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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歌罗⻄书1:12-14     

A. 在基督⾥我们有救赎！我们现在就拥有救赎。因⽽我们就必须知道到底什么是救赎，
救赎能带给我们什么，并开始过得救之后的⽣活。上帝使我们能够在今⽣就品尝救赎
那初熟的果实！ 

B. 什么是救赎？ 
对于许多⼈来说，“救赎”只不过是个宗教或神学⽅⾯的名词，对于他们毫⽆意义。 

赎回的意思是： 
1. 买回来，购买 

我们都曾经是奴仆，然⽽耶稣买回了我们，使我们得回⾃由之⾝！ 
2. 偿付了赎⾦后予以释放（给予⾃由）。 
3. 从罪的捆绑和因触犯上帝律法⽽招致的惩罚中解救并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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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对救世主的需要 
A. 亚当犯罪前所拥有的 

1. 在上帝⾯前有公义的地位 
a. 创世记 1:31 －在完成了宇宙、⼤地、存在于⼤地上的万物以及⼈类的

创造后，上帝说这⼀切都是好的。 
b. 上帝并没有以不义创造亚当。亚当被造时他⾥⾯并没有罪。他纯真⽆邪，

不知善恶。 

2. 因着他有公义的地位，亚当能够与上帝团契  
创世记3:8.  
a. 由此经节可以看出，在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之前，上帝会定期（于凉⻛起

时）降临伊甸园中与他们团契。 
b. 上帝造⼈的⺫的就是为了与之团契。 

3. 亚当拥有权柄统治全地以及其中的万物 
创世记 1:26.  
这种统治权不仅仅是对⾃然界的统治，还包括灵界的统治。他（以他的灵）统
治属灵的领域。 

4. 亚当有能⼒享受和分享上帝所供应给他的⼀切。 
a. 在 创世记 1:1-25 中，上帝创造了亚当所需⽤的⼀切，源源不断、充充

⾜⾜地供应他，使他在地上过美满的⽣活。 
b. 在创世记1:28 中，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要征服（遍满）地⾯。 

(1) 征服的意思是打败，使顺服， 
(2) 上帝已经供应了他们⼀切所需，但他们仍要亲⼿征服并掌握这⼀

切。 

5. 亚当有能⼒维护上帝所赐予他享⽤的⼀切－创世记2：15  

a. 上帝让亚当负责修理看守伊甸园。 
看守的意思是把守（防备某事物），保护。（如同创3：24中所描写） 

b. 在此，上帝第⼀次暗⽰亚当敌⼈的存在。 

B. 亚当犯罪堕落的后果 

1. 灵的死亡进⼊亚当的灵。  
创世记2:16,17  

a. 圣经中⾄少描述了三种死亡： 
(1) 灵的死亡：与上帝（⽣命）隔绝；这是撒旦的本性 

(a) 灵的死亡是⽣命的反⾯ 
(b) 灵的死亡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原理（或称潜在的⼒量）。 

(2) ⾁体的死亡：⼈的灵与其⾁⾝分离，导致⾝体机能停⽌运作。 
(3) 永远的死亡或称第⼆次死亡：永远与上帝隔绝；永远被丢弃在⽕湖

（灵死的最终归宿）之中－－启⽰录2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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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他们并没有当⽇就经历到⾁体的死亡和永死。 

c. 就在他们吃那树上的果⼦的那⽇，他们的灵与上帝隔绝了。撒旦的本性进
⼊了他们的灵。 
(1) 他们成为魔⻤的属灵孩⼦，受他的控制和统治。 
(2) 罪进⼊了他们的⼼。 

2. 亚当失去了在上帝⾯前的公义地位。 

3. 灵死开始在亚当的⾝体中发挥作⽤。 
a. ⾁体死亡之⻔⼤开 

创世记2：17中“你必定死”在希伯来⽂中的意思是“你从此⾛上死路”。 
  

b. 他们的⾝体成为必死之⾝。从那⽇起，他们的⾝体开始⽇渐朽坏（⽼
化）。 

c. 他们的⾝体会有病痛。病痛是灵死为⾝体所带来的后果。 

d. 他们的⾝体受罪的影响，开始产⽣不良的欲望。 

e. 多年以后，他们的⾁⾝都死去了。灵死的后果就是⾁体的死亡，这死亡的
能⼒从他们开始犯罪那⽇就在其⾁体中产⽣作⽤。 

4. 亚当失去了他在地上的属灵统治。 
a. 撒旦从亚当和夏娃那⾥得到了权柄，以及原本由他们所掌管的⼀切－－路

加福⾳4:5-6。  

b. 原本由他们掌管的万事万物都受到灵的死亡的影响。 

衰⽼、腐败和贫穷进⼊了世界。 

     5．亚当失去了与上帝团契的能⼒   创世记3:8-10  

 6. 他失去了在上帝⾯前的放胆与⾃由 

 7. 恐惧开始掌管亚当－－创世记3:10.  

 8. 亚当原本可以在属灵领域运⽤上帝的能⼒，然⽽由于他的堕落，转⽽成为受限于
⾃⾝的思想和⾝体的能⼒ 
a. 他开始被感觉和推论所掌管。 
b. 信⼼死去，失去超⾃然的能⼒，推论登场。 

C. ⼈类堕落之后的光景 

1. 死亡遍及全⼈类，因为所有的⼈都犯了罪－－罗⻢书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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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意指灵⾥的死亡，以及由灵死所招致的⼀切后果，包括⼀切致命的事物，
疾病，悲伤，贫穷，腐败和⾁体的死亡。 

a. 因着⼀⼈（亚当），罪就进⼊了世界。 

b. 死亡藉着罪进⼊世界。 

c. 当亚当犯罪时，罪和死亡就进⼊了世界（世间，⼈类，以及整个世界运作
的体系） 
(1) 原本属于亚当所掌管的万物都受到罪与死之律的影响。 

死亡和腐败进⼊了⼈间。 
(2) 死亡遍及全⼈类，因为所有的⼈都犯了罪。 

(a) 罪的⼯价是灵死－－罗⻢书 6:23. 
(b) ⽆⼈能阻⽌死亡的能⼒，谁都难逃⼀死。 
(c) 死亡开始统治⼈类，世间万物都受处于其淫威之下。罗⻢书 

5:17. 

2. 撒旦成为当今的神 
哥林多后书4:4  
a. 耶稣之前，全⼈类都受制于撒旦及其国度的统治。 
 以弗所书2:2  

以弗所书 5:8 
以弗所书 6:12  

b.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下。  

  约翰⼀书 5:19 

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掌管之下。(新国际版
圣经NIV). 

c. 现在，所有那些尚未重⽣的⼈们仍然处于撒旦及其国度的统治之下。 

3. 以下经⽂描述了何谓不信神的⼈： 
罗⻢书 3:9-18  

以弗所书 2:1-3,12;   

以弗所书 4:17-19  

我们曾经的光景: 

a. 在上帝⾯前没有地位 
b. 死在罪中 
c. 受制于撒旦 
d. 受制于感官 
e. ⾏为受⾁体和思想的欲望驱使 
f. 没有指望 
g. 没有与上帝的团契 
h. 被撒旦蒙蔽 
i. ⽆法拥有神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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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类曾经是“软弱”的－－罗⻢书5:6  
a. ⼈类对于超⾃然的统治⽆能为⼒。 
b. 由于罪的缘故，⼈类是根本⽆法⾃救的。 

⻢太福⾳ 4:16 － 他们坐在⿊暗⾥，因为他们没有希望，根本⽆⼒救⾃
⼰。 

上帝应许赐下救世主 
A. 早在创世之前，上帝就安排了救赎的计划 

 哥林多前书 2:6-8  

 以弗所书 1:3-5  

 罗⻢书 16:25  

 以弗所书 3:9  

在上帝的⼼⺫中，耶稣在创世之初就是那被杀的羔⽺－－启⽰录13:8  

在⼈类尚不需要救赎之前，上帝就预备了救赎。 

B.    上帝的第⼀个赐下救世主的应许 
创世记 3:14,15  

1. 就在⼈类犯罪堕落之后，上帝紧接着就应许赐下救世主。 
2. “⼥⼈的后裔”是指主耶稣基督－－加拉太书 4:4 

耶稣是夏娃唯⼀的后裔，由处⼥所⽣，没有地上的⽗亲。 
3. 撒旦藉着耶稣在⼗字架上和阴间中所遭受的痛苦来“伤他的脚跟”，但是耶稣通

过以合法的⼿段摧毁撒旦对全⼈类的统治来“伤他的头”。 

C. 圣经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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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旧约和四福⾳书）的其余部分是讲述上帝如何履⾏诺⾔，派遣⼈类救主来到世
间。（新约的其他部分是关于这事发⽣的始末以及教会的建⽴） 

1. 从那⼀刻起，上帝就开始着⼿实⾏派遣救世主降世的计划。 
2. 上帝⾸先要找到⼀个使他可以与之⽴约的⼈，这样他才能合法地许下赐下救主

的承诺。 

a. 尽管撒旦统治全地，上帝还是要遵守他对亚当的许诺： 

创世记 1:28  

尽管⼈类处于撒旦（这个世界的神）的统治之下，屈服于⿊暗的⼒量，⼈
类在世间依然拥有某些权利（权柄） 
(1) ⼈类⽣活在世上，⽽且有权⽣活在世上。 
(2) 尽管原本属于亚当掌管的⼀切都处于死亡和撒旦的统治之下，⼈类

依然保有某些权柄，对于上帝的造物依然拥有⼀定程度的统治权。 
(3) ⼈类的意愿依然具备⼀定程度的权威。 

b. 上帝找到了亚伯拉罕，可以与他⽴约。 
(1) 上帝给亚伯拉罕⼀个应许，亚伯拉罕就相信上帝。 

(a) 创世记 12:1-3  

在第三节中，上帝应许通过亚伯拉罕赐下救主。  

加拉太书 3:8-9,14,29.  

(b) 亚伯拉罕以其⾃由意志，选择接受上帝的提议，与上帝⽴约。 

(2) 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和委⾝，上帝得以与他及其⼦孙⽴约，这牢固
的圣约⾜以使上帝把救主带来世上。 (创世记 15和 17章 .) 

这圣约后来在创世记22章中得到印证。(创世记 22:1-18; 希伯来
书 11:17-19). 

(3) 通过与其⽴约的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上帝得以在不违反他当初对亚
当的警告的前提下，合法地把救主带来世间。 

3. 上帝⼀找到那⼈（亚伯拉罕），就开始通过他圣约的后裔对世⼈说话，描绘要
来的救世主。 

⼀旦时候满⾜，那活着的救主耶稣，就道成⾁⾝，来成就⼀切上帝关于他（第
⼀次降临）的预⾔。 

D. 旧约中的某些预⾔是关于要来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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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A. ⾁身形式的必要性 

1. 为了救赎⼈类，必需要有⼀个全⽆瑕疵的替⾝，能够真正取代⼈类，代替堕落
的⼈类承受原本该由⼈类所承受的苦难，满⾜上帝⼀切关于正义的要求。 

2. 这个替⾝必需既是百分之百的神，⼜是百分之百的⼈。 

a. 他必需是个⼈。 

他必需取代⼈类，承受原本该由⼈类所承受的⼀切苦难，落实上帝对⼈类
的全部审判。 

b. 他必需是神。 

(1) 为了满⾜上帝对公义的主张，他必需承担⼈类犯罪所⽋下的全部罪
债。 

(a) 早在上帝造⼈之前，他就知道⼈会犯罪。 

(b) 虽然上帝知道这⼀切，他还是造了⼈。 

(2) 罪⼈不能充当替⾝。 

(a) 没有⼀个处于撒旦，罪和死亡捆绑之下的⼈，能够把⼈类从这
捆绑中释放出来。 

(b) ⼀个⼈若要为了偿付全⼈类的罪债⽽成为替⾝，那⼈本⾝必须
是⽆罪的。 

亚当的后裔没有⼀个符合这个要求。 

B. 通过童⼥⽣⼦  

通过童⼥⽣⼦，神性和⼈性得以完美地结合在⼀个⼈－－主耶稣基督－－⾝上。 

1. 耶稣，永⽣神的⼉⼦，三位⼀体神的第⼆位，成为⼀个⼈，⽽同时⼜依然是
神。 

2. 耶稣是圣灵以其能⼒在童贞⼥⻢利亚的⼦宫⾥感孕成胎的，⽽不是通过世上的
⽗亲的种⼦。- 路加福⾳ 1:26-38 (经节 26-27,30-35,38). 

