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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与路得预表基督与召会  

读经：得一 16~17，二 1~3、13~16，三 9、12、15，四 1~17、

21~22 

周 一 

壹 在约书亚记至路得记这段以色列人历史的开始和结

束，有两个显著的人物预表基督；这两个人就是约书

亚和波阿斯，他们表征一个人的两方面—书一 1，得

四 21~22： 

一 在开始时，约书亚预表基督，将神所拣选的人带进神命

定的福分里；如约书亚所预表的，基督已经把我们带进

美地，也为我们取得那地，并将那地分给我们作产业，

给我们享受；基督已经为我们得着美地，至终祂就是美

地，给我们享受。 

二 在结束时，波阿斯预表基督是我们的丈夫，作了我们的

满足。 

贰 在路得记，波阿斯预表基督以下几方面： 

一 波阿斯是富有且慷慨给与的人（二 1、14~16，三 15），

预表基督有追测不尽的神圣丰富，并且以祂全备的供应

照顾神穷乏的子民（弗三 8，路十 33~35，腓一 19）。 

二 波阿斯是路得的亲人（得二 3，三 9、12），赎回玛伦失

去的产权，并且娶了玛伦的寡妇路得为妻，以产生必需

的后嗣（四 9~10、13），预表基督救赎召会，使召会成

为祂的配偶，好叫祂得着扩增（弗五 23~32，约三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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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照路得记，波阿斯赎回路得并赎回她的长子名分；因

此，他成了基督一位显著的先祖—得四 1~17、21~22，

太一 5~6： 

1 你既是弟兄，是波阿斯，就该顾到别人的基督长子名分，

不该单顾自己的长子名分；换句话说，你不仅该顾到

自己对基督的享受，也该顾到别人对基督的享受—弗

三 2，彼前四 10~11，太二四 45~47。 

2 假定在召会生活中有些亲爱的圣徒成了像路得一样，失

去了对长子名分的享受，就是对基督的享受，我们需

要在召会生活里有许多波阿斯，把这些亲爱的圣徒带

回对基督的享受里。 

3 路得记告诉我们，有另一个亲属与路得的关系比波阿斯

更近，但那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长子名分： 

a 有些弟兄该顾到召会生活中像可怜的“路得”那

样的人，但他们在对基督的属灵享受上很自私—结

三四 2~23。 

b 有人是真波阿斯，在对基督的享受上是丰富的，他

愿意付代价，将那样的圣徒带进对基督完满的享受

里；借着这样牧养别人，他就对基督有更多的享

受，甚至对基督有最大的享受；一天过一天，我们

该顾到别人对基督的享受—箴十一 25，徒二十

35，彼前五 1~4。 

周二、周三 

四 那些成为像波阿斯的人，在召会生活乃是柱子（圣殿其

中一根柱子名叫“波阿斯”—王上七 21）；在圣经里，

柱子是神建造的标记、见证，神的建造乃是借着在实行

身体生活中被变化而成的—创二八 22上，王上七 15~22，

加二 9，提前三 15，启三 12，罗十二 2，弗四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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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些在召会生活中是柱子的人，乃是一直在神的审判

