一位，一次永远地受了神的审判

—林后五 21。 

周 二 

贰 作为赎罪祭的实际，子基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

并为着罪”受差遣，使神能在肉体中定罪了罪—罗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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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是那与神同在，并且就是神的话，成了肉体—约一 1、

14： 

1 在圣经里，尤其在新约里，肉体是指堕落的人，不是指

神原初所造的人—创一 26，六 3，罗三 20。 

2 我们的肉体不仅是肉体，更是有罪的肉体；然而，基督

的肉体不是有罪的。 

3 当话成了肉体，耶稣的肉体就联于那带着罪之肉体的堕

落之人，但在祂的肉体里没有罪的元素；撒但不能进

入耶稣的肉体里。 

二 神只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遣祂的儿子；实际上，

子没有罪的肉体，只有罪之肉体的形状，样式—八 3： 

1 话成为肉体，乃是三一神成为肉体的人，有那有罪之人

的样式—约一 1、14。 

2 基督成为肉体，间接地与罪有关联，只有罪之肉体的样

式，没有罪的实际—罗八 3。 

3 借此神进入人性，与有罪的人联结为一；然而，祂只有

这有罪之人的样式，却没有这有罪之人的罪，只有堕

落之人的形状，没有堕落之人的罪性。 

周 三 

4 基督在祂的死里是在肉体中的人，使罪在肉体中被神定

罪—3 节： 

a 肉体是属于罪的，但神的儿子竟成了肉体（来二

14，提前三 16）；然而，祂并没有肉体的罪。 

b 当父神为着罪差来子神，要对付罪，甚至废除罪

时，祂不是在罪之肉体的实际里，乃是在罪之肉体

的样式、外表里，差来子神—约一 14，罗八 3。 

c 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时，神在耶稣基督，那在罪之肉

体的样式里受差者的肉体里面定罪了罪—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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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约三 14： 

一 基督作为父所差，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而来的一位，由

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至九节的铜蛇所表征： 

周 四 

1 以色列人毁谤神和摩西时，“耶和华打发火蛇进入百姓

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致以色列中死了许多人”—6 节。 

2 神告诉摩西要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上”；“摩西便

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上；蛇若咬了什么人，那人一

望这铜蛇就活了”—8~9 节。 

二 民数记二十一章的事件是神主宰所预备的，以启示基督

一个特别的预表： 

1 挂在杆子上有蛇形的铜蛇，预表基督为着我们在十字架

上被举起来—约三 14： 

a 在十四节，主耶稣把这个预表应用到自己身上，表

明祂成为肉体，乃是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罗

八 3），就是铜蛇的形状。 

b 铜蛇只有蛇形而无蛇毒；基督只是以蛇的形状被举

起来，并没有蛇的毒性。 

2 我们有罪的人确实有蛇性；在我们堕落的性情里，我们

是古蛇魔鬼的儿女—约壹三 10，太十二 34，二三 33，

启十二 9： 

a 在我们的性情上，我们都是有蛇毒的蛇类；在我们

堕落的性情里，我们不仅是有罪的，也是有蛇性的。 

b 在神看来，整个堕落的人类是由毒蛇所组成—太十

二 34，二三 33。 

3 我们是这样的蛇，需要代替；我们需要基督有蛇的形状

而没有蛇的毒素，来为我们死—约三 14，罗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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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五 

肆 “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

—约壹三 8下： 

一 我们是罪人，需要神的拯救，并且我们一直受魔鬼的缠

累和搅扰，需要主耶稣来消除魔鬼的作为—提前一 15，

约壹三 8。 

二 神的儿子在地上时，消除了魔鬼的作为—可一 23~28，太

十二 28，十五 22~28，路四 39，十三 10~17： 

1 许多时候，撒但的工作并不是明显的作的，乃是躲在许

多天然事情的后面作的。 

2 虽然魔鬼躲在许多天然事情的后面，但主耶稣责备他—

可四 35~41。 

三 在约壹三章八节，译为“消除”的希腊字，也可译为“解

除”或“毁坏”： 

1 魔鬼从古时就不断地犯罪，并生出罪人与他一同实行罪

—8、10 节，约八 44。 

2 为这缘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消除并毁灭魔鬼罪恶

的作为，就是借十字架上的死，在肉体中定罪那恶者

所起始的罪（罗八 3）；毁灭罪的权势，就是魔鬼罪恶

的性情（来二 14），并且除去罪与诸罪。 

伍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

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14

节： 

一 主耶稣的显现，消除了魔鬼的作为；主耶稣的死，废除

了魔鬼自己—约壹三 8，约三 14，十二 31，来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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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六 