3. 耶稣，永在的神，成为了⾁⾝－－ (约翰福⾳ 1:1-3,14); 希伯来书 10:5. 

4. 上帝使⽤他的圣约⼦⺠对世⼈说话，描绘要来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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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的形式来到世上救赎⼈类，这样上帝就既不违背他对亚当的话（以及
他间接告诉撒旦的话），也不侵犯⼈类在地上的权柄（尽管撒旦已掌管⼈
类并因此⽽统治了全地）。 

b. 在数百年间，上帝膏抹其在地上的圣约中的男⼈和⼥⼈，藉着他们对世⼈
说话，详细精准地描绘有关救主的每个细节。 

每个旧约中的预⾔都是那要来救主图画中的“⼀笔”。 

c. 现在，活着的上帝成为⾁⾝，来成就所有关于他的预⾔。 

撒旦不能指责上帝不公正或违背诺⾔，因为这⼀切都是以合法公正的⼿段
进⾏的。 

C. 有关⾁身的事实 

1. 作为百分之百的神和百分之百的⼈，耶稣成为神与⼈之间完美的中保－－提摩
太前书2:5  

2. 作为神，他可以承担⼈的罪债。 

3. 因着耶稣是由童⼥所⽣，没有地上⽗亲的种⼦，他的⾝体既不带罪性，也不存
在死亡。 

a. 既然圣经已清楚地表明了耶稣具有⼈类的⾁体，然⽽却不带罪，就可以看
出罪和死是随着男性的精⼦传递给⾁体的。  

 哥林多后书 5:21  

 希伯来书 4:15  

 罗⻢书 8:3  

b. 耶稣的⾝体: 

(1) ⾥⾯没有罪性 

(2) 不会死，⾥⾯没有死亡和腐败在运⾏。 

(a) 耶稣的⾝体就像亚当尚未犯罪之前的⾝体⼀样。既不会死，也
不是不朽。 

(b) 当耶稣在⼗字架上成为罪，他的⾝体成为必死之⾝，并且有了
灵死。（哥林多后书5:21） 

(c) 当耶稣从死⾥复活时，他的⾝体成为不朽的⾝体。 

c. 耶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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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圣之约的⾎ - Hebrews 10:29  

(2) 不会腐朽的⾎ -  

(3) 神圣的⾎ - Acts 20:28.  

4. 作为⼈的耶稣 

作为⼈，耶稣得以经受本该由⼈经受的苦难，偿付⼈类的罪债，满⾜有关公义的⼀
切要求。 

a. 为了替全⼈类死，耶稣必须成为⼈。 
希伯来书 2:6-9,14-16  

b. 耶稣成为最后的亚当，第⼆个⼈。  

  

 哥林多前书 15:45-47  

耶稣成为最后的亚当，第⼆个⼈，是为了替第⼀个亚当及其后裔充当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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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平 
A. 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约的上帝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就了那约。 

 希伯来书 2:16  
 加拉太书 3:15,16  

B. 耶稣在世时受到圣灵⽆穷的恩膏，以旧约⼦⺠的身份执事。 

 罗⻢书 15:8  

1. 耶稣的事⼯是以旧约为基础的。 

2. 耶稣在世的事⼯是奉差遣去对属他的圣约⼦⺠确认那约－－⻢太福⾳15:24  

3. 在服侍的同时，他也是在确认天⽗在旧约中的应许。 

4. 他⾃⼰的圣约⼦⺠却不接受他－－约翰福⾳ 1:11  

他们不承认亚伯拉罕的圣约伙伴。 

C. 耶稣，成为新约的⼤祭司，献上⾃⼰为祭。 

 希伯来书 7:26,27  

1. 耶稣在世时所受到的试探与你我所受到的完全⼀样，⽽他每⼀次都胜过了试
探。  

 希伯来书 4:15.  

2. 凭着所遭受的苦难，耶稣是个完⼈。 
 希伯来书 2:10 

a. 以此看来，“完美”意味着“得以完全”。 

a.当耶稣成为⼈时，他同时仍然是神，但他确实限制了他的神性。 

腓利⽐书 2:5-8  

例如:  ⽆所不在，⽆所不能（⻢可福⾳6:5,6）⽆所不知(路加福⾳ 

2:40,52). 

c. 耶稣遭受了什么？ 

(1) 耶稣遭受了两种形式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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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为我们的替⾝。 

(b) 作为我们的榜样。 

(2) 作为我们的替⾝，耶稣为我们承受了罪的后果，使我们得以从中解
脱。 

(3) 作为我们的榜样，耶稣承受了： 

(a) 试探 －希伯来书 2:18  

他通过了第⼀个亚当未能通过的考验，并且远胜于此。 

b. 逼迫与反对- 彼得前书 

耶稣通过他所承受的苦难学会顺服－希伯来书 5:5-10  

3. 耶稣舍弃他完全的⽣命，是为了救赎⼈类，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
5:9）。 

客⻄⻢尼园 
路加福⾳ 22:39-44. 

A. 耶稣祷告献上⾃⼰以成就天⽗的意思。 

B. 当耶稣祷告时他极其伤痛，甚⾄汗流如⼤⾎滴。 

1. "尽管⾎汗症（或称流⾎汗）⾮常罕⻅，但依然有案可查。当处于极度情感压⼒
之下时，汗腺中的微⾎管会发⽣爆裂，⾎液就混⼊到汗液中。单单这个过程就⾜
以使⼈明显衰弱，并可能引起休克。 (C. Truman Davis, M.D., M.S., 耶稣
被钉⼗字架－从医学的⾓度看《耶稣受难》) 

2. 耶稣所⾯对的不仅是⾁体在⼗字架上所遭受的痛苦，作为神⽆罪的⼉⼦，他还要⾯
对成为罪，经受灵死，为⼈类下阴间受苦的现实。 

14



全球恩惠更新事⼯ 圣经学校｜ 救赎

受审 
A. 耶稣为了他回答⼤祭司的话⽽被⼀个兵⼠殴打- 约翰福⾳ 18:22. 

B. 耶稣被⼈吐唾沫，被蒙住双眼，被抽打双颊，被讥笑- ⻢可福⾳ 14:65; 路加福⾳ 

22:63-65. 

C. 彼拉多找不出耶稣的罪状，还是把他鞭笞了－约翰福⾳ 19:1-3. 

1. 施刑所⽤的鞭⼦不是寻常的鞭⼦，那种鞭⼦有⼀个把，⼀端系着⼀条或⼏条
（通常是⼏条）⽪条，其上还有尖刺。 
有时这些⽪条会被打结，或绑上⾦属⽚或⾻头以增加其重量，使鞭⼦在施刑时
更轻易地撕扯下⾎⾁。 

2. 通常会连续不断地鞭打直到那⼈奄奄⼀息。有⼈就因为受不了鞭刑⽽死。 
a. 摩⻄的律法说过：⼈受鞭打不能超过40下。 

考虑到可能的数算错误的因素，犹太⼈会鞭打犯⼈39下，以免不⼩⼼触
犯了上帝的律法。 

b. 然⽽罗⻢⼈没有这条律法，他们也不⼤可能会听从犹太⼈的律法。 

3. 耶稣受鞭笞之后，⼀件紫⾊的袍⼦披在了耶稣那⾎⾁模糊的背上。 

4. ⼀束满是尖刺的柔软的荆条被编成皇冠的形状，戴在了耶稣的头上，其上的尖
刺深深地刺进他的头⽪，头⽪开始流⾎。 
兵⼠们开始取笑耶稣，对他吐唾沫，⽤⼿掌掴他的脸，拿过他们原本放在他⼿
中的棍棒击打他的头，⽤⼒按压那荆冠使上⾯的刺更深地扎⼊他的头⽪。 

5. 由于袍⼦已与伤⼝凝结的⾎液粘附在⼀起，当紫⾊袍⼦从他背后扯下时，更是
让他痛彻⼼肺。 

D. 耶稣受刑是为了让我们得平安，他所承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 以赛亚书 53:5; 彼
得前书 2:24. 

1. 以赛亚书 53:5.  

a. 淤伤 = 由殴打和损伤所致 
b. 伤痕 = ⻘紫的印记，⻘肿 

换⾔之，印记是被殴打所留下的痕迹。 
c. 同样的淤伤是为了我们的罪和病痛。 

当耶稣被殴打时，他流⾎并且浑⾝伤痕累累。 

2. 彼得前书 2:24.  

a. 鞭痕 (希腊⽂) = 抽打的印记 
抽打的印记是因殴打所致。 

b.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得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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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 
A. 约翰福⾳ 19:16-18 

 四福⾳书主要是为我们⻅证耶稣被钉⼗字架。⽽对于耶稣的所作所为其背后的意义
则着墨不多。 

为了找出耶稣在⼗字架上牺牲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必须查考旧约的预⾔，以及写给
教会的使徒书信。 

B. 耶稣献上⾃⼰，作为我们的赎价: 

 提摩太前书2:5-6  

 提多书 2:14  

 希伯来书 1:3  

 希伯来书 7:26-27  

 希伯来书 9:26  

1. 为了救赎⼈类的灵、魂和⾝体，耶稣必须舍弃他⾃⼰的灵、魂和⾝体。 
2. 在⼗字架上，耶稣既经受了⾝体上的折磨，也经受了灵⾥的折磨。 

C. 耶稣在⼗字架上所经受的身体上的折磨是：献上他的身体和宝⾎。 

1. 上帝不喜悦罪的献祭，所以他为耶稣预备了⾝体。- 希伯来书 10:5  
a. 通过童⼥⽣⼦，上帝为耶稣预备了⾝体。 

b. 我们因着那献祭在⼗字架上的⾝体⽽成为圣洁- 希伯来书 10:10  

c. 耶稣为了给世⼈⽣命⽽舍弃了他的⾁体。 
 约翰福⾳ 6:51  

d. 耶稣藉着死使我们在他的⾝体⾥⾯与他和好。 
 歌罗⻄书 1:20-22  

e. 在他的⾁体中，耶稣清除了犹太⼈与外邦⼈之间仇恨，消解了上帝与⼈类
之间的敌对。 

 以弗所书 2:14-16  

  
f. 耶稣的⾝体被“拆毁”，三天后复活。 
 约翰福⾳ 2:18-22  

2. 在⼗字架上，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伤（被刺伤）- 以赛亚书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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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意在这⾥渲染⼗字架刑罚给⾝体所带来的残忍伤害。然⽽圣经告诉
我们，耶稣由于所经受的苦难，他的形容其实⽐任何⼈都枯槁憔悴。 

以赛亚书 52:14  

"他的⾯容和整个样貌⽐任何⼈看来都憔悴，不成⼈形" (扩⼤版圣经). 

b. 早在事件发⽣前⼏百年前，诗篇 22章就为我们精确描绘了耶稣所遭受的
⼗字架刑罚的骇⼈场⾯。  

 诗篇 22:7-18          

3. 耶稣在⼗字架上以他⾃⼰的⾝体承担了我们的罪。  

彼得前书 2:24  

4. 耶稣的⾝体为我们⽽舍。 
哥林多前书 11:24  

5. 耶稣不仅为我们舍了⾝体，他还舍了他的宝⾎以赦免我们的罪。 

 ⻢太福⾳ 26:27-28  

a. 耶稣为我们流⾎: 

(1) 当他在客⻄⻢尼园祷告时。 
(2) 当他受鞭刑，以及被罗⻢兵⼠殴打时。 
(3) 当荆冠刺⼊他的头⽪时。 
(4) 当被钉上⼗字架，他的⼿和脚都被铁钉穿透时。 
(5) 当罗⻢兵⼠以⻓⽭刺穿耶稣的肋旁时(约翰福⾳ 19:34)。 

b. ⾁体的⽣命存在于⾎液之中。 
 利未记 17:11  

c. 我们因着耶稣的鞭刑得到救赎！  

 彼得前书 1:18-19  

 启⽰录 5:9-10  

D. 耶稣在⼗字架上所经受的灵魂体的折磨 

1. 耶稣是为了代替我们成为罪⽽被造的- 哥林多后书 5:21. 

a. 耶稣从未犯罪。上帝使耶稣为了我们成为罪来担负我们的罪。 
(1) "上帝代表我们使他⾃⼰成为罪" (译者新约版). 