（铜）之下，领悟他们是在肉体里的人，一无价值，

只配死与埋葬—诗五一 5，出四 1~9，罗七 18，太三

16~17： 

a 我们必须断定自己是一无所是的，只够资格钉死；

我们无论是什么，都是因着神的恩，并且劳苦的不

是我们，乃是神的恩—林前十五 10，加二 20，彼前

五 5~7。 

b 信徒中间的分裂和不结果子，都是因为没有铜，没

有什么是经过神审判的；反而有骄傲、自夸、自我

表白、自我称义、自我称许、自找借口、自义、定

罪别人、规律别人，而不牧养人、寻找人—太十六

24，路九 54~55。 

c 我们爱主并经历祂是那样子像铜的人（结四十 3），

祂就成为我们超凡的爱、极广的宽恕、无上的信实、

尽致的卑微、绝顶的纯洁、至圣至义、光明正大—

腓四 5~8。 

2 殿里柱子的柱顶有“装修的格子网〔如格子架〕和拧成

的链索形成的花圈”；这些表征错综复杂的光景，而

那些在神建造中作柱子的人，在其中生活并承担责任

—王上七 17，林后一 12，四 7~8。 

3 柱顶上有百合花和石榴—王上七 18~20： 

a 百合花表征信靠神的生活，就是凭神之于我们的所

是，不凭我们的所是而过生活；铜的意思是“不是

我”，百合花的意思是“乃是基督”—歌二 1~2，

太六 28、30，林后五 4，加二 20。 

b 柱顶花圈上的石榴，表征那作生命的基督之丰富的

丰满、丰盛、美丽和彰显—腓一 19~21上，弗一

22~23，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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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借着格子网的除去和拧成之链索的限制，我们就能

过信靠神的单纯、简单生活，彰显基督神圣生命的

丰富，为着神在生命里的建造。 

周 四 

叁 在这明亮而芬芳的故事里，路得在以下几方面预表召

会： 

一 路得在神的创造里，在亚当里是女人，在人的堕落里是

摩押女子（一个罪人），因而成了旧人，具有这两面，

预表召会在得救之前，是神创造里的人，也是在人的堕

落里的罪人，乃是“我们的旧人”—罗六 6。 

二 路得是寡妇，死了丈夫，为波阿斯所赎回；波阿斯清理

了路得已死丈夫的债务，恢复她已死丈夫所失去的产权

（得四 9~10）；因此路得预表蒙了基督救赎的召会，而

召会的旧人乃是已经被钉十字架的丈夫（罗七 4上，六

6）；基督清理了召会旧人的罪（约一 29），好恢复神所

创造而堕落之天然人所失去的权利（创一 26，赛五四 5）。 

三 路得被波阿斯赎回以后，成了他的新妻子（得四 13），

预表召会得救以后，因着召会天然的人得了重生（约三 6

下）而成了基督的配偶（29 上，罗七 4）。 

四 路得拣选跟随拿俄米到以色列地（得一 16~17），并与波

阿斯联结，预表外邦罪人联于基督（林后一 21），使他

们有分于神应许的产业（弗三 6）。 

周 五 

肆 波阿斯（预表基督是我们的新丈夫）和路得（预表召

会，其旧人乃是已经被钉十字架的丈夫）的图画，是

保罗在罗马七章一至六节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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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神的创造里，人原初的地位是妻子的地位；以赛亚五

十四章五节说，造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神的

妻子，必须倚靠祂，并以祂为我们的头。 

二 人堕落时，取了另一个地位，就是旧人自取的地位（旧

人乃是我们这个由神所创造，却因罪而堕落的人）；神

所造的人是妻子，但堕落的人向神独立，并且自立为头，

为丈夫。 

三 我们的旧人，就是旧丈夫，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罗六 6），

我们就脱离了他的律法（七 2~4），并且归与新丈夫，

就是那永活者基督。 

四 我们信徒有两种身分： 

1 我们有堕落旧人的旧身分，我们的旧人离弃了信靠神之

原初正确的地位，擅自取了作丈夫，作头，向神独立

的地位。 

2 我们有作为重生之新人的新身分，恢复到我们作神真正

妻子之原初正确的地位（赛五四 5，林后十一 2~3），

倚靠神，以祂为我们的头。 

五 我们因为已经钉了十字架（加二 20，罗六 6），就不再

有丈夫的旧身分；现今我们只有正确妻子的新身分，以

基督为我们的丈夫，不该再凭旧人活着（不该再以旧人

为我们的丈夫）。 

 

周 六 

六 在罗马七章四节，保罗将葬礼和婚礼放在一起；一面，

我们埋葬了；另一面，我们结婚了；我们照着旧身分已

经是死的了，叫我们照着新身分归与别人；照着我们的

新身分，我们归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使我们结果子给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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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们的旧人，就是旧丈夫，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叫我