二 主耶稣乃是借着在形状上成为蛇，伤了古蛇魔鬼的头—

约三 14，创三 15，启十二 9： 

1 蛇是魔鬼的象征；主耶稣以蛇的形状被钉十字架，是为

着对付魔鬼撒但。 

2 这样祂就审判了这世界的王：“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

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十二 31： 

a 古蛇撒但，世界的王，已将他自己注射到人的肉体

里。 

b 主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死于十字架，就废除了在

人肉体里的撒但—罗八 3，来二 14。 

c 因着这样审判了撒但，主就使挂在撒但身上的世界

也受了审判；因此，主被举起来，就审判了世界，

也把世界的王赶出去了—约十六 11，十二 31。 

三 基督钉十字架时，废除了魔鬼—来二 14： 

1 在十四节里，译作“废除”的希腊字，也可译为“使之

归于无有，使之失效，废掉，消除，取消，弃绝”。 

2 基督在祂的人性里，并借着祂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废除

了魔鬼。 

3 基督不仅代替被蛇所咬的堕落之人受死，并且废除了魔

鬼—约三 14，来二 14。 

四 阿利路亚！借着基督作赎罪祭的实际，魔鬼已经被废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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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罗六 10  因为祂死，是一次永远的向罪死了；祂活，是

向神活着。 

林后五 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

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基督没有接触罪，或亲身经历罪，所以就经历说，是不知

罪的（参约八 46，彼前二 22，来四 15，七 26）。 

罪乃是来自那背叛神的撒但（赛十四 12~14），这出于那

恶者的罪进到人里面（罗五 12），使人在神的审判之下，不仅

成为罪人，并且成为罪。因此，当基督在肉体里成为人（约一

14），祂是替我们成为罪（并非成为有罪的），受神的审判（罗

八 3），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圣经恢复本，林后五

21 注 1、注 2）。 

信息选读 

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借此便定罪了

罪〔罗八 3〕。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在神眼中，祂就是罪。

基督是在祂的肉体里被钉十字架的。这就是说，祂的肉体被钉

了十字架。祂的肉体既被钉死，罪就被定了罪，因为罪与肉体

乃是一。神在十字架上审判了耶稣，借此，祂审判了肉体，也

审判了罪。当神审判耶稣时，就审判了肉体与罪。 

主耶稣不知罪，但神使祂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成为罪〔林后

五 21〕。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时，不仅在样式上是罪人，就像铜

蛇一样有蛇的形状（约三 14），神也使祂成为罪。如果耶稣没

有成为罪，当祂钉十字架时，罪就不能受审判。罪被定了罪，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时，神已使祂替我们成为罪（利未记生命

读经，二二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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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不仅是为我们的罪，也是成为罪，