(2) "为了我们，上帝使那⽆罪的成为罪..." (耶路撒冷圣经). 

(3) "上帝使他成为有世⼈⼀切罪的⼈..." (新英⽂版圣经). 

(4) " 想想吧，⽆罪的耶稣为了我们成为罪的化⾝..." (伍德翻译版). 

b. 主将我们的不义都归耶稣的⾝上，他成为了我们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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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书 53:6  

c. 耶稣不仅在⼗字架上以⾃⼰的⾝体担负了我们的罪，他的灵也为了我们的
罪⽽成为罪。 

 以赛亚书 53:10-11  

(1) 以赛亚书 53:10 – 他的灵魂成为赎罪祭。 

“灵魂”在此是指内在的⼈，即灵与魂⼆者。换⾔之，就是拥有⼀个
魂的灵，拥有⼀个魂的内在的⼈。 

(2) 以赛亚书 53:11 －－ 耶稣在⼗字架上稣所遭受的不仅是⾝体上的
折磨，同时也经历了灵⾥的折磨 

(a) 注意：经⽂说⽗神会看⻅他灵魂的阵痛，并且会感到满意。 
新美洲版标准圣经中把“阵痛”译作“悲痛”。 

(b) 经⽂在此还说他会担负我们的不义。 

(3) 罪不是物质的，⽽是灵⾥的。 

(a) 罪的律存在于我们的肢体中（罗⻢书7:23），但罪是在灵⾥
的，是⾮物质的。 

(b) 所以担负我们的罪的不仅是耶稣的⾝体，他的灵也为我们成为
了罪。 

(4) 我们的罪性被归于耶稣的灵，他与罪合⽽为⼀。 

(5) 诗篇 22:6  

2. 耶稣为我们成为律法的咒诅。 

 加拉太书 3:10,13.  
a. 基督已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解脱出来。 

"耶稣从律法〖及其定罪〗的咒诅〖劫数〗中买回了我们的⾃由〖赎买我
们〗..." (扩⼤版圣经). 

b. 什么是律法的咒诅? 

(1) 加拉太书 3:10  

律法的咒诅是指⼈若触犯上帝的律法所将遭受的惩罚。 

(2) "律法" 在此是指圣经的前五本书。 
为了了解什么是律法的咒诅，我们必须查考圣经的前五本书。 

 (3) 从圣经的前五本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律法的咒诅主要包括三个⽅
⾯: 

(a) 灵的死亡 (创世记 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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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死亡是罪根本的咒诅。其他的咒诅都根源于灵死，并都包
括在“死亡”⼀词之中。 

(b) 病痛 (申命记 28:15-61). 

(c) 贫穷 (申命记 28:15-61). 

c. 耶稣怎样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救赎出来？通过为我们成为咒诅。 

(1) 在⼗字架上，耶稣替代我们成为罪，咒诅就应验在他的⾝上。 

(2) 耶稣不仅为我们成为罪，他还为我们的罪成为了惩罚。 

(3) 摩⻄在旷野中举起的铜蛇是耶稣在⼗字架上的样式和投影。 

 约翰福⾳ 3:14-15  

 ⺠数记 21:4-9  

(a) 由于以⾊列⼈的罪，他们被⽕蛇咬伤，许多⼈死了。 
(b) 那些仰望摩⻄所举在杆上的铜蛇的⼈们都得了医治活了过来。 
(c) 蛇是撒旦和罪的象征，在此代表对罪的惩罚－－灵死及其所招

致的后果。 
(d) 铜蛇是基督的样式，因为耶稣在⼗字架上成为我们的罪以及罪

的惩罚。 
(e) 所以那些凭信⼼仰望他的（信他的）就会活命（拥有永⽣）。 

 约翰福⾳ 3:15  

d. 耶稣成为灵死的咒诅(加拉太书 3:13). 

(1) 律法的咒诅包括灵死- 创世记 2:15-17. 

(a) 犯罪的都是该死的。 

 罗⻢书 1:32  

b. 罪的⼯价乃是死。 

罗⻢书 6:23  

(2) 当耶稣在⼗字架上成为罪时，灵死就进⼊了耶稣的灵。 

(a) 在那⼀刻，他与⽗神隔绝。 

这就是为什么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舍弃我？”⻢
太福⾳ 27:45,46. 

(b) 是我们的罪使他与⽗神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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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了解救世⼈脱离撒旦和死亡的捆绑，耶稣为世上的每⼀个⼈受
死。 

 希伯来书 2:9,14,15  

(a) 耶稣成为⼈(6-9节) ，这样就能藉着上帝的恩典为世⼈受死。 

(b) 有⼈说“既然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神的⾁⾝，他的灵魂⼜
怎么可能会死？” 
1 尽管我们的头脑不能完全明⽩这个真理，但是，既然圣

经这么说不就成了－－这是真理！ 
2 第九节经⽂给了两条线索 

a 耶稣成为⼈ 
在耶稣的⾁⾝中发⽣了某些状况，使他可以成为⼈
类完美的替⾝，为每⼀个⼈受死。 

b 上帝的恩典 

上帝恩典的运⾏使他在⼈间以⼀切⽅式受死。 

(c) 撒旦掌握死权－14节. 
灵死是撒旦的本质。 

(d) 撒旦通过⼈们对死亡（以及死亡所招致的⼀切后果）的恐惧捆
绑他们- 15节. 
对死亡的恐惧包括：对疾病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对失败的
恐惧，对⾝体死亡的恐惧等等。 

     (e) 耶稣为每⼀个⼈受死。- 14, 9节. 

受死包括: 
1 承受灵死- 为我们成为灵死的咒诅。 
2 流⾎ 

⾁体的⽣命存在于⾎液之中。当他倾出他的宝⾎，他是
在把他⾁体的⽣命倾倒。 

3 为我们成为病痛和贫穷 (都是由灵死所招致) 的咒诅。 
4 他在⼗字架上⾝体的死亡。 
5 他在阴间所受的折磨。 

(f) 藉着成为我们的替⾝，为我们受死，耶稣毁灭了那掌死权的，
解救我们脱离他的捆绑。 

1 希腊语毁灭意指使不能活动(W. E. Vine圣经词汇注解
辞典). 

2 新美洲版圣经将此词译作“使⽆能为⼒” 
3 由于亚当犯罪，撒旦藉着死亡掌握了对⼈类的统治权。

死亡是罪的⼯价。 
4 既然耶稣已成为⼈的替⾝，为每⼀个⼈受死，满⾜了正

义针对⼈类的⼀切控告，从此，撒旦失去了他藉着死亡
统治⼈类的合法权。我们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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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赛亚书 53:8-12 

(a) 耶稣被从活⼈之地剪除。－8节. 

(b) 根据英⺩钦定版圣经的注解，第九节中“死”在希伯来⽂的译⽂
中是复数。 

耶稣在⼗字架上死了两次，第⼀次是他的灵受死，然后是他的
⾝体死去。 

(c) 耶稣将命（内在的⼈）倾倒，以致于死（灵死）- 12节。 

e. 耶稣成为病痛的咒诅 (加拉太书 3:13). 

(1) 律法的咒诅包括疾病和病痛。 

申命记 28:15,21-22,27-28,35,58- 

(a) 注: 上帝并⾮疾病和病痛的作者 

1 亚当犯罪之前，世上不存在疾病和病痛。 
2 当亚当犯罪，罪就进⼊了世界，就有了死亡- 罗⻢书 

5:12.  
a 死亡进⼊亚当的灵，并开始在他的⾝体中发挥作

⽤。 
b 病痛是灵死在⾝体中发挥作⽤的后果。 

3 灵死是撒旦的本质。 
a 撒旦掌握死权，开始藉着死亡统治⼈类。 
 希伯来书 2:14,15   

b 只有在撒旦开始以死亡统治⼈类之后，⼈们才在世
上看到病痛。 

c 撒旦才是疾病和病痛的作者- 使徒⾏传 10:38   
 4 上帝已向⼈表明了当⼈触犯他的律法时所招致的咒诅，
⽽只有当⼈们不顺服时，上帝才会允许这些咒诅临到他们。 

例⼦:   

约伯记 42:11 约伯记 1-2. 

(b) 上帝先具体地列出了某些疾病，然后把律法书中没有提及的⼀
切疾病和瘟疫都归纳在61节之中。 

(c) 基督已将我们赎出了病痛的咒诅！ 

(2) 耶稣在⼗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以赛亚书 

53:3-4,10  

 ⻢太福⾳ 8:17.  

(a) 耶稣同时也担当了我们的罪和死，以及我们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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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字架上，耶稣的⾝体并不是罹患世间所有的疾病。 

(c) 虽然疾病显⽰在⾁体上，但疾病的根源是出于灵⾥的问题。疾
病是灵死的产物。 

(d) 上帝把我们患病的根源归于耶稣的灵。耶稣担当我们的疾病，
他的灵成为疾病的咒诅。 

1 第10节中所说的压伤并⾮是指罗⻢兵⼠的杰作，⽽是上
帝的作为。 

2 上帝把我们的罪、死亡和疾病都归于耶稣的灵。耶稣的
灵遭受我们的罪、死亡和疾病的折磨。 

(e) 耶稣为全⼈类受死是因为他为我们成了疾病的咒诅。（希伯来
书2:9,14~15） 

(f) 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替⾝并担当我们的疾病，撒旦就此失去了
他以疾病统治全⼈类的合法权。我们已从疾病中赎出！疾病已
失去了其掌管我们的合法权能！ 

f. 耶稣成为贫穷的咒诅 (加拉太书 3:13). 

(1) 贫穷是律法咒诅的⼀部分。 

申命记 28:15-18,23-24, 29-31,33,38-40,42-48  

(2) 哥林多后书 8:9 － 耶稣在⼗字架上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
的贫穷，可以成为富⾜。 
(a) 这个经节讲了施与和物质的祝福。 
(b) “富⾜”在此经节中的意思是“充⾜的供应”。 

扩⼤版圣经将此词定义为“全备的供应”。 
(c) 贫穷是灵死在物质和财务领域运⾏的后果。 

当耶稣为全⼈类受死时，他成为贫穷的咒诅。 
希伯来书 2:9,14-15  

	 	 	           (d). 耶稣代替我们担当了贫穷的咒诅我们能得到充⾜的供应 

E. 耶稣⾝体的死亡 

约翰福⾳ 19:28-30  

1.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 

2. 在30节中，当耶稣说“成了”时，他指的并⾮救赎计划的完成。 

a. 救赎⼤计尚未完成。 

在救赎计划完成之前，还发⽣了很多事件，包括复活以及把他⾃⼰的⾎带
去天堂的⾄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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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那么是什么“成了”呢? 