们“归与别人，就是归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使我们结

果子给神”（4）；归与，指明我们在作妻子的新身分里，

在人位、名义、生命和存在上，与基督在祂的复活里有

生机的联结。 

八 身为重生的新人和基督的妻子，我们一切的所是和所作，

现今都与神有关，并且祂是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生命

的满溢；这与结果子给死（5）不同，那是从前我们作旧

人，作旧丈夫所结的。 

九 如今我们归与复活的基督，祂是我们灵里赐生命的灵；

这是“那灵……同我们的灵”（八 16）联合成为“一灵”

（林前六 17）： 

1 我们该将我们的全人转向并置于这联结的灵—罗八 6

下。 

2 我们也该照着这联结的灵生活并行事为人—4节。 

3 我们这样活在这联结的灵里，就能活出基督的身体，成

为基督团体的彰显，使三一神得着荣耀—弗一 23，三

21，林前十 31，彼前四 11，启二一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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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书一 5~6 ……我……必……与你同在；……你当刚强壮

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

我……起誓要赐给他们的。 

得四 9~10 波阿斯……说，你们今日作见证，凡属……玛

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我又娶了 

……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叫死人的名得以在

他的产业上存立……。 

 

波阿斯与路得……预表基督与召会。……在约书亚记至路得

记这段以色列人历史的开始和结束，有两个显著的人物预表基

督（书一 1，得四 21）。这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波阿斯，他们

表征一个人的两方面。 

在开始时，约书亚预表基督，将神所拣选的人带进神命定的

福分里（书一 2~4，弗一 3~14）。如约书亚所预表的，基督已

经把我们带进美地，也为我们取得那地，并将那地分给我们作

产业，给我们享受。基督已经为我们得着美地，至终祂就是美

地，给我们享受。 

在结束时，波阿斯预表基督的其他方面，特别预表基督是我

们的丈夫，作了我们的满足。……波阿斯是富有且慷慨给与的

人（得二 1、14~16，三 15），预表基督有追测不尽的神圣丰富，

并且以祂全备的供应照顾神穷乏的子民（弗三 8，路十 33~35，

腓一 19下）（路得记生命读经，三六至三七页）。 

信息选读 

路得记告诉我们，波阿斯赎回了路得，也为她赎回了长子的

名分。这就是说，作我们真波阿斯的基督，赎回了我们和长子

的名分。……波阿斯赎回他亲属的产业，并娶了那人的寡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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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7）；因此，他成了基督一位显著的先祖，基督伟大的同

伙。你既是弟兄，是波阿斯，就该顾到别人的基督长子名分。……

换句话说，你不仅该顾到自己对基督的享受，也该顾到别人对

基督的享受。 

路得和拿俄米已经失去了享受，就是长子的名分，但照着神

的规定，有一条路可恢复长子的名分，将其赎回，但必须由别

人赎回。今天在召会生活中，原则是一样的。……常常有些亲

爱的圣徒失去对基督的享受。就一面说，他们成了拿俄米或路

得。若是这样，你需要成为波阿斯，能赎回别人失去的长子名

分，并与被赎回的人结合。 

失去丈夫的意思就是失去对长子名分的享受。……因此，我

需要你作我的弟兄，赎回我的长子名分。但你需要在基督里多

少丰富一点。……然后你付代价，重新得回我的长子名分，并

且你也与我结合。这就是说，你与我调和。这样的属灵调和会

产生大卫的祖父俄备得。波阿斯成了基督一位伟大的先祖。就

属灵的意义说，他享受了基督最大、最丰富的分。一位弟兄若

成了我的波阿斯，他将成为对基督有最大享受的人。因为他赎

回了我的长子名分，并且这样与我联结，我们在主里的联结，

至终会生出对基督的完满享受。 

今天在召会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许多波阿斯。……有些弟兄

该顾到我这个可怜的路得，但他们在对基督的属灵享受上很自

私。甚至在对基督的属灵享受上，我们也很可能是自私的。然

而，波阿斯很慷慨，付了代价，赎回我的长子名分。这一切都

指明我们不仅该顾到自己的长子名分，也该顾到别人的长子名

分。一天过一天，我们该顾到别人对基督的享受。我们越这样

作越好（马太福音生命读经，三七至三九页）。 

参读：路得记生命读经，第六至七篇；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

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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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王上七 21 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左边立一