因神使祂替我们成为罪。我们不仅是有罪的；我们就是罪。我

们是罪的构成，罪的具体化身。当基督作我们的代替，为我们

受死时，神不仅把祂看作担罪者，更把祂看作罪。如今在复活

里，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作生命，这生命活在我们里面，将我们

构成神的义。当基督代替我们时，祂为我们成为罪，如今祂在

构成我们，我们就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新约总论第六册，一

八页）。 

基督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归在祂身上，并担当我们的罪

孽者。这预言记在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下半、十一节下半和十

二节下半。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基督在十字架上时，

神将我们一切的罪取去，归在祂这神的羔羊身上。关于这点有

三节经文是非常清楚的：彼前二章二十四节，林前十五章三节，

和希伯来九章二十八节。 

神将我们的罪归在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就看祂是独一的

罪人，甚至是罪本身。按林后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不知罪的

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在旧约预言的应验里，基督担当我们的

罪孽，代替我们而死。基督是为我们成为罪的一位，一次永远

地受了神的审判（新约总论第二册，一九五页）。 

基督成为肉体，意思就是基督成为罪。祂替我们成为罪，

为要将罪定罪。……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时，罪就被定罪。祂作

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罪就被钉了十字架。祂作为铜蛇被钉

在十字架上时，撒但就被废除了。借此我们能看见，基督作为

人，不是简单的事（经历基督的秘诀，一九页）。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后三小时，在神看来，祂成了罪。那时

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基督是为我们成为罪的一位，祂代替我

们一次永远地受了神的审判（新约总论第三册，二七五页）。 

参读：新约总论，第七十一篇；基督的安家与召会的建造，第

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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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约一 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

地有恩典，有实际。…… 

罗八 3    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

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

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 

约翰一章十四节不是说，话成了人，乃是说，话成了肉体。

当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时候，人已经变得老旧，成为肉体了。在

圣经里，尤其在新约里，肉体是指堕落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神

创造人，神没有创造肉体。创世记一章告诉我们，神创造人以

后，祂“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31），这指明神所造的人甚

好。然而，到了三章，神所造的人堕落了；而在六章，堕落的

人因着罪成了败坏、堕落的肉体（3）。罗马三章二十节说，凡

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这里的肉体

是指堕落的人。在神眼中，堕落的人类不过是肉体（神新约的

经纶，三八页）。 

信息选读 

有一天，话成了肉体。请记得，耶稣不是由属人的父亲所

生，乃是由属人的母亲所生（太一 18）。祂的人性是肉体；……

我们的肉体是有罪的肉体，因为这肉体属乎男性连着女性。但

耶稣的肉体不属乎男性，只属乎女性；因此，祂的肉体不是有

罪的。我们的肉体不仅是肉体，更是有罪的肉体；但基督的肉

体与男性毫无关系，不是有罪的肉体。耶稣的肉体的确与有罪

的肉体联合，……然而，〔并没有〕罪的元素。 

撒但一试再试，要进入耶稣的肉体里，但他无法得逞。那

灵甚至引导耶稣到旷野里受魔鬼的试诱。祂禁食四十昼夜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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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受魔鬼的试诱（四 1~11）。撒但试了三次，要进入耶稣的

肉体里，但他无法得逞（神新约的经纶，四三至四四页）。 

罗马八章三节启示，基督作为在肉体里的人受死时，神就

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肉体中的罪”指罪的源头，魔鬼。为这

缘故，在罗马六、七、八章，罪是个人格化活的人物。当基督

作为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时，这活的罪就

被神定罪了。基督借着成为肉体穿上的肉体被钉十字架时，神

就在堕落人类的肉体中定罪了罪。……基督被差来只是在罪之

肉体的样式里，祂实际上没有罪的肉体，只有罪之肉体的形状、

样式（新约总论第二册，九三页）。 

话成肉体的意义，就是神与人联合为一。人的话乃是人的

发表，代表人自己；照样，神的话就是神的发表，就是神的自

己，也就是发表出来的神，显出来的神（约一 1）。“肉体”是

指堕落之人的外体。并且因着堕落的人是凭肉体活着，圣经就

常用“肉体”称呼堕落的人（罗三 20，加二 16，林前一 29）。

所以，“肉体”不光是指堕落之人的外体，也是指堕落之后的

人。简单地说，话成肉体就是神显出来，或者说是显出来的神

与堕落之后的人联合为一。“话成肉体”不光是神成了人，与

人联合为一，更是显出来的神与堕落后的人联合为一。所以圣

经才说，“话成了肉体”（约一 14）乃是神“显现于肉体”（提

前三 16）。……这个显现是显现于“肉体”，就是在堕落之后

的人里面（神计划里的救赎，七七页）。 

我们已经指出，基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成了一个人。这

事实指明，祂间接地与罪、撒但和世界有关联，但不是在实际

上，只是在样式上（罗马书的结晶，二三三页）。 

参读：神新约的经纶，第三章；基督是实际，第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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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创六 3 耶和华说，人既是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

