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赎罪祭的实际、铜蛇、以及废除魔鬼（诗歌：234）
Overview：作为赎罪祭的实际，基督“替我们成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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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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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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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约一第3章8节）”。译为“消
除”的希腊字，也可译为“解除”或“毁坏”。阿利路亚！借着基督作赎罪祭的实际，魔鬼已经被废除了！ 
Ⅰ．作为赎罪祭的实际，基督“替我们成为罪”： 
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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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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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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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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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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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基督是替我们成为罪的一位，一次永远地受了神的审
判。』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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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基督是那与神同在，并且就是神的话，成了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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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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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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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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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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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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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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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肉体是属于罪的，但神的儿子竟成了肉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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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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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
3:14）：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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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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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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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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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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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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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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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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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
消除魔鬼的作为”： 
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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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神的儿子在地上时，消除了魔鬼
的作为：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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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虽然魔鬼躲在许多天然事情的后
面，但主耶稣责备他。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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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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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罪的权势，就是
魔鬼罪恶的性情，并且除去罪与诸
罪。 

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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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2:14）： 
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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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主耶稣乃是借着在形状上成为蛇，伤了古蛇魔鬼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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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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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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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基督钉十字架时，废除了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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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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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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罗6:10 因为祂死，是一次永远的向罪死了；祂活，是向神活着。 
林后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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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日：约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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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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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创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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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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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日：约3: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15 叫一切信入
祂的都得永远的生命。 
民21:8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上；凡被咬的，一看这蛇，就
必得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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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日：约壹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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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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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日：约12:31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16:11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申言预备》 
 
 
 
 
 
 
 
 
 
 
 
 
 
 
 
 
 
 
 
 
 
 
 
 
 
 
 
 
 
 
 
 
 
 
 
 
 
  

← 罪の肉の様（イエス） 

罪の肉  

(私たち) サタンは何度もイエス 
の中に罪を注入しよう
としたが失敗した 



经历①：神的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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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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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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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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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罪。 

中高生篇 

神的儿子－话成为肉体，就是说神儿子基督有人的生命和性情。这里的“肉体”

根据罗马八章三节，是“罪之肉体的样式”。基督是纯全、正确的人，因为没有

罪，他的人性是“罪之肉体的样式”。作为赎罪祭的实际，神儿子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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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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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基督不是人，就无法代替我们死并解决罪的问题。并且，因他在十字架是为

罪而死，若基督的人性没有罪之肉体的样式，就无法代替我们而死。“罪之肉体的

样式”有这样的意思。哈利路亚！神用罪之肉体的样式将基督钉十字架，就得以定

罪了罪。请看上一页的图。主耶稣在地上生活时，撒但总是想要将罪注入到祂里

面，但却办不到。主作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在十字架上死了，定罪了罪。哈利路亚！ 

罗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5 因

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6 因为心思置于肉

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罪被定罪，是为着我们不再照着肉体，而照着灵而行。还有，因为十字架的功

效包含在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里，所以可以经历不照着肉体，而照着灵而行，将心

思置于灵，从罪里得释放，得平安。 

例如，在学校老师称赞某个人，你就有点嫉妒。因不想要嫉妒所以就忍住，但

嫉妒会从里面满出来。这就是内里罪的作工。这时你要回到灵里，向主祷告：“主

耶稣，我将你作赎罪祭。你已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死了，定罪了罪。这不是让我照

着肉体活、为罪烦恼，而是为了照着灵而活、从罪里得释放、得着平安。求拯救我

脱离被嫉妒所充满的情形。阿们！” 

 

经历②：基督借着死、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撒但 

我们要相信主的显现为要消除魔鬼的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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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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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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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罪的权势，就是魔鬼罪恶的性情，并且除去罪与诸

罪。 

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已经借着死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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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青年/硕士篇 

在在职生活中，撒但不断地阻碍你成为得胜者，作工使你陷入不信，成为失败的

基督徒。撒但威胁你，对你说如果不听上司的话，不多加班的话不会被公司解雇吗。

你越听撒但这样的私语，你就越会恐惧害怕。并且会有是不是在职生活比召会生活更

重要的不信的想法。在这样的情性下，你要经历基督已经借着他的死废除了魔鬼。 

来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藉着死，废除那

掌死权的，就是魔鬼，15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挟于奴役的人。 

16 诚然祂不是救援天使，乃是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 

18 因为祂既然在所受的苦上被试诱，就能帮助被试诱的人。 

为了不陷入不信你要争战，为了争战请实行以下的事。 

i. 在听撒但的私语之前，每天早晨首先为了听主的说话而祷读主话。早上起来，穿戴

整齐之后，先来到主话这里。信心是从听主话而来的。 

ii. 请与活力同伴交通，说明自己的情况，寻求代祷。这时，为了让他们容易有负担

代祷，需要详细地说明情况。还有，如果情况改善，交通告知，与他们一起赞美

主。 

iii. 在工作岗位上也呼求主名，在灵里带着信心，祷告：“主耶稣，你已经在十字

架上废除了魔鬼撒但。我要在在职生活的试探中经历这件事。魔鬼撒但，你像

狮子一样吼叫，威吓我，想要使我软弱。但是，我要凭着信心宣告。基督和召

会比你远远地强大。借着我们主的十字架上的死，你已经被废除了。为何，你

在这里？魔鬼撒但，退回到十字架上去！十字架是你的现在的住处，火湖是你

永远的住处。”