(1) 他在⼗字架上的⼯作成了(28节)。 

(2) 成就的是：旧约，包括旧的律法，旧有的圣殿的敬拜以及以往祭司
的全部献祭⼯作。 

(a) 以弗所书 2:15-16  

(b) ⻢太福⾳ 27:50,51 -  

  F. 证明 

1. 证明是指凭着耶稣代替我们所献的祭，我们与基督完全合⼀。  

a. 证明的真理包括两个⽅⾯： 

证明包括耶稣证明了⼈类的罪性并替代我们受难，以及我们证明他被钉⼗
字架、他的死、埋葬，复活并正坐在⽗神的右边。 

b. 关于证明的关键词是“同” 

2. 我们与耶稣同钉⼗字架- 加拉太书 2:20. 

a. 新美洲标准版圣经说：“我已与耶稣⼀起钉了⼗字架...” (过去时态). 

b. 我们的旧⼈已与基督同钉⼗字架。 
 罗⻢书 6:6  

c. 主基督上⼗字架不是为了⾃⼰，也不是作为殉教者。他上⼗字架是为了作
我们的替⾝。 

d. 我们与基督⼀起被钉上了⼗字架。我们与他⼀同被钉死⼗字架，带着我们
的罪、灵死、疾病和贫穷。 

e. 在上帝的⼼⺫中，这意味着他证明⼈类的罪性、死亡、疾病和贫穷，我们
证明他的钉死⼗字架和审判。 

在⼗字架上，我们与他合⽽为⼀。 

f. 钉死⼗字架指明了通向死亡的路。 

 3. 我们与基督同死。 
罗⻢书 6:1-11  

a. 我们向罪死了 －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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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洲标准版圣经说： "我们向罪已死的⼈（过去时态）怎么能仍旧活在
罪中呢?" 

b. 当我们受洗归⼊基督，我们是归⼊他的死- 3节。 

c. 我们已与基督同死- 8节。 

d. 我们因着与他同样的死与他联合- 5节。 

在他的死⾥⾯，我们与他成为⼀体。 

e. 这不仅包括他⾝体的死亡－－这发⽣于他的灵离开他的⾝体之时。 

f. 这是指他为每个⼈受死。 
 希伯来书 2:9  

(1) 这包括: 

(a) 他的灵死－为我们成为灵死的咒诅。 

(b) 他成为疾病和贫穷的咒诅。 

(c) 他⾁体的死亡。 

(2) 耶稣为每⼀个⼈尝了死味，或者说成为所有⼈的替⾝。 

因着为了⼈类成为罪，耶稣与每⼀个⼈成为等同的，⽆论是灵死、
疾病、贫穷、必死性，还是⾁体死亡等各⽅⾯。 

(3) 我们与耶稣同死。换⾔之，我们与耶稣⼀起尝了死味。 

我们在他尝死味以及灵死的后果上与他⼀致。 

g. 所有的说法都殊途同归，全都是指他为了我们成为律法的咒诅。- 加拉太
书 3:13. 

(1) 耶稣成为我们的罪的惩罚- 灵死的咒诅及其所招致的后果(疾病，贫
穷等等). 

(2) 耶稣是为了我们⽽成为律法的咒诅，或称成为我们的替⾝。 

他因为替我们担当罪的惩罚⽽与我们等同。 

(3) "我们与基督同死" 是指“我们与基督⼀起成为律法的咒诅”。我们为
了我们的罪与基督⼀起为罪受罚－－灵死及其所招致的后果。 

(a) 加拉太书 3:13 中也说： "...凡挂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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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已与基督同钉⼗字架（与基督⼀起被钉上⼗字架），
我们就同他⼀起成为咒诅。 

(b) 我们藉着对我们的罪的审判⽽与基督等同。 

h. 当耶稣以我们的罪成为罪，并为此承受审判，在上帝的⼼⺫中全世界都受
到了审判。 

 约翰福⾳ 12:31 

(1) 我们已与基督同死，与他同尝了死味。 

(2) 当基督为我们的罪偿付了赎价（灵死及其所招致的后果），满⾜了
公义的要求，在上帝的⼼⺫中，我们已为我们的罪偿付了赎价并满
⾜了公义的要求。 

(3) 当公义得到满⾜，这世界的⺩⼦就被“逐出”－－也就是说，他失去
了藉着死亡（灵死、疾病、贫穷、失败等等）统治我们的合法权。 

(4) 希伯来书 2:14-15!  

i. 因为我们已与基督⼀起死了，罪和死亡就此失去了对我们的统治！ 

罗⻢书 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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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三夜 

A. 当耶稣的身体死去，他的灵离开他的⾁身去了哪⾥？ 

1. 耶稣先是下到地的下⾯。 
以弗所书 4:8,9  
注意 "地的下⾯（复数）" 

2. 耶稣在地⼼呆了三天三夜。 
 ⻢太福⾳ 12:40  

3. 耶稣死后，他的灵（和魂）下到阴间。 
 使徒⾏传 2:22-31 “ 

a. ⼤卫曾就主耶稣基督发出预⾔。 

b. 耶稣的灵魂（内在的⼈，他那具有⼀个魂的灵）并没有遗留在阴间，他的
⾁体也不⻅朽坏－－27，31节 

(1) 耶稣的⾝体被安放在坟墓中，但不⻅最终的朽坏，因为这⾝体后来
由死⾥复活了。 

(2) 耶稣的灵和魂下到阴间。  

 ⻅罗⻢书10:6,7  

 4. 在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耶稣为我们描述了阴间的光景。 
 路加福⾳ 16:19-31 

a. 拉撒路和财主都死了，他们的⾝体埋⼊⼟⾥。他们的灵下到阴间- 22,23
节。 

b. 阴间的意思是 灵离开⾝体后的归宿。 

与希腊语中的“阴间”对应的希伯来语词汇是Sheol  诗篇 16:10. 

c. 耶稣死去、埋葬和复活之前，阴间⾄少分为两个部分- 22-31节。 

(1) 亚伯拉罕的怀抱（犹太⼈也称之为“乐园”），是安慰和祝福的地
⽅。 (22,25节)。 

(2) 痛苦的地⽅，那⾥有⽕焰燃烧 (23-24, 27-28节)。 

d. 在这两个部分之间，有着深渊相隔- 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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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旧约下，死后⼈⼈都要下阴间，进⼊这两个地⽅中的⼀个－－ ⽽不是
上天堂。 

(1) 直到耶稣死⾥复活之后，才有了重⽣。 

(2) 旧约中的圣者凭信⼼相信上帝，盼望要来的弥赛亚，他们死后都安
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 

(a) 留意，当雅各死后，他“归到列祖那⾥去了” (创世记 49:33) 

并且下到阴间(创世记 37:34,35). 

在创世记37:5, 希伯来语将“坟墓”译作“阴间” 

(b) 他们受到安慰，然⽽依然受困在阴间。 

(c) 他们在等待耶稣为⼈类偿付罪债，并从死⾥复活。 

5. 圣经论及地狱（或阴间）时是说“下到”。 

a. 以赛亚书 14:9 说： "地狱（阴间）由下⾯...." 

b. ⺠数记16:31-33 – 那些反叛摩⻄的⼈“活活地坠落阴间”。 

6. 耶稣去的是阴间的哪个部分呢？ 

耶稣两个部分都去了。他降在地下（复数） (以弗所书 4:9). 

B. 当耶稣的身体死在⼗字架上，他⾥⾯的⼈（灵与魂）下到阴间受苦的
地⽅，在那⾥代替我们受苦。 

1. 当耶稣从阴间上来（使徒⾏传2:31），他已脱离死的痛苦－使徒⾏传2:24. 

a. "上帝⼜使他复活，结束了死亡的痛楚，死亡从此对他⽆能为⼒" (新美
洲标准版圣经). 

b. 耶稣曾受制于死亡的能⼒，经历了死的痛苦，直到他的灵在阴间复活的那
⼀刻。 

这是他为每个⼈尝死味的⼀部分。(希伯来书 2:9). 

c. 在亚伯拉罕的怀抱⾥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悲伤。 

d. 他的⾝体在坟墓中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和悲伤。 

e. 这是指耶稣的灵和魂在阴间痛苦的地⽅受折磨。 

f. 他所经历的死的痛苦随着他的复活⽽告终。 

27



全球恩惠更新事⼯ 圣经学校｜ 救赎

2. 在⼗字架上，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成为罪，承受了我们的灵死，因为我们的被
定罪⽽被定罪。 

a. 当耶稣的⾁体死在⼗字架上时，他是为我们的罪受死。 

b. 他被禁锢在死的牢狱中⻓达三天三夜，因为那⾥本是我们该去的地⽅。 

(1) 作为我们的替⾝，他代替我们去了那⾥。作为全⼈类的替⾝，他去
了那⾥。 

(2) 那些被从约中剪除出去的灵死的⼈去的地⽅，他去了。 

c. 耶稣留在那痛苦的地⽅为我们的罪受罚，直到⼀切针对⼈类的指控得到满
⾜。 

3. 替罪⽺ －－利未记 16. 

a. 利未记 16章描述每年在赎罪⽇时律法的仪规。 

b. 赎罪⽇的仪规是投影耶稣为了救赎⼈类所作的牺牲。- 希伯来书 9:1-
14. 

(1) 7节 - "每年⼀次" 是指在赎罪⽇那⼀天。 
鲜⾎会为⼤祭司献上，⽤以赎罪。 

(2) 注意在11-14节， "公⽜和公⼭⽺的⾎". 

c. 利未记16节是讲赎罪⽇－ 利未记 16:29-34。 

d. 利未记 16:1-28 －关于赎罪⽇的指⽰。 

e. 为⼈们选择两头公⼭⽺－ 5节. 

f. 其中⼀头⼭⽺要作为赎罪的献祭，另⼀头是作为替罪⽺－6-10节。 

(1) 替罪⽺在希伯来语中的确切意思是除罪的⼭⽺ 

(2) 留意，替罪⽺还必须为⼈赎罪－10节。 

g. 那头⽤以献赎罪祭的⼭⽺被宰杀，它的⾎被带⼊⾄圣所，献在施恩座
上。－15节 

h. 关于替罪⽺的指⽰－20-22节 

(1) 替罪⽺不被⼤祭司宰杀 

(2) ⼤祭司两⼿按在替罪⽺的头上，承认⼈诸般的罪，表⽰把这罪都归
在⽺的头上－21节 (以赛亚书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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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后，替罪⽺就被放逐到旷野中，表⽰这⽺要担当⼈们⼀切的罪
孽－21,22节 (以赛亚书 53:11,12). 

"这⽺独⾃担当⼀切的罪孽，把这些罪孽带⼊被剪除之地（被遗
忘、隔绝，⽆⼈居住之地）!..." － 22a (扩⼤版圣经). 

i. 替罪⽺是耶稣的样式 

(1) 耶稣在赎罪祭上尝死味 (包括灵死) ，与⽗神隔绝。当他的⾝体死
去时，他的灵和魂去到灵死的⼈们死后所去的地⽅。 

(2) 耶稣在⼗字架上成为我们的罪、死亡、疾病和贫穷之后，他把这⼀
切带到阴间的受苦之处－“⼀个被剪除，⽆⼈居住，被遗忘和隔绝的
地⽅”！ 

(3) 希伯来书 1:5,6. 

(a) 希腊语中把“世界”解释为“可居住的地⽅”。(扩⼤版圣经). 
(b) 当耶稣从死⾥复活，他被带出了“⽆⼈之地”，回到了可居住的

世上。 

4. 耶稣在地狱（或称阴间）所受的苦楚。 

a. 约拿在⼤⻥腹中的故事是基督的样式- ⻢太福⾳ 12:40; 约拿书 1:17. 

(1) 约拿的叙述  - 约拿书 2:1-6. 

(2) 约拿描述的是⼀个受苦的地⽅，⽽⾮安慰和祝福的地⽅。 

b. 诗篇第 88篇是预⾔耶稣在阴间所要蒙受的苦难。 

(1) 3节 － 

在这句经节中，希伯来语把“坟墓”译作“阴间”。 

(2) 4节－ 

(a) "我算和下坑的⼈同列:" 
(b) "如同⽆⼒的⼈⼀样:" 

1 罗⻢书 5:6 – 他变得和我们⼀样－⽆⼒、⽆助、⽆法⾃
救。 

2 他变得要完全仰赖⽗神救他脱离受苦之地。 
所以，耶稣在临死时说：“⽗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
⾥”－ 路加福⾳ 23:46. 

他将灵魂交托在⽗神的⼿⾥。 

(3) 5节 - "被丢在死⼈中...." 