相争；然而他的日子还有一百二十年。 

提前三 16 并且，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

就是：祂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

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接去

于荣耀里。 

基督在祂的死里是在肉体中的人，使罪在肉体中被神定罪。

罗马八章三节说，“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

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肉体是属于罪的，

但神的儿子竟然成了肉体（约一 14，来二 14，提前三 16）。然

而，祂只有肉体的样式，没有肉体的罪。按罗马八章三节，神

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使祂能

在肉体中定罪罪（新约总论第三册，二七五至二七六页）。 

信息选读 

神为着罪，在罪之肉体的样式、形状里，差来了自己的儿

子。这指明罪居住在某种元素里，这元素就是人的肉体。我们

的肉体因此是罪的住处。罪住在我们的肉体里。不仅如此，罪

事实上与我们的肉体成为一，使我们的肉体实际上成为罪的化

身。化身这辞是指一样东西原先在另一样东西之外，但它进入

那样东西里面，而与那样东西成为一。有一天，主耶稣基督，

就是神，成为肉体。这样，人就成了基督的化身。同样的原则，

罪已与我们的肉体成为一，使我们的肉体成为罪的化身。 

当父神为着罪差来子神，要对付罪，甚至废除罪时，祂不

是在罪之肉体的实际里，乃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外表里，差

来子神。这就是说，神在那成了罪的化身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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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为着罪，差来自己的儿子，为

要对付罪。 

罗马八章三节清楚启示，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神在谁的

肉体中定罪罪？答案是神在耶稣基督，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

受差者里面定罪了罪。神在这肉体中定罪了罪。按约翰一章一

节、十四节，那是神的话成了肉体。在这肉体，永远之话的具

体化身里，神借着钉十字架定罪了罪。当主耶稣在肉体中钉十

字架时，神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肉体中，

并借着祂在死里的工作，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 

基督的人性没有罪，然而祂的人性却在某方面与罪有关。

所以，祂以肉体中之人的身分死在十字架上，使罪在肉体中被

神对付。换句话说，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定罪了内住

的罪。基督在祂的死里成就了一项工作，借此神在肉体中定罪

了罪（新约总论第三册，二七六至二七七页）。 

按肉体说，基督是从大卫后裔生出来的一个人（罗一 3）。

大卫的后裔就是大卫的子孙。按肉体说，基督是一个人，是大

卫的子孙。祂从大卫的后裔而出，不是作神的儿子，因为大卫

不是神；大卫只是一个人。因此，按肉体说，基督是从大卫后

裔生为人子（约三 14）。在四福音里，主称自己为人子有七十

八次。 

〔基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是由民数记二十一章四

至九节所说的铜蛇所表征。主耶稣自己在约翰三章十四节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主作为人

子，是一条蛇，但只有蛇的形状、样式，而没有蛇毒（罗马书

的结晶，二三二至二三三页）。 

参读：神中心的思想，第六章；民数记生命读经，第三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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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约三 14~15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

来，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生命。 

基督……由铜蛇所预表（民二一 8~9，约三 14）。因为以

色列人在旷野抱怨且背叛，毁谤神和摩西，“于是耶和华打发

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致以色列中死了许多人。”

（民二一 6）然后百姓到摩西那里，承认他们犯了罪，并求他祷

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他们。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就对摩

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上；凡被咬的，一看这蛇，

就必得活。”（8）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上。“蛇若咬

了什么人，那人一望这铜蛇就活了。”（9）在约翰三章十四节，

主耶稣说到民数记二十一章的事件：“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新约总论第二册，二七九至二八