根，起名叫波阿斯。 

启三 12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加二 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王上七章中〕两根柱子的名字是雅斤和波阿斯（21）。雅

斤意即“祂必坚立”，波阿斯意即“在祂里面有力量”。这两

根柱子立在廊前，见证主要建立祂的建造，并且真正的力量是

在建造里。就是在今天，召会的建造也作这见证。借着王上七

章这幅图画的细节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在神的建造中成为柱

子，就是审判我们自己，凭信而活，承担责任，并且彰显生命

的丰富（创世记生命读经，一二八五页）。 

信息选读 

两根柱子是铜造的（王上七 15）。创世记的柱子是石柱，

但王上七章的柱子是铜柱。……铜表征神的审判。例如，帐幕

门口的祭坛包着铜，指明神的审判（出二七 1~2，民十六 38~40）。

洗濯盆也是铜作的（出三十 18）。此外，挂在杆子上的铜蛇（民

二一 8~9），也见证基督替我们受神审判（约三 14）。……那

两根柱子是铜造的，清楚指明我们若要作柱子，就必须认识我

们是在神审判之下的人。我们不仅该在神的审判之下，也该在

我们自己的审判之下。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所说的一

样，我们必须说，“我已经被钉十字架。我所以被钉，因为在

神的经纶中，我一无用处，我只有资格死。” 

你若自以为有资格，你就与铜无关，你是自制的金子。经历

铜就是一直在神的审判之下，也在我们自己的审判之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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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把这话应用在自己身上，说，“主啊，怜悯我，因为在

我里面一无良善。”这就是我们已经被钉死的原因。我们若以

为在自己里面还有良善，我们就是说谎的人。 

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着。”我们也可应用他在林前十五章十节的话，那里说，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

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

的恩与我同在。”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保罗说，“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林前十五章十节他说，“不是我，乃是神的恩。”

保罗似乎说，“无论我今天成了什么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凭

我自己，我一无所是。凭我自己，我绝不能成为使徒或者供应

神活话的人。我比别人劳苦，但劳苦的不是我—这是神的恩。”

这就是铜的经历。 

在预表和表号上，王上七章的两根铜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

在神的审判之下，并在我们自己的审判之下。我们必须断定自

己是一无所有的，是只有资格钉死的。我这话不仅是对弟兄说，

也是对姊妹说。……我们必须看自己是在神审判之下的人。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并不定罪自己，反而表白、称义、称许并

原谅自己。我们常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某某弟兄的错。

我总是很谨慎，我没有错。”这就是自我表白。我们表白自己

后，又进一步称义并称许自己。……有时我们犯了错，可能又

原谅自己。……已往我有过许多的自我表白、自我称义、自我

称许和自我原谅。……我们若天天把这四件事钉在十字架上，

在我们的家中就绝不会有争吵（创世记生命读经，一二七一、

一二七三至一二七四、一二七八至一二七九页）。 

参读：创世记生命读经，第八十三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2 
 

第十一周 • 周三 

晨兴喂养 

太六 28~30 你们何必为衣服忧虑？你们细想野地里的百

合花，怎样生长；它们既不劳苦，也不纺

线。……就是所罗门在他极盛的荣耀里，也没

有披戴得像这些花中的一朵。小信的人哪，野

地里的草，今天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尚

且这样给它穿戴，何况你们？ 

 