♪234 救いを得た確信と喜びーキリストの中で義とされる 

1. おお，何というあいでしょう，すくいぬしは血をながし， 
わたしのために死に，すくいをじょう就された！ 
わたしがつみをおかしたのに， かみがわたしに代わり死なれた！ 
なんというあいでしょう，かみはわがため死ぬ！ 

2. おお，何というおく義でしょう， だれも知り尽くせぬもの， 
かみのあいのひろさ，ながさ，たかさ，ふかさを！ 
てん使たちも知らないすくい。ぜん地は伏して，主をほめたとう。 
すべてはあわれみ，いま，れいはいします！ 

3. おお，何というめぐみでしょう，主はちちの御座をはなれ， 
御身を捨て，血ながし，のぞみなきひとすくう; 
めぐみは無だい価で無げんに，つみにあるわたしにもおよんだ！ 
無だい価のめぐみ，わたしにさえおよぶ！ 

4. おお，何というかい放でしょう，主はめぐみによりすくう; 
つみの奴れいとされ，くらきにいたわたしを; 
くさりは落ち，かいほうされて，主にしたがいゆき，かん喜満ちる。 
そくばく解かれて，こころ，歓喜に満ちる。 

5. おお，何というへい安でしょう，もはやつみさだめはなし; 
主，わがうちに生きて，しんせいな義はおおう; 
めぐみの御座にすすみ出れば，キリストはわがかんむりとなる。 
だいたんにすすみ，主をかんむりとし受く。 

 

234 得救的證實與快樂─在基督裡稱義 

1. 救主流血所成救恩，  我是何人竟也有分？ 
罪是我犯，死歸祂受， 祂替我死，為將我救！ 
驚人之愛，何竟如此？ 我主我神為我受死！ 
驚人之愛，何竟如此？ 我主我神為我受死！ 

2. 不能死者，竟然受死！  全是奧秘，誰能盡知？ 
神聖之愛，高深長闊， 最高天使也難測度！ 
所有天使不必臆猜， 全是憐憫，當得敬拜！ 
所有天使不必臆猜， 全是憐憫，當得敬拜 

3. 離開天上父的寶座， 降世為人，恩何廣闊； 
虛己、舍身，流血、贖罪， 為救亞當無望族類； 
全是憐憫，無量、白給， 竟然臨及我這罪魁！ 
全是憐憫，無量、白給， 竟然臨及我這罪魁！ 

4. 天性黑暗，邪惡滿心， 我靈久為罪惡監禁； 
你眼垂顧，帶來恩光， 我立蘇醒，囚牢明亮， 
鎖鏈盡脫，全人釋放， 起來隨主，心中歡暢。 
鎖鏈盡脫，全人釋放， 起來隨主，心中歡暢。 

5. 不再定罪，尚何懼憂？ 主和一切盡歸我有！ 
活在元首基督裡面， 神聖之義將我遮掩； 
坦然來到施恩座前， 有主基督作我冠冕。 
坦然來到施恩座前， 有主基督作我冠冕。 

 
1.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rest in the Savior’s blood? 
Died He for me, who caused His pain? 
For me, who Him to death pursued?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Thou, my God, shouldst die for me?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Thou, my God, shouldst die for me? 

2. ’Tis mystery all! The Immortal dies! 
Who can explore His strange design? 
In vain the firstborn seraph tries 
To sound the depths of love Divine! 
’Tis mercy all! let earth adore, 
Let angel minds inquire no more. 
’Tis mercy all! let earth adore, 
Let angel minds inquire no more. 

 

3. He left His Father’s throne above, 
So free, so infinite His grace; 
Emptied Himself of all but love, 
And bled for Adam’s helpless race: 
’Tis mercy all, immense and free; 
For, O my God, it found out me. 
’Tis mercy all, immense and free; 
For, O my God, it found out me. 

4. Long my imprisoned spirit lay 
Fast bound in sin and nature’s night; 
Thine eye diffused a quickening ray, 
I woke, the dungeon flamed with light; 
My chains fell off, my heart was free, 
I rose, went forth, and followed Thee. 
My chains fell off, my heart was free, 
I rose, went forth, and followed Thee. 

 

5. No condemnation now I dread; 
Jesus, and all in Him, is mine! 
Alive in Him, my living Head, 
And clothed in righteousness Divine, 
Bold I approach the eternal throne, 
And claim the crown, through Christ my own. 
Bold I approach the eternal throne, 
And claim the crown, through Christ my 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