○页） 

信息选读 

民数记二十一章的事件是神主宰预备的，以启示基督一个

特别的预表。挂在杆子上的铜蛇，预表作人子为我们在十字架

上被举起来的基督。我们是亚当的后裔，都已被古蛇魔鬼所咬。

因此，我们都是有蛇性的人，在我们的性情里带着古蛇的毒素。

在神看来，整个堕落的人类组成了有毒的“蛇类”。我们是这

样的蛇类，需要一个代替，就是有蛇形却无蛇毒元素的人。这

代替就是基督；祂以蛇的形状在十字架上受死，对付我们蛇的

性情。 

在罗马八章三节保罗说，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

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这符合约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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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十四节关于铜蛇的启示。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祂

的儿子，意思就是基督成了蛇的形状，就是没有蛇毒的铜蛇。

按铜蛇的预表及其在基督里的应验，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的时候，是在由铜蛇的形状所预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但祂没

有蛇的毒性所预表罪的性情。保罗在罗马八章三节说到神在肉

体中定罪了罪，指明古蛇已被定罪，使罪的问题能得解决。如

今凡相信基督是那被举起来，代替我们被定罪的，就有永远的

生命（约三 15）。这就是民数记二十一章八至九节里铜蛇的预

表，以及在约翰三章十四节之应验的意义（新约总论第二册，

二八○页）。 

事实上，因着基督成了一条铜蛇，祂才能作我们的救主。

如果祂不是成为这样一条铜蛇，祂就无法作我们的救主了。 

约翰一章二十九节说到基督是神的羔羊。但如果我们更深

入主的话，就会看见，一章二十九节里神的羔羊，就是三章十

四节里的铜蛇。羔羊满足了神公义、圣别、荣耀的要求，因为

羔羊是纯洁的、完全的、无瑕无疵。铜蛇代表我们，因为我们

是有蛇性的人，不是羔羊。主对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指明祂

自己要成为铜蛇被举起来，作尼哥底母的代替。因此，神的羔

羊满足了神的要求，而铜蛇代表我们。因为我们是有蛇性的，

不是羔羊，所以需要基督这条铜蛇作我们的代替。这条铜蛇便

是真正的赎罪祭（约翰著作中帐幕和祭物的应验，一一五至一

一六页）。 

参读：约翰著作中帐幕和祭物的应验，七二至七四、八一至八

八页。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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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约壹三 8 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

为。 

来二 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

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

魔鬼。 

今天你问基督徒：什么是神的计划？有的基督徒读过神学，

就会说，今天人有两大需要：第一，我们是罪人，需要神的拯

救；第二，我们一直受魔鬼的缠累和搅扰，需要神将他的作为

除去。所以神的计划，第一步是要救罪人，因为提前一章十五

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

得完全接受的。”其次是要除去撒但的作为，因为约壹三章八

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这是大

多数基督徒对神经纶的认识。 

但这不是神的经纶，只不过是神达到祂经纶之目标的手续。

神要完成祂的经纶，不能不对付罪人，也不能不消除魔鬼的作

为。神的经纶乃是要把祂自己这位三一神作到我们里面，叫我

们成为祂的家（神的启示和异象，一一二、一一四页）。 

信息选读 

我们要相信主的显现为要消除魔鬼的作为（约壹三 8）。……

祂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一次遇见魔鬼的工作而不破坏它的。有

许多时候，撒但的工作并不是明显地作的，乃是躲在许多天然

事情的后面作的，但主耶稣也没有一次不责备他。当祂责备彼

得的说话（太十六 22~23），当祂责备彼得岳母的热病，当祂责

备暴风浪的时候，明显的是责备撒但。……祂到哪里，哪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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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鬼魔的力量。所以，主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

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十二 28）换句话说，主耶稣所在的

地方，就是撒但被赶出去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国所在的地方。

主耶稣在哪里，撒但就不能在哪里（初信造就下册，二一八至

二一九页）。 

约壹三章八节启示，主耶稣在地上尽职时，消除魔鬼的作

为：“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为

此，直译，向此。即向这目的、为这缘故。魔鬼从古时就不断

地犯罪，并生出罪人与他一同实行罪。为这缘故，神的儿子显

现出来，要消除并毁灭魔鬼罪恶的作为，就是借十字架上的死，

在肉体中定罪那恶者所起始的罪（罗八 3），毁灭罪的权势，就

是魔鬼罪恶的性情（来二 14），并且除去罪与诸罪（新约总论

第三册，二五○页）。 

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已经借着死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来