王上七章十七节说，“柱子上端的柱顶有装修的格子网和

拧成的链索形成的花圈，一个柱顶有七个，另一个柱顶也有七

个。”……装修的格子网就像格子架，就是有小方孔的架子，

用以支撑藤蔓。另外本节的“装修”、“拧成”都含设计的意

思。因此，装修的格子就是格子的设计，……格子网的设计是

为着长百合花。这格子架是为着安置百合花。就一面说，这格

子架是托住百合花的网。……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的链索形

成的花圈〔表征〕……错综复杂的情况（创世记生命读经，一

二八○至一二八一页）。 

信息选读 

柱子在家庭、召会并职事中所背负的担子和责任，总是在

错综复杂的情况里。我们常喜欢把这些情况理清楚，但是作不

到。如果你理清楚一个复杂的情况，就有另外三个来顶替。你

越想把一件事理清楚，情况就越不清楚。你越想使人了解，事

情就越遭人误解。 

要在这种复杂的情况里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在神里面凭信

而活。王上七章十九节说，“廊子里柱子上端的柱顶……刻着

百合花。”百合花表征信靠神的生活。首先，我们必须定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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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认识我们是堕落、无能、不够格，并且一无所有；然后我

们必须在神里面凭信活着，不凭我们的所是或我们所能作的活

着。我们必须是百合花，凭神之于我们的所是，不凭我们的所

是存活（太六 28、30）。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在于祂。我们在

错综复杂的召会生活中怎能承担责任？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

不能作这事；但我们若是在神里面凭信而活就能这样作。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百合花。不是我承担责

任—乃是祂承担责任。 

我们都已经受了审判，我们需要在神的审判之下，审判自

己。我们要作铜柱，说，“我是堕落、败坏、罪恶的，并且什

么都不配，只配死”，这很容易。但是要在格子网的除去和链

索的限制下，经过三天复活的过程却非常难。但是我们越在格

子网和链索中，……越长出百合花，越显出石榴。这样，我们

就成了活的见证，不是出于任何天然的东西，乃是出于在格子

网的除去和链索的限制之下，复活的过程。我们无可逃避，我

们必须留在格子网和链索中，正像被埋葬三天，再从复活的过

程中出来一样。我们经过了这种经历，百合花就长出来，石榴

就显出来。每根柱子都必须作凭信而活的见证，好在格子网的

除去和链索的限制之下，经过复活的过程，显出基督的丰富。

圣殿前两根柱子的铜，指明我们是在死的审判之下，这死的审

判把我们带进由柱顶底座高三肘所表征的复活过程。这复活的

过程带我们经过格子网和链索，长出百合花，结出石榴作见证。

这是柱子承担责任的路，由柱顶全高五肘所表征（创世记生命

读经，一二八一至一二八三、一二九○至一二九一页）。 

参读：创世记生命读经，第八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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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罗七 4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向着律法也已经是死的了，叫你们归与别人，

就是归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使我们结果子给

神。 

路得在神的创造里，在亚当里是女人，在人的堕落里是摩

押女子，因而成了旧人，具有这两面，预表召会在得救之前，

是神创造里的人，也是在人的堕落里的罪人，乃是“我们的旧

人”（罗六 6）。 

路得是寡妇，死了丈夫，为波阿斯所赎回；波阿斯清理了

路得已死丈夫的债务，恢复她已死丈夫所失去的产权；因此路

得预表蒙了基督救赎的召会，而召会的旧人乃是已经被钉十字

架的丈夫（罗七 4 上）；基督清理了召会旧人的罪，好恢复神

所创造而堕落之天然人所失去的权利。 

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六 6）。基督的钉十字

架毁坏我们旧人堕落的部分，但救赎受造的部分。基督没有救

赎我们旧人堕落的部分；反之，祂乃是将这部分了结。然而，

祂救赎我们受造的部分，好恢复我们。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

的死了结我们旧人堕落的部分，救赎神所造的部分（路得记生

命读经，三八至四○页）。 

信息选读 

路得被波阿斯赎回以后，成了他的新妻子，预表召会得救

以后，因着召会天然的人得了重生而成了基督的配偶（罗七 4

下）。被赎回的路得怎样成了波阿斯的新妻子，照样，得救并

重生的召会，也在与祂生机的联结里，成了祂的新妻子，祂的

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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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拣选跟随拿俄米到以色列地，并〕与波阿斯联结，