(a) 新美洲标准版圣经说：“被弃绝在死⼈之中……” 
(b) 扩⼤版圣经说：“被放逐到死⼈中间……” 

(4) 6节 -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在⿊暗地⽅，在深处。" 

29



全球恩惠更新事⼯ 圣经学校｜ 救赎

(5) 7节 - "你的忿怒重压我⾝，你⽤⼀切的波浪困住我。" 

(6) 8节 - "...我被拘困，不得出来。" 

(7) 9节 - "我的眼睛，因困苦⽽干瘪。耶和华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
举⼿。" 

(8) 10-12节 － 当上帝使耶稣从死⾥复活时，他⾏了这些。 

(a) 11节 – 希伯来语将“灭亡”或“毁灭”译作“深渊”，意思是“地狱
的所在”。 

扩⼤版圣经说“深渊”指的是阴间，是破坏和毁灭的所在。 
(b) 12节 – 留意 "忘记之地" (⻅扩⼤版圣经的利未记16:22)。 
(c) 当耶稣的灵在阴间复活并获得赦免时，上帝向死⼈显⽰了奇

事，在深渊中宣告了他的信实；在被遗忘之地，他使⿊暗中的
⼈们看到了他的神奇和公义！ 

他们看⻅了耶稣，那因我们的罪⽽成为罪的，⽣命复苏，成为
公义，就像他为我们成为罪以前⼀样的公义。 

(d) 当耶稣的⾝体从死⾥复活，他在坟墓中宣告了他的慈爱！ 

(9) 14节 - "耶和华啊，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不顾我？ " 

(10) 15节 - "...我受你的惊恐、甚⾄慌张[我昏厥了]" (扩⼤版圣经). 

(11) 16节 - "你的烈怒漫过我⾝，你的惊吓把我剪除。" 

c. 耶稣在阴间经历了失丧者的痛苦，直到公义得到满⾜，上帝就把他从我们
罪恶过犯的死中兴起。 

5. 耶稣在⼗字架上对盗贼所说的话 － 路加福⾳ 23:42-43 

a. 在Joseph B. Rotherham所翻译的新约中，他把43节译作“耶稣对他
说，真的，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起在乐园中了”。 

b. Rotherham在他的注解中也说道：“读者⾃⼰可以决定把 ’今天’ 归去前
半句，还是后半句。”  

c. 把“今天”与前半句相连，就与上下⽂贯通。 

(1) 在42节中，那盗贼请求耶稣在将来某个时候纪念他，就是耶稣得国
降临之时。 

(2) 其实耶稣是对盗贼说：“因为你相信我现在就是那⺩，你今天就蒙纪
念－－我今天就告诉你，你 要 与 我 ⼀起 在 乐园中。”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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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之，耶稣并⾮⼀直等到他得国时才记得那盗贼。他在当⽇就记
住了他，并向他保证：就在那⽇，他会与他同在乐园中。 

d. 把“今天”与前半句相连也与我们所研读的其他经⽂⼀致。 

在从死⾥复活并把宝⾎带去天堂⾥的⾄圣所之前，耶稣是不可能去到亚伯
拉罕的怀抱（犹太⼈称之为“乐园”）对旧约的圣者宣讲什么的。他也⽆可
奉告任何信息。直到耶稣从死⾥复活并把宝⾎带去天堂⾥的⾄圣所，他们
的救赎才算完成。 

C. 证明  
1. 复习前⽂中“证明”的意思（第25⻚）。 

2. 我们知道了我们已与基督同钉⼗字架(加拉太书 2:20; 罗⻢书 6:6). 

3.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与基督同死 (罗⻢书 6:1-11). 

换⾔之，我们与基督同尝了死味－－我们与基督⼀起尝了灵死的滋味，以及灵
死所招致的⼀切后果。 

4. 我们与基督⼀同埋葬－－ 罗⻢书 6:3-4; 歌罗⻄书 2:12. 

a. 我们知道了：当我们受洗归⼊基督时，我们是受洗归⼊他的死－－罗⻢
书 6:3. 

b. 藉着受洗归⼊他的死，我们和他⼀同埋葬。－－罗⻢书6:4. 

c. 歌罗⻄书 2:12 - "既受洗与他⼀同埋葬..." 

受洗在此是指我们受洗归⼊基督。 

d. 当耶稣被埋葬时，他的⾝体被安放在坟墓⾥，⽽的灵与魂则去了阴间的受
苦之地。 

在埋葬⽅⾯，我们在这两⽅⾯都与耶稣等同了。 

e. 耶稣在⼗字架上为每⼀个⼈尝了死味。他受制于死亡（灵死及其羧基招致
的后果），直到他从死⾥复活。 

我们知道，通过受洗归⼊耶稣的死，我们与他⼀同埋葬。我们归⼊了他的
死，使我们因他的埋葬⽽与他等同。 

f. 藉着他的被埋葬并在阴间受苦，耶稣与每⼀个⼈合⼀。 

他作为⼈的替⾝去了那⾥。代替⼈经受痛苦。 

g. 我们因他的埋葬和在阴间所受之苦⽽与他合⼀。 

a. 在上帝的⼼⺫中，我们已与基督（他的⾝体）⼀同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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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样，在上帝看来，当耶稣在阴间承受失丧者的痛苦时，我们与他
⼀同在那⾥受了苦。 

换⾔之，耶稣偿付了罪债，满⾜了公义，在上帝看来是我们偿付了
罪债，满⾜了公义！ 

当公义得到满⾜，这世界的⺩⼦就此“出局”－他失去了藉着死亡统
治我们的合法权(约翰福⾳ 12:31; 希伯来书 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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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A. 耶稣的从死⾥复活包括了两个部分 

使徒⾏传 2:22-33. 

1. 他灵的复活 - 他的魂（⾥⾯的⼈）并没有留在阴间- 27, 31节。 

a. 当耶稣的灵从阴间升起时，他所承受的死亡的痛苦就此结束，并把他从死
亡的权势中释放出来。- 24节。 

b. 耶稣的复活包括了他被领出地狱的事实。- 罗⻢书 10:6-7。 

2. 他⾁⾝的复活－－他的⾁体（⾝体）未⻅朽坏- 27, 31节。 

耶稣的⾝体未⻅最终的朽坏，因为这⾝体已由死⾥复活。 

B. 耶稣复活的属灵层⾯ －－ 耶稣的灵在阴间复苏。 

1. 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在⼗字架上为每⼀个⼈尝了死味。他经历了死味的痛苦，置
⾝于死亡的权势（灵死及其所招致的后果）之下，直到他从死⾥复活。- 使徒
⾏传 2:24。 

2. 耶稣在阴间经受了死亡的痛苦，直到完全清偿了⼈类的罪债，使公义得到了满
⾜。 

3. 就在公义得到满⾜的那⼀刻，他的灵复苏了- 彼得前书 3:18。 

a. 有些译者将此经节的最后⼀句译作“灵被唤醒”，有些则译作“被灵唤醒” 
(指“圣灵”)。 

b. 上述两者都是指耶稣的灵被圣灵唤醒。 

c. 希腊⽂将句中的“唤醒”译作zoopoieo, 意思是 使之活命。 

(1) Zoo ⼀词源⾃于词语 zoe (⽣命). 

(2) Poieo 的意思是 使…。 

d. 就在公义得到满⾜的那⼀刻,上帝的灵就把⽣命(zoe)放⼊耶稣的灵⾥
⾯，把他从罪恶过犯所带来的死亡之中领出复活。 

(1) 耶稣⾃⼰是个⽆罪的⼈。⼀旦他代替我们满⾜了公义，死亡就没有
权利再控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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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在耶稣的灵脱离死亡的权势之时，他所经受的死亡的痛苦就此结
束。 

e. 耶稣是第⼀个接受永⽣进⼊他的灵的⼈。 

4. 就在耶稣接受永⽣进⼊他的灵的那⼀刻，他的灵就称义。- 提摩太前书 3:16
节。 

a. 接受永⽣的结果就是称义。 

b. 耶稣的灵因我们的罪⽽成为罪，并成为灵死的咒诅。 

c. ⼀旦公义得到满⾜，上帝就称他为义，使他的灵复活，同时也使他的灵称
义。 

5. ⼀旦耶稣接受永⽣进⼊他的灵，上帝就成为他的“⽣⽗”。 
a. 耶稣被称为“⻓⼦” － 希伯来书 1:5-6。 

⽗对耶稣说：“你是我的⼉⼦，我今⽇⽣你” －5节。 

b. 这是何时发⽣的呢？耶稣是在哪⼀天成为神的⼉⼦的呢？ 

c. 当耶稣在伯利恒作为⼩婴孩降⽣时，他并不是神的⼉⼦。 

耶稣是实实在在的⾁⾝－ 他以前就⼀直存在。 

d. 就在上帝将耶稣从死⾥复活那⼀天，耶稣成为上帝的⼉⼦－－使徒⾏传 

13:32-37. 

在这些经节中我们再次了解了耶稣复活的两个部分。 

(1) 33节是指耶稣的灵的复活。 

(a) 当耶稣接受永⽣进⼊他的灵，他就从天⽗⽽⽣。 

(b) 耶稣是第⼀个接受永⽣进⼊其灵的⼈，也是第⼀个从天⽗所⽣
的⼉⼦。 

(c) 在那之前从未有⼈接受过永⽣，或称从天⽗⽽⽣。 

(2) 34-37节是指耶稣⾁⾝的复活。 

e. 启⽰录1:5 中，耶稣被称为“从死⾥⾸先复活的”。 

(1) 他是死于我们的罪恶过犯之中。 

(2) 他从我们罪恶过犯之死地的⼦宫中出⽣。 

f. 歌罗⻄书1:18 称耶稣“是元⾸，是从死⾥⾸先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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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耶稣的能⼒胜过魔⻤ 

当耶稣的灵在阴间被圣灵唤醒，在那能⼒之下，耶稣胜过了撒旦及其⼀切⼒量 
－歌罗⻄书 2:12-15. 

1. 耶稣的复活受到撒旦及其⼀切能⼒的抵挡。 

a. 我们看到，在使徒⾏传2:24节中，耶稣经历了死亡的痛苦，处在死亡的
权势之下，直到上帝使他复活。 

b. 根据希伯来书2:14, 撒旦拥有死亡的能⼒。 

c. ⼀旦⼈类的代表使公义得到满⾜，撒旦就不再拥有继续把耶稣置于死亡能
⼒之下的合法权，因为耶稣本⾝是个⽆罪的⼈。 

(1) 就在那⼀刻，撒旦同时也失去了他继续藉着死亡统治⼈类的合法
权，因为耶稣已作了我们的替⾝。 

(2) 耶稣藉着死亡摧毁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那恶者！ 

2. 当耶稣的灵⾃阴间升起，从此就终结了死亡的痛苦，这痛苦是他已经历过的，
并以此使他的灵脱离死亡的权势。(使徒⾏传 2:24). 

a. 耶稣以战胜死亡来击败撒旦。 

b. 尽管撒旦已失去了他的合法权，他仍然试图继续把耶稣置于死亡的权势之
下。 

c. 撒旦及其能⼒不能再继续把耶稣置于死亡的能⼒之下！ 

3. 当耶稣的灵被圣灵唤醒时，他的灵胜过了灵死，摧毁了撒旦及其⼀切能⼒－歌
罗⻄书 2:15。 

主耶稣复活了，他的灵称义，他亲⼿将⼀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
看，以此夸胜。 

a. 希腊⽂中“掳来”的意思是“解除武装”。 

b. 耶稣已解除了撒旦的武装从他那⾥拿到了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启 1:18。 
钥匙代表权威。 

c. 耶稣将他们明显给众⼈看，仗着他们夸胜（他的死亡、埋葬和复活）－
12-14节。 

D. 耶稣⾁身的复活 － 耶稣的⾁身⾃坟墓中复活⽽出。  

1. 耶稣的灵被带出阴间，与他在坟墓中的⾝体联合，上帝就把他的⾁⾝从死⾥复
活－ 罗⻢书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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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把耶稣在阴间的灵唤醒的同样的能⼒，也照样使耶稣的⾁⾝从死⾥复活。 

3. 在那⼀刻，耶稣的⾁⾝也脱离了死亡的能⼒。 (使徒⾏传 2:24)。 

4. 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了耶稣完全并彻底地胜过了撒旦、死亡、罪、疾病和贫穷！ 

a. 这是我们在基督⾥⾯完全的救赎的明证！ 

b. 耶稣作为替罪⽺⽽死，都是却以胜过死亡、阴间和坟墓的得胜者的⾝份复
活了。他复活成为新约的主宰和⼤祭司。 

c. 复活是耶稣主权的明证。他就是主！ (罗⻢书 1:3-4; 10:9)。 

E. 证明  
1. 温习“证明”的意思 (20⻚)。 

2. 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已与基督同钉⼗字架，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并⼀同受
苦。 

3. 我们与基督⼀同活过来－歌罗⻄书 2:13; 以弗所书 2:4-5. 