二 14）。主耶稣的显现，消除了魔鬼的作为；主耶稣的死，废

除了魔鬼自己。 

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二 17〕，这个死〔的确〕是

刑罚；但是主能有另外一个死，死就成了救法。死可以刑罚人

犯罪，死也可以拯救人脱离罪。撒但以为死只能刑罚罪人，所

以他就抓住这一个，要借着人的死让他来掌权；但是，神却借

着主耶稣的死来拯救人脱离罪。这是福音最深的地方（初信造

就下册，二一九至二二○页）。 

参读：初信造就下册，二一八至二二八页；新约总论，第三百

六十九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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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约十二 31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十六 11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蛇是那称为“古蛇”之魔鬼的象征（启十二 9）。毫无疑问，

主耶稣以蛇的形状被钉十字架，是为着对付撒但，魔鬼，古蛇。 

主耶稣乃是借着以蛇的形状钉十字架，伤了古蛇魔鬼的头

（创三 15）。这样祂就审判了这世界的王：“现在这世界受审

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十二 31）基督借着祂在十

字架上的死，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来二 14）。因此，主耶

稣以蛇的形状，在神的审判之下受死，对付了魔鬼连同他的世

界，那撒但化的系统。 

借着基督的死，罪行、罪性、旧人、整个受造之物、魔鬼

以及世界，都受了对付。这事之所以可能，乃因基督是作为神

的羔羊、在肉体里的人、末后的亚当、受造之物，并以蛇的形

状钉了十字架（新约总论第二册，九八页）。 

信息选读 

当主的肉体被钉十字架，而把世界的王撒但赶出去时，这

邪恶的体系，黑暗的国度，也就受了审判。主这位人子（约十

二 23）是在蛇的形状里（三 14），就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罗

八 3），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这世界的王撒但，就是古蛇（启

十二 9，二十 2），已经将他自己注射到人的肉体里。主在罪之

肉体的样式里，死于十字架，就废除了在人肉体里的撒但（来

二 14）。因着这样审判了撒但（约十六 11），主就使挂在撒但

身上的世界也受了审判。因此，主被举起来，就审判了世界， 



                                   139 
 

第七周 • 周六 

也把世界的王撒但赶了出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三五七至三

五八页）。 

在死和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难处，就是魔鬼。基督在祂

的钉死里，也废除了魔鬼（来二 14）。“废除”原文的意思是，

使之归于无有，使之失效，废掉，消除，取消，弃绝。魔鬼，

蛇，引诱人堕落后，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创三 15）。

及至时候满足，神的儿子就为童女所生（加四 4），来成为肉体

（约一 14，罗八 3），好在十字架上借着肉体受死，废除在人

肉体里的魔鬼。这是要将撒但废掉，使他归于无有。阿利路亚！

撒但已经被废掉、被除去了！ 

你也许怀疑说，“魔鬼若已经废除，他怎么仍然如此猖狂？”

说魔鬼仍然猖狂，乃是骗人的话；圣经从未这样说。不要相信

这样的谎言。圣经说魔鬼已经被打伤、被废除，他的头已被打

碎。你是信你的感觉，还是信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基

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废除了魔鬼。这是一个完成的事实，记

载在神的圣言中，作为主的遗命，遗赠给我们。我们应该照着

圣言，凭信取用这遗赠（希伯来书生命读经，一一一页）。 

毫无疑问，主耶稣以铜蛇的身分钉十字架，是要对付撒但，

魔鬼，古蛇。借着以铜蛇的身分钉十字架，祂打伤了古蛇的头

（创三 15）。这样，主耶稣就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来二 14）。

基督在祂的人性里，并借着祂在死里的工作，废除了撒但。所

以，基督不仅代替被蛇所咬的堕落之人受死，并且废除了魔鬼

（新约总论第三册，二八一页）。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一二五至一二九页；约翰一书生命

读经，第二十六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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