预表外邦罪人联于基督，使他们有分于神应许的产业（弗三 6）。 

路得的身分，第一种是神所创造、甚好的人（创一 27、31）。

第二，她是在亚当里堕落的人，被神定罪且在神面前被构成为

罪人（罗五 18上、19上）。第三，她成为旧人，因着离弃神作

她的丈夫，作了自己的旧丈夫（六 6上，七 2），这旧丈夫使她

负债。第四，她因旧丈夫的罪而成为负债者。第五，她是摩押

女子，被神放弃之乱伦的外邦人（申二三 3）。第六，她与神的

选民以色列联结，成为神应许的有分者（弗二 12~13，三 6）。

第七，她被她的亲人波阿斯赎回，作她新丈夫的新妻子（得四 5、

13）。第八，她是保守基督成为肉体这条线的人（太一 5下）。

第九，她是大卫的曾祖母，生出神所设立地上行政的王室。第

十，她成为基督重要的先祖，将基督，就是神的具体化身，带

给地上的人。 

我们可概述路得的身分：她是天然、神所造的人；堕落、

败坏的人；旧丈夫—在旧人里与罪、债务牵连的人—的旧妻子；

与神的选民联结的人；被赎回的人；新妻子；带进地上神圣行

政之王室的人；以及基督重要的先祖，将基督带给人类。简单

地说，路得是天然的人、堕落的人、与罪牵连的人、被赎回的

人、与新丈夫联结的人以及将基督带给人类的人（路得记生命

读经，四○、四四至四五页）。 

参读：真理课程三级卷二，第三十四课；召会的意义，第八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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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罗六 6~8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使罪的

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

的人，是已经从罪开释了。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就信也必与祂同活。 

 

〔波阿斯（预表基督是我们的新丈夫）和路得（预表召会，

其旧人乃是已经被钉十字架的丈夫）的图画，是保罗在罗马七

章一至六节所说的。〕 

在神的创造里，人原初的地位是妻子的地位〔赛五四 5〕。 

……我们是神的妻子，必须倚靠祂，并以祂为我们的头。……

人堕落时，取了另一个地位，就是旧人自取的地位。……神所

造的人是妻子；堕落的人成了丈夫。堕落的人擅自取了作丈夫

的地位，向神独立，并且自立为头，为丈夫。在你得救以前，

你从不认为自己是妻子。……在堕落的人中，男人和女人都认

为自己是丈夫。……因此，堕落的人成了强悍、丑陋的丈夫。……

重生新人的地位，乃是真正妻子的地位。重生将我们恢复到我

们原初的地位。 

罗马七章二至三节的头一个丈夫……乃是六章六节里那已

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旧人（罗马书生命读经，一六四至一六

七页）。 

信息选读 

我们信徒得救以后有两个身分—旧身分和新身分。由于堕

落，我们有旧身分；由于重生，我们有新身分。因着堕落，我

们是旧人；因着重生，我们是新人。作为旧人，我们是丈夫；

作为新人，我们是妻子。因此，我们有两个身分。 

让我们看罗马七章一至六节，与罗马六章六节和加拉太二

章十九至二十节的关系。……罗马七章一节说，“律法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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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人，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本节并不难懂。二节告诉我们，

“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受律法约束，归与丈夫；丈

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请注意，这节不是说“女

人还活着”，乃是说“丈夫还活着”。丈夫若死了，女人就脱

离了丈夫的律法。三节告诉我们，丈夫活着，她若归与别的男

人，便叫淫妇；然而，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律法，并可归

与别人。 

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

身体，向着律法也已经是死的了。”我们被治死不是自杀的结

果，乃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意思是我们死在基督的十字架上。

“借着基督的身体”这辞形容死，指明这是怎样的死，……乃

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钉十字架时，我们与祂同死。我们

需要将这一节与六章六节比较，那里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已

经与祂同钉十字架。”……〔这节〕符合七章四节所说我们借

着基督的身体已经是死的。 

六章六节继续说，“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旧人已经

钉十字架，但我们还活着。我们不该再作罪的奴仆。……加拉

太二章十九节……说，“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叫我

可以向神活着。”我们是死的，还是活着的？我们是两个人，

还是一个人？由这一节我们能看见，我们有两个身分，有两个

我—旧“我”和新“我”。旧“我”死了，叫新“我”可以活

着。……二十节接着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

话无疑符合罗马六章六节和七章四节。这三节彼此符合。……

然后，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又说，“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