当基督在阴间复活，我们同他⼀起复活。 

a. 当耶稣从我们的罪恶过犯的死亡中复活时，我们就合法地同他⼀起脱离了
罪恶过犯的死亡。 

b. 当圣灵将永⽣吹⼊耶稣的灵，在上帝的看来他是将永⽣赐给了全⼈类。 

c. 我们从那⼀刻开始合法地脱离灵死的能⼒。 

就在那⼀刻，我们合法地出死⼊⽣。 

d. 永⽣已合法地属于全⼈类。 

e. 当我们进⼊基督⾥⾯并得救时，永⽣就成为我们⽣命中的事实。 

上帝把永⽣吹⼊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对于上帝来说是活的。- 约翰⼀书 

5:11-13. 

4. 当耶稣接受永⽣进⼊他的灵，他的灵就此称义。就在那⼀刻，我们与他⼀起称
义。   

a. 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罗⻢书 4:24,25。 

b. 当耶稣的灵称义，公义就合法地给了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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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我们接受耶稣并被安置在基督⾥⾯，这公义就在我们的灵⾥⾯成为事
实。 

就在那⼀刻，我们在基督⾥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 5:21。 

d. 耶稣作了⼈类的替⾝。他因我们的罪⽽成为了罪。然⽽，在他的灵称义之
后，就在那同⼀天稍迟的时候，他带着他⾃⼰的⾎进⼊了天⽗的同在。 

当罪⼈接受耶稣并被安置在基督⾥⾯之时，他就在那⼀刻在基督⾥成为神
的义，能够即刻就站⽴在天⽗的同在之中，好像从未犯过罪那样！ 

5. 当耶稣接受永⽣进⼊他的灵，他就从天⽗⽽⽣。我们也在那⼀刻与他⼀起从天
⽗⽽⽣。 

a. 在上帝看来，我们是在耶稣于阴间从天⽗⽽⽣的那⼀刻重⽣的。 

b. 彼得前书 1:3-4 － 我们藉着由耶稣基督死⾥复活⽽带来的活泼的盼望
从天⽗重⽣。 

c.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之时，这就成为我们灵⾥的事实。- 约
翰福⾳ 1:12-13. 

d. 以弗所书 2:10 － 这⼯作在耶稣接受永⽣并从天⽗重⽣之时就完成了。 

6. 我们与基督⼀同胜过了撒旦及其能⼒。 

a. 当耶稣胜过死亡并解除撒旦及其⽖⽛的武装之后(歌罗⻄书2:15), 在他
⾥⾯ 我们同样胜过了撒旦及其⽖⽛。 

b. 耶稣在救赎计划中所做的⼀切都是作为我们的替⾝代我们做的。 

(1) 这是我们的胜利，⽽不是他的。是他为我们做的。 

(2) 他本就拥有对撒旦的统治权。 

c. 在基督⾥⾯，他对撒旦的胜利也是我们的。 

d. 在基督⾥⾯，对撒旦的得胜“算是我们的功劳”。 

e. 在上帝眼中，我们在基督⾥⾯征服了撒旦，剥夺了他的权能。 

f. 靠着爱我们的耶稣，我们得胜有余－罗⻢书 8:37。 

(1) 我们得胜有余是因为我们过着得胜的基督徒⽣活。 

(2) 我们得胜有余是因为我们在基督⾥⾯，他对撒旦的胜利是属于我们
的。 

(3) 我们能够过得胜的基督徒⽣活是因为在基督⾥我们得胜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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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同他⼀起复活－歌罗⻄书 2:12; 3:1; 以弗所书 2:6。 

a. 我们是在基督⾥⾯。当基督复活时，我们同他⼀起复活。 

b. 当耶稣的⾁⾝从死⾥复活，全⼈类的⾁⾝也合法地从死⾥复活。 

c. ⼀个如同耶稣的⾝体般复活、荣耀的⾝体已合法地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
与基督⼀同从死⾥复活的。 

d. 当耶稣为着他的教会再来之时，这要成为在基督⾥⾯所有⼈们⾝体内的事
实－ 哥林多前书 15:10-23; 腓利⽐书 3:20-21。 

e. 我们现在就拥有圣灵那初熟的果⼦。藉着圣灵复活的能⼒，我们的⾁体现
在就能够过⽆罪的⽣活，并享受神赐的健康(罗⻢书 8). 

f. 耶稣的复活，以及我们同他⼀起的复活，是我们在基督⾥⾯彻底胜过撒
旦、死亡、罪、疾病和贫穷的明证。 

在基督⾥⾯，撒旦对于我们的灵、魂、体的掌管已被粉碎！我们已被赎
出！ 

F. 总结 
1. 耶稣的灵与魂在阴间经受了死亡的痛苦，并曾受制与死亡的权势。同时，他的

⾁⾝在坟墓⾥处于死亡的能⼒之下。作为全⼈类的替⾝，他遍尝了⼀切死味。 

2. 复活是上帝的作为，把耶稣带出灵、魂、体俱死的境地，来到他现在荣耀的地
位。 

3. 我们与他⼀同复活了！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完全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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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复活后的四⼗天 

A. 把他的宝⾎带⼊天堂中的⾄圣所。 

1. 当耶稣从死⾥复活，他即刻就从空坟墓外⾯与抹⼤拉的⻢利亚说话－约翰福⾳ 

20:11-17. 

a. 注意在第17节中耶稣对她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我的⽗；
你往我弟兄那⾥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我的⽗，也是你们的
⽗，⻅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新美洲标准版圣经） 

b. 耶稣正要升上去⻅天⽗，这是⾃他降世为⼈以来的第⼀次，也是⾃他从死
⾥复活后的第⼀次。 

c. 耶稣升上去⻅⽗的⺫的是什么呢？ 

(1) 线索⼀:  在耶稣显现给⻔徒并对他们吹⽓说“你们受圣灵” (约翰福
⾳ 20:19-23)之前，他必须先升上去⻅天⽗。 

(2) 在救赎计划成就之前，耶稣还有有些⼯作要做。 

2. 作为新约的⼤祭司，耶稣带着他⾃⼰的⾎去到天堂中的⾄圣所，并把这⾎呈给
上帝－希伯来书 9:11-12。 

a. 地上的帐幕是按着天上真正帐幕的样式造的。 

(1) ⻅11节中 "...那更⼤更全备的帐幕，不是⼈⼿所造，也不是属乎
这世界的" (新美洲标准版圣经). 

(2) 有关地上帐幕的描述－希伯来书 9:1-5。 

(3) 在天上有个真正的帐幕，地上的帐幕是按着它的样式所造－希伯来
书 8:1-5。 

(a) 摩⻄不厌其繁地按照在⼭上所显给他看的帐幕的样式反复指⽰
建造帐幕的细节，－5节; 使徒⾏传 7:44; 出埃及记 

25:40, 9; 26:30; 27:8; ⺠数记 8:4。 

上帝坚持要摩⻄完全按照所显给他的帐幕的样式建造地上的帐
幕，是为了把天上的帐幕真实地投影在地上。 

(b) 对天上帐幕的描绘－ 启⽰录 15:5;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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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帐幕在此被称作为“天上那存法柜的殿” (启⽰录 

15:5). 

2 上帝的宝座就安置在那⾥－ 启⽰录 16:17。 

3 上帝的约柜就放在那⾥－启⽰录 11:19。 

b. 旧约时代⼤祭司在赎罪⽇所遵⾏的仪规其实是耶稣为我们争取救赎所做的
⼀切事的投影－希伯来书 9:6-10。 

c. 为了成就这种种的样式和投影，耶稣升上去⻅⽗，把他的⾎带⼊天堂的⾄
圣所，并呈在上帝⾯前－希伯来书 9:11-12。 

d. 为了赎我们，耶稣已偿付了赎价 (12节).  耶稣在天堂的⾄圣所献上宝
⾎是救赎计划的最后⼀步，完成了我们的救赎。 

天⽗接受那⾎，在我们的卖⾝契上盖章确认了我们的救赎 

e. 只需⼀次，并且永远有效－希伯来书 9:24-26。 

f. 新约由这⼀刻开始⽣效－哥林多前书11:25，耶稣成了新约的中保－希伯
来书 9:13-15。 

3. 耶稣在他的死、埋葬和复活中所作的⼀切都由那⾎来担保！ 

希伯来书12:22-24 －耶稣的⾎，洒在天堂⾄圣所中的施恩座上，其所说的⽐
亚伯的⾎所说的更美。亚伯的⾎向神哀告(创世记 4:10)，⽽耶稣的⾎告诉神
我们已蒙救赎！ 

a. 我们是以宝⾎赎回的－启⽰录5:9-10; 使徒⾏传 20:28. 

我们从哪⾥被赎回? 

(1) 我们从罪中被赎回。 

(a) 藉着他的宝⾎，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以弗所书 1:7。 

1 我们的罪被彻底涂抹或遮盖（⽽不仅仅是掩盖）。 
2 我们的罪已被耶稣的宝⾎洗净－启⽰录 1:5-6。 
3 罪被涂抹意味着我们重⽣了，我们在基督⾥成了新造的

⼈。 

(b) 我们得赎，脱离了罪的捆绑。 

1 耶稣救我们脱离⼀切不义－提多书 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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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被赎，脱离了以往空洞的⽣命。彼得前书1:18-
19. 
我们不必按照我们从前的⽅式⽣活。 

(2) 我们得赎脱离撒旦的权势－歌罗⻄书 1:12-14。 

(a) 注意, "救了我们..." (过去时态)。 

(b) 我们得赎脱离⿊暗的权势。 

记住，救赎的意思是拯救并且解放。 

(c) 我们已迁⼊主耶稣基督的国度。 

现在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受他的掌管。 

(d) 撒旦对我们没有权⼒，也⽆权掌管我们，除⾮我们许可他。 

(e) 诗篇 107:1-2 －我们已从仇敌⼿中获救! 

(3) 我们已得赎脱离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 3:13). 

(a) 我们已得赎脱离灵死。 

(b) 我们已得赎脱离疾病和病痛。 

(c) 我们已得赎脱离贫穷。 

(d) 那洒在天堂施恩座上的宝⾎是我们的保证！ 

b. 我们靠着他的⾎称义－罗⻢书 5:9。 

(1) 我们的外袍已⽤羔⽺的⾎洗⽩净了－ 启⽰录 7:13-14。 

(2) 这些⽩袍是圣徒所⾏的义－启⽰录 19:8。 

(3) 若我们重⽣后再犯罪，我们可以认⾃⼰的罪，他会饶恕我们，⽤耶
稣的宝⾎洗净我们⼀切的不义－约翰⼀书 1:9, 7。 

c. 我们凭着宝⾎与上帝和好－歌罗⻄书 1:20。 

d. 我们靠着宝⾎⽽成为圣洁－希伯来书 10:29。 

e. 耶稣的宝⾎洗净我们的良⼼－希伯来书 9:13,14。 

(1) 如果信徒早早了解耶稣宝⾎的能⼒，他们就不会再有负疚感。 

(2) 我们的罪已被洗净。神已不再记得它们，我们也不该再记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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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旧约的律法不能洁净⼈们的良⼼。－希伯来书 10:1-6。 

(a) 律法不能使他们完全－ 1节。 

(b) 律法不能洁净或洗净⼈们的罪－它们不能除去罪－2节。 

(c) 罪愆每年都被纪念⼀次，因为这是⽆法除去的。－ 3～4节。 

(d) 上帝对献祭并不感到喜悦－ 5-6节。 

(4) 在新约之下，耶稣的宝⾎除去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良⼼－希伯来
书10:16-18。 

(a) 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 17节。 

(b) 我们的罪得赦免－罪被除去、洗净－ 18节。 

因此，我们不再为罪献祭。 

(5) 我们因⽽就可以凭着耶稣的宝⾎，拥有进⼊⾄圣所的⾃由。－希伯
来书 10:19-22节。 

(a) 现在，我们能够持着信⼼的确据，坦然地亲近神！ 

(b) 我们的⼼中不再有恶念！ 

(c) 我们在上帝⾯前站⽴得稳! 