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结所活的。”这节启示信徒有两

个身分—旧人的身分，和重生新人的身分（罗马书生命读经，

一六七至一六九页）。 

参读：罗马书生命读经，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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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罗七 4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已经是

死的了，叫你们归与别人，就是归与那从死人

中复活的，使我们结果子给神。 

  6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

离了律法，叫我们在灵的新样里服事，不在字

句的旧样里。 

 

在罗马七章四节，保罗将葬礼和婚礼放在一起。一面，我

们埋葬了；另一面，我们结婚了。我们已经是死的了，叫我们

归与别人。在四节，我们死而结婚；在加拉太二章十九节，我

们死而活。我们若没有双重身分，这怎么可能？我们照着旧身

分已经是死的了，叫我们照着新身分归与别人。照着我们的新

身分，我们归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使我们结果子给神（罗马

书生命读经，一七○页）。 

信息选读 

现在我们归与我们的新丈夫基督，……“就是归与那从死

人中复活的。”〔罗七 4〕在林后十一章二节，保罗也说，他将

我们许配一个丈夫，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新丈夫。 

重生的人，无论男女信徒，都是妻子的一部分。既然基督

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就必须倚靠祂，并以祂为头（弗五 23）。

我们若这样作，就会在复活里结果子给神（罗七 4），并在灵的

新样里服事（6）。我们就不再在肉体里，乃在灵的新样里。 

基督不但是我的头—祂也是我的人位。妻子必须以丈夫为

她们的人位，不只以丈夫为她们的头。我们甚至必须以基督为

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头、我们的人位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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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生命。我们已被了结，一无所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并

替我们活。我已完全蒙召，脱离一切，并进入祂里面。我相信

祂，并全然信靠祂。基督是我的一切。祂是我的丈夫、我的头、

我的人位、我的生命。所以，我完全在恩典之下，绝不再在律

法之下。律法与我无关，我也与律法无关。“我借着律法，已

经向律法死了。”（加二 19）现今在恩典里，我向神活着。……

身为新人和归与新丈夫的妻子，我们所是和所作的一切，都与

神有关。我们结果子给神。……这意思乃是神出来了，神作为

果子产生出来了。因此，我们一切的所是和所作，必须是活的

神。我们必须生出神来，作神的满溢。这样，我们就有活的神

作我们的果子，并且我们结果子给神。 

我们是妻子，也必须在灵的新样里服事主，不在字句的旧

样里。罗马七章六节的灵字指我们重生之人的灵，有主，就是

那灵，住在其中（提后四 22）。我们可以在灵的新样里服事，

因为神更新了我们的灵（罗马书生命读经，一七一至一七五页）。 

如今，这灵住在我们得重生的灵里，与我们的灵联结为一

灵（罗八 9~11上，林前六 17）。祂不仅在我们里面，祂还与我

们的灵联结成一灵。为此，我们就要操练，将我们的全人转向

并置于这联结的灵（罗八 6 下）。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放在许多

无谓的事上，要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全人转向这联结的灵。

并且，我们更要照着这联结的灵生活、行动（4）。我们说话、

行事、待人、接物，都照着这联结的灵，连我们在家庭生活中，

与家人谈话都要照着这灵。我们这样活在这联结的灵里，就能

活出基督的身体，而成为基督团体的彰显（弗一 23）（对基督

身体的透视，三三至三四页）。 

参读：对基督身体的透视，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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