(d) 即使在撒旦⾯前，我们也能⽆惧地站⽴！ 

f. 我们靠着宝⾎胜过撒旦－启⽰录 12:9-11。 

(1) 兄弟们靠什么胜过了那控告者撒旦呢？ 

(a) 靠着羔⽺的⾎。 

(b) 靠着他们的⻅证（美好的告解） 

(c) 靠着不再爱那取死的⽣命。 

(2) 当撒旦控告我们时，我们就靠着羔⽺的⾎和我们的⻅证胜过他。 

(3) 我们可以主张我们在圣约⾥⾯的权利，这权利是由羔⽺的⾎作担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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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耶稣再次下到阴间，对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的众灵宣讲福⾳。 
彼得前书 4:6 

1. 只有当耶稣从死⾥复活并把他的⾎带去天堂⾄圣所呈给天⽗之后，他才有福⾳
带给旧约中的圣者。。 

a. 知道那时，救赎⼯作才算完成。 

b. 他们必须相信上帝使耶稣从死⾥复活，这样才能接受重⽣(罗⻢书 10:9)。 

2. 耶稣不仅为新约时代所犯的罪⽽死，他也为在旧约之下所犯的罪⽽死－希伯来
书 9:15。 

a. 那些在旧约之下相信上帝的⼈们算作义⼈，但他们并未收到新⽣的事实。 

他们只拥有新⽣的应许。 

b. 在旧约时代以动物的⾎献赎罪祭（遮盖）可以遮盖他们的罪为期⼀年，但
不能除去他们的罪(希伯来书 10:1-4). 

旧约的信徒不能重⽣，直到耶稣到来为他们偿付赎价。 

c. 当旧约中的圣者死去时，他们的灵不能上天堂。 

他们的灵去到阴间亚伯拉罕的怀抱，他们在那⾥等待，直到救赎完成。 

3. 当耶稣向亚伯拉罕怀抱中的众灵宣讲福⾳时，他们就在那时兑现了旧约对他们
的应许。 

a. 他们收到了永⽣，并且重⽣。 

b. 彼得前书 4:6 －他们的⾁体按着⼈受审判（尽管他们的⾝体已死），他
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约翰福⾳5:25-27。 

4. 耶稣复活后，很多他们的⾝体都起来了，并⾛出坟墓－⻢太福⾳ 27:50-53。 

5. ⼤约四⼗天后，当耶稣再次升天回去⽗神那⾥时，他把这些旧约的圣者⼀⻬带
天堂－以弗所书4:8-9。 

a. 他们曾受困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之中。 

b. 可能是⼀朵云彩把耶稣接去，使徒们就看不⻅他了。－ 使徒⾏传 1:9; 

希伯来书 12:1。 

6. 彼得前书 3:18-20－耶稣也对那些在挪亚的⽇⼦悖逆的灵作了宣讲。 

a. 也许这宣讲的内容是谴责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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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们没有收到再次得救的机会。 

C. 耶稣以他复活的身体向他的⻔徒显现，并把新⽣吹⼊他们的⽣命－约
翰福⾳ 20:19-23。 

1. “那⽇晚上”，那⽇就是耶稣复活之⽇－19节。 

2. 救赎已经完成，⼈们从此可以拥有新⽣。 

3. 耶稣向他们吹⼀⼝⽓，说：“你们受圣灵。”－22节。 

a. 在五旬节那⽇受圣灵并不是⼀个命令。 

b. 耶稣是把圣灵吹给他们。 

4. ⻔徒们在那时由圣灵⽽⽣，接受圣灵进⼊他们⾥⾯。 

D. 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可福⾳ 16:19-20。 

1. 这发⽣于耶稣向其⻔徒显现的40天的末尾。－使徒⾏传 1:1-3, 9;  2:32-
35。 

2. 耶稣坐下意味着他那救赎的⼯作已告完成－希伯来书 1:3; 10:11-14。 

a. 他为罪献上⼀次并永远的祭－希伯来书 10:12。 

b. 耶稣不需要再为罪献任何的祭。 

c. 因为他⼀次献祭，并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希伯来书 10:14。 

d. 我们的救赎是⼀件已成就，完⼯了的事。 

e. 耶稣满⾜了公义的要求。他在⽗神的右边坐下的事实意味着⽗神接受他并
他对我们的⼯作！ 

3. ⽗神的右边是掌权的地⽅。是宇宙穹苍中（⽗神以下）最为崇⾼的地位。 

a. 从古到今，坐在国⺩的右边的⼈都意味着握有最⼤的权⼒。 

b. 以弗所书 1:19-21－这个位置所代表的权⼒是“…远超过⼀切执政的、掌
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切有名的…”－ 21节。 

4. 证明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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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与基督同钉了⼗字架。 

b. 我们与基督同死了。 

我们与基督同尝了死味。 

c. 我们与基督同埋葬了。 

我们与基督⼀同受了苦。 

d. 我们与基督⼀同醒转了。 

我们已与基督⼀起称义。 

我们与基督⼀起从天⽗⽽⽣。 

我们与基督⼀起胜过了撒旦及其⽖⽛。 

e. 我们与基督⼀起复活了。 

f. 在基督⾥，我们⼀同坐在了天上。以弗所书 2:5-6。 

(1) 按着位置来讲，我们与基督⼀同坐在天上⽗神的右边。这就是我们
现在在基督⾥的地位！ 

我们在基督⾥⾯。他是头，我们是肢体。在上帝看来我们是与基督
⼀起坐在那⾥。 

(2) 靠着耶稣的圣名，我们与他同享对撒旦及其⽖⽛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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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现实的事⼯ 

A. 序⾔: 
1. 我们已经论述了很多有关耶稣在救赎⼯作中所为我们做的⼀切。 

2. 然⽽，他为了我们所做的全部⼯作有可能宣告彻底的失败－－若我们现在不以
⽗神右边的⾝份继续他的事⼯。 

B. 耶稣现正坐在⽗神的右边－彼得前书 3:21-22。 

1. 歌罗⻄书 3:1－基督正坐在神的右边。 

2. 希伯来书 12:2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扩⼤版圣经)。 

3. 使徒⾏传 7:54-56 －在司提反被⽯头打死之前，他看⻅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显然，耶稣站起⾝接收他的灵进天堂。 

4. 耶稣显在神前作我们的代表－希伯来书 9:24。 

C. 耶稣是我们的⼤祭司－希伯来书 8:1。 

1. 希伯来书 3:1他是我们所认的⼤祭司，是新约的⼤祭司。 

希伯来书 4:14。 

2. 他是照着⻨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希伯来书 5:5-6, 10; 6:10-20。 

a.  创世记 14:18-20 讲了有关⻨基洗德的事。 

b. ⻨基洗德的等次⽐起亚伦的祭司等次更为崇⾼－希伯来书 7:1-11。 

第三节中描述了⻨基洗德其⼈。 

c. 耶稣的祭司地位永远不会更改－希伯来书7:15-17, 20-28。 

3. 作为我们与神之间的⼤祭司，耶稣为罪⼈们作挽回的⼯作。希伯来书2:14-
17。 

a. 藉着为每⼀个⼈尝死味，耶稣满⾜了公义的要求。 

b. 耶稣作为羔⽺⽽死，却以主和新约⼤祭司的⾝份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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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作为我们的⼤祭司，他从死⾥复活后所做的第⼀件事是带着他的⾎去到天
堂的⾄圣所，确认我们的救赎。－希伯来书 9:11-12. 

d. 耶稣再也⽆需重复这部分的⼯作。这是他献上的⼀次并永远的祭－希伯来
书9:24-26。 

4. 凭着我们的⼤祭司继续进⾏着的事⼯，我们可以坦然来到施恩座前－希伯来书 

4:14-16; 10:19-22。 

我们是凭着我们⼤祭司－－耶稣－－的名来的。 

5. 作为我们的⼤祭司，耶稣是新约的中保，是我们的调停者、祈求者，是我们的
主，是教会的头，是我们的牧者。 

D. 耶稣是新约的中保－希伯来书 8:16; 9:15; 12:24。 
1. 耶稣是神与⼈之间唯⼀的中保－提摩太前书 2:5-6。 

2. 若不是靠着耶稣，没有⼈能到天⽗那⾥去－约翰福⾳14:6。 

主耶稣是⼈去到神那⾥唯⼀的道路。 

3. 除他以外，别⽆拯救－使徒⾏传4:12。 

4. 耶稣基督是⼈类唯⼀的拯救者－提摩太前书4:10。 

耶稣是罪⼈与神之间的中保。当⼈接受耶稣，耶稣就成为他的救主，赐他永
⽣，这永⽣使他回到神的家。 

5. 作为神的⼉⼥，我们靠着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到天⽗那⾥－约翰
福⾳ 16:23-24。 

E. 他是我们的祈求者－希伯来书 7:24-25。 

1. 我们不仅有圣灵替我们祈求 (罗⻢书 8:26-27), 耶稣也在⽗神的右边为我们
祈求－罗⻢书 8:34。 

2. 耶稣永远活着，为我们祈求 (希伯来书 7:25)。 

据我们所知，耶稣从不休假！ 

3. 他不断地代我们寻求神的垂听。 

a. 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善⾏去到神那⾥。 

b. 我们必须靠着他，凭着他的名去到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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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我们使⽤耶稣的名字时，我们就可以确信神会垂听我们。 

4. 不管问题在我们眼⾥有多严重，我们要谨记，我们还有坐在天⽗右边的那⼀
位，他永远活着，为我们祈求。 

F. 他是我们的中保－约翰⼀书2:1-2。 

约翰⼀书 1:3 - 2:2 是写给信徒们的，为让我们知道如何维持团契，并修复破损的
关系。 

1. 当信徒犯罪，他并未失去他作为上帝⼉⼦的亲⼦关系，但却破坏了他与上帝的
团契－6节。 

2. 当我们犯罪，我们的⼼会责备我们，我们就失去了公义的感觉。 

？？？只要我们有⼀丝⼀毫的定罪感，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同在。We cannot 

enter the Presence of the Father without a sense of 

condemnation. 

3. 然⽽耶稣是我们公义的中保 (1节)。 

他能够永远代表我们站⽴在神的同在⾥⾯。 

4. 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1:9），我们的义者中保就会在神前受理我们的案件，
修复那破损的团契。 

a. ⽗神是信实的，定会饶恕我们，以耶稣的宝⾎洗净我们⼀切的不义。 

b. 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此得到修复。 

G. 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头。 

1. 他是主! 腓利⽐书 2:9-11. 

2. 我们认他作我们⽣命的主，使我们进⼊上帝的⼤家庭－罗⻢书10:9-10。 

a. 就在那⼀刻我们换了主⼈－我们脱离了撒旦的统治，迁⼊了主耶稣基督的
国度－歌罗⻄书 1:13。 

b. 就在那⼀刻我们接受了永⽣，得以重⽣，在基督⾥成为神的义 

3. 他是主，是教会的头－歌罗⻄书1:18。 

a. 他是元始，是从死⾥⾸先复⽣的。 

b. 他是新造之物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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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超乎万有之上。 

4. 作为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牧者－诗篇 23:1; John 10:14. 

a. 因为主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 

b. 他是我们⼀切需要的供应者－腓利⽐书 4:10-19。 

c. 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命的主的那⼀刻，我们就进⼊了他的照顾和保
护。 

d. 耶稣作为我们的⼤祭司，他的⼯作是供应信徒⼀切的需要，这⼯作⾃信徒
重⽣那⼀刻开始，直到他地上⽣命结束后来到上帝⾯前之时。 

e. 当我们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切物质都会加给我们
了。－⻢太福⾳6:33。 

H. 耶稣是新约的中保－希伯来书 7:21-22。 

1. 天⽗差派耶稣作圣约⼦⺠的中保－以赛亚书 42:6-7。 

2. 耶稣为新约中的每⼀个字负责。 

a. 耶利⽶书1:12。 

b. 以赛亚书 55:11。 

	 	 	 c. 路加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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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救坚守我们的信仰 

－希伯来书4:14。 

A. 圣经就我们的信仰有许多论述。 

1. 承认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 

圣经所说的多是积极的⼀⾯－更为重要。 

a. 消极的部分处理的是认罪的课题－约翰⼀书 1:9。 

当我们犯罪⽽破坏了与神的团契，我们必须悔改并承认我们的罪，这样才
能修复破损的团契。 

b. 积极部分的例⼦之⼀就是承认耶稣是主－罗⻢书 10:9-10。 

2. 耶稣是我们所认的使者和⼤祭司－希伯来书3:1。 

a. 在此经节中，“我们所认的”是指按照新约的真理承认我们所相信的。 

b. 换⾔之，上帝把基督教信仰称为“我们所认的”。 

3. "承认"包括: 

a. 肯定我们所相信的。 

b. 声明我们所知道的。 

c. ⻅证我们所认的真理。 

B. 信⼼的基本原则包括我们⼝⾥的承认－⻢可福⾳11:22-24。 

1. "信服神" 也可译作“对神有信⼼”－22节。 

a. 换⾔之，“有神般的信⼼”。 

b. 这就是神信⼼的⼯作原理。 

2. ⽆论是谁，都能得到他⼝中所说出的⼀切，只要他做到两件事：－23节 

a. "...⽆论何⼈说...." 

我们的⾔语⾮常重要，我们必须⽤⼝说出。 

b. "...他若⼼⾥不疑惑，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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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换⾔之，我们的⼼⾥（灵⾥）⼀定要相信。信⼼与⼼有关。 

(2) 我们该信什么呢? 

(a)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b)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所说的，所说的就能成就。 

c. 若我们⼼⾥真的相信并⽤⼝说出，我们就能得到我们所说的－我们⼝说事
成。 

3. 我们就是这样得救的－罗⻢书 10:8-10。 

4. ⼼⾥相信并⼝⾥承认是信仰的基本原则。 

a. 我们从神那⾥所领受的⼀切（救赎、医治、受圣灵洗、所需得到充分满
⾜）都遵照这个原则。 

(1) ⼼⾥相信。 

为 了相信， 我 们 必 须 有 神 的话。 这样信⼼才会产⽣ － 罗⻢书
10:17。 

(2) ⽤⼝说出⼼⾥所相信的。 

我们的话语会成为我们⽣命中的事实。 

b. 信⼼的精神－哥林多后书 4:13。 

(1) 信⼼包括相信和说话。 

(2) 我们因信⽽说话。 

5. 我们⼼⾥所相信的并⼝中所说出的，⽆论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决定了我
们⽣命中所拥有的。 

我们现今所拥有的都来⾃与我们曾经相信并说出的。 

C. ⾔语的重要性。 

⾔语⾄关重要! 

1. 耶稣相当注重教导⾔语的重要性－⻢太福⾳ 12:37。 

a. ⾔语的重要性超过很多⼈所想。 

b. 希腊⽂将“闲散”译作“不活动的、⽆果实的、不育的、⽆效的、⽆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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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对于我们⾮利即损－要么得⽣，要么毁灭，要么成为我们的祝福，要
么成为我们的咒诅，要么造就，要么拆毁 ( 37节)。 

d. ⾔语可以把我们领向成功，也可以导致我们失败。 

e. ⾔语可以为我们带来健康，也可以招致疾病。 

f. 我们曾经所说的话影响着我们现在的⽣命。 

2. 箴⾔书中讲了许多有关我们⼝中⾔语的重要性。 

a. ⽣死在⾆头的权下－箴⾔18:21。 

(1) 我们以⾆头选择或⽣或死。 

(2) 我可以对我们⾃⼰和周围的⼈说出死亡，也可以说出⽣命。 

(3) 神的话就是⽣命 (约翰福⾳ 6:63)。 

(4) 充满了爱和⽣命的话就是⽣命的话。凡出⾃它的都属⽣命。 

(5) 充满了憎恨、争竞、不信和担忧的话是死亡的话。凡出⾃它的都属
死亡。 

b. ⼀条有益（安慰、温柔、医治）的⾆头是⽣命的树－箴⾔15:4。 

上帝的话语是有益的话语。 

c. 义⼈的⼝是⽣命的井（源泉）－箴⾔10:11。 

我们可以说⽣命的话语，带给⼈祝福。 

d. 良⾔如同蜂房，使⼼觉⽢甜、使⾻（⾝体）得医治－箴⾔ 16:24。 

(1) 我们的⾔语能够为我们的⾝体带来医治，也能够带来疾病。 

(2) 藉着说悦⽿的⾔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周围和家中营造出愉快的⽓
氛。 

我们的孩⼦受到我们在家中所说话语的影响。 

(3) 我们可以在⾔语中注⼊爱和信⼼，使我们的话语听着令⼈愉快。 

e. 我们被⼝中的话语缠住，被嘴⾥的⾔语捉住－箴⾔ 6:2。 

(1) 此经⽂直接应⽤于经节1 ，但也是上帝话语的基本原则之⼀。 

(2) 若我们说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先⾃我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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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数记13和14章中以⾊列⼈的孩⼦们。 

(3) 若我们说我们没有信⼼，我们就会⼼存疑虑。 

(4) 若我们说失败的话语，我们的话语就会捉住我们，直到我们失败为
⽌。 

(5) 若我们说上帝的话语，说出上帝所能做的，说出我们藉着上帝所能
作的，我们的信⼼就会成⻓。 

f. 谨守⼝与⾆的，就保守⾃⼰免受灾难－箴⾔ 21:23。 
(1) 往往，是我们⽤⾃⼰的⾆头所说出的失败和负⾯的话语为我们招来

了⿇烦。 

(2) 谈论魔⻤的作为只能阻碍我们成功，使撒旦得以控制我们，并在我
们的⽣命中制造问题。 

g. 智慧⼈的⾆头，却为医⼈的良药（带来医治）－箴⾔12:18。 

(1) 我们的⾆头能够带来健康和医治。 

(2) 为了拥有健康，就必须说健康的⾔语－说出圣经中关于我们的话。 

h. ⼈因⼝（他的⾔语）所结的果⼦，必饱得美福－箴⾔ 12:14。 

(1) 若我们要得到美福，我们就必须说美好的话语。 

(2) 我们的⾔语决定我们在⽣命中所能拥有的⼀切。 

3. 我们在⽇常⽣活中所说的话语会产⽣以下的作⽤： 

a. 我们的灵在哪⾥，我们的⾔语就会着落在哪⾥。 

(1) ⼼⾥所充满的，⼝⾥就说出来－⻢太福⾳12:34。 

(2) 若要知道你属灵⽣命的光景和你信⼼的⽅位，只消听你的⾔语就可
知晓。 

b. ⾔语约束我们（设置界限或我们的⽣命）－我们所拥有的不会超过我们⼝
中所讲的。 

c. ⾔语影响我们的灵－箴⾔ 18:20。 

(1) 我们内在的⼈或灵因我们⼝所结的果实（我们的⾔语）⽽满⾜（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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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我们持续说某事，等到时间够久，⽆论所说的是真是假，终归会
进⼊我们的灵，我们的⼼就会相信；它就会开始掌管我们的⽣
命－－我们就此得到了我们所说的。 

D. 我们要开始说神的话语。 

1. 为了拥有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的⾔语必须与上帝的⼀致。 

2. 我们周围的世界⽆论想法还是⾔语都是负⾯的。 

a. ⼈们谈论着死亡、恐惧、担忧、疑虑、失败和疾病。 

b. 我们在世俗中被训练⼀样地说话。 

随波逐流，继续世俗的思想和⾔说，这些是很容易的。 

3.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语。 

4. 我们该怎样改变我们的⾔语？－罗⻢书 12:2 

a. ⼼意更新可以带来变化。 

这变化包括了我们⾔语的改变。 

b. 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关系到⼈的⼼思意念的。 

c. 我们的⼼意必须被神的话语更新，通过默想神的话语并实际运⽤－约书亚
记 1:8; 雅各书 1:21,22。 

(1) 希伯来⽂中“默想”⼀词的意思是：喃喃、咕哝，沉思 

(2) 意思是阅读或反复地出声对⾃⼰说、反思、考虑，我们将此应⽤在
⾃⼰⾝上，想想这会怎样影响我们。 

(3) 我们当以尊敬和祷告的态度阅读圣经，允许圣灵给我们启⽰。 

d. 若我们的⼼意没有更新，我们就会像世俗那样地思想，并同样地说话。 

e. 当我们⼼意更新使想法与圣经⼀致，我们就会相信上帝并与他同声共⽓。 

5. 我们⼼中所充满的将在我们的⽇常⽣活中说出－⻢太福⾳ 12:34。 

a. 我们必须以上帝的话语充实我们的⼼思和头脑，使它们充满我们。 

b. 当我们说话时，我们的话语就会与上帝的话语⼀致。 

这就是改变我们⾔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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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们⽆法靠⾃⼰的⼒量制服我们的⾆头－－我们只能靠着上帝和话语和他
的灵才能做到－雅各书3:8。 

E. 找出圣经中上帝关于你的话语，并开始说出这些话语。 

1. ⽆论我们说什么，我们的⾔语，或忏悔，终将控制我们的⽣命。这是个属灵的
法则。 

a. ⽆论我们内⼼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只要我们的⼝说出，我们就真的会得到
（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可福⾳11:23.。b. 我 们 ⽤⼼来
相信，⽤⼝承认我们所相信的。 

2. 圣经告诉我们要坚守信仰－希伯来书4:14。 

a. 我们必须坚守信仰，因为信⼼⼀不⼩⼼就会变弱。我们往往受到我们周围
⼈们的影响。 

b. 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会对我们的⽣命产⽣以下的作⽤： 

(1) 作为默想圣经的⼀部分，以承认上帝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和信
⼼，并帮助我们⼼意更新。 

(2) 我们的承认产⽣事实。 

这包括两个⽅⾯： 

(a) 通过⼼⾥相信上帝的话语并⽤⼝说出，我们所得救赎的合法性
就成为我们⽣命中的事实。 

例⼦：重⽣，医治 

(b) 这也使属灵的事实成为我们的魂和⾁体中的事实，并开始影响
我们的⽣命。 

3. 我们该持守所承认的什么？ 

a. 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主耶稣、天⽗、我们⾥⾯的圣灵、以及圣经的
信仰。 

b. 我们的信仰必须作为五⼤主要领域的中⼼： 

(1) 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他在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 

救赎计划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在基督⾥⾯所拥有的。 

(2) 上帝通过圣经和圣灵在我们重⽣时和受圣灵之洗时所成就的。 

(3) 我们在基督⾥⾯在天⽗⾯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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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上说我们在基督⾥⾯是谁。 

(4) 耶稣现在天⽗的右边正在为我们做的，他永远活着为我们求情。 

(5) 上帝（或圣经）通过我们的⼝所能成就的。 

圣经中说我们在基督⾥所能做的。 

4. 仔细查考新约。 

a. 找出短语如“在基督⾥”“在他⾥⾯”“控制基督”“靠着他”。 

(1) 多数含有上述短语的经节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
们的⾝份或我们所能做到的，因为我们是在基督⾥⾯。 

(2) 还有其他经节虽没有上述短语，却讲说同样的内容。 

b. 当你看到这些经⽂： 

(1) 在你的圣经中标识出这些经⽂并把它们抄写下来。 

(2) 开始默想它们－思考它们、反复⽽⼤声地对⾃⼰读出它们，想想它
们会怎样影响你。 

(3) 根据⾃⼰的情况，把它们化为⼰⽤，使它们成为你⾃⼰的承认。 

(4) 开始⽤⼝说出它们。 

5. ⼼⾥相信并⼝⾥承认，使这些经⽂对于你成为事实。 

a. ⼀开始时你可能不会有真实的感觉。 

b. 当你⽤⼝说出，它们终将进⼊到你的灵，你就会相信－箴⾔18:20。 

c. 在圣灵的领域，这些都已成为事实－－上帝已经这样看你了。然才会在物
质世界中成为你的真实并开始影响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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