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由铜蛇所预表的基督 
(民数记结晶读经）2019/9/23-29 

Ⅰ．当以色列人得罪神，为蛇所咬之后，神吩咐摩
西举起铜蛇，挂在杆上，替他们受神的审判，凡望
那铜蛇的就活了： 
民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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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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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铜蛇预表基督，杆预表十字架；在预表里，铜
表征审判；铜蛇有蛇的形状，但没有蛇的毒性。 
Ｂ．同样的，基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在十字架
上被举起来，与肉体有毒的罪无分无关。 
Ｃ．在创世记三章，撒但化身为蛇，将他的性情注
射到人的肉体里；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都被魔鬼
这条古蛇“咬”过；因此，在神看来，整个堕落的
人类都是由有蛇性的人组成，在他们的堕落性情里
有古蛇的毒素： 
１．在约翰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启示魔鬼是罪人
的父；因此，在我们堕落的性情里，我们是古蛇魔
鬼的儿女。 
２．在马太12:34，主耶稣称法利赛人是“毒蛇之
种”；在23:33，祂称他们为“蛇类，毒蛇之种”。 
３．魔鬼是古蛇，罪人是蛇类，毒蛇之种；在我们
堕落的性情里面，我们不仅仅是罪恶的，也是蛇性
的。 
４．罗马七章告诉我们，撒但这人位化的罪是在我
们的肉体里；罪能诱骗并杀害人，能住在人里面，
叫人作违反他们意愿的事；罪相当活跃，也极其主
动；因此罪必定是撒但那恶者的邪恶性情，在堕落
的人类里面居住、活动并作工。       月 
 
Ｄ．主这位人子在蛇的形状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
来，替蛇所毒害的人担受审判；祂在十字架上被举
起来，为将古蛇撒但，世界的王，赶出去。 
Ｅ．因此，主这位被举起来的人子，能将蛇所毒害
的人从罪，蛇的毒素里，拯救出来；祂被举起，也
是要废除撒但并吸引万人来归祂。 
Ｆ．如今凡信入基督是被举起来代替我们被定罪的
一位，都有永远的生命；我们需要“铜蛇”作我们
的代替，为我们担当神的审判，来救赎我们，并将
祂拯救人的神圣生命释放到我们这人里面。 
约3: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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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我们一悔改并承认自己是蛇性的，就有资格经
历基督作永远的生命，并享受祂： 
１．“悔改”原文意，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而转移
目标；人的悔改也是从神之外的事物，转向神自己。 
２．在我们的经历里，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乃该
是每天的经历；施浸者约翰传讲悔改，而在启示录
二至三章写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里，主耶稣一再
地吩咐我们要悔改。 
Ｈ．我们若知道基督是铜蛇这预表的应验，在罪之
肉体的样式里而来，在十字架上受死，顶替并代替
我们，好使我们蒙重生，得着永远的生命，这对我
们乃是极大的祝福。             火 
 

Ⅱ．约翰三章说到蛇和新妇： 
Ａ．约翰三章十六节是十四和十五节的结果，也就
是说，接受神圣的永远生命，乃是基督这铜蛇作为
真正赎罪祭被举在十字架上的结果： 
约3:16“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 
１．主耶稣作了我们的代替被举起来，为我们担当
神的审判，叫我们一望祂（信入祂）就得着永远的
生命。 
２．因着在亚当里我们被古蛇所咬，我们就死了，
但如今借着基督这铜蛇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我们
就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是神爱
世人真正的显明。 
Ｂ．蛇“咬”我们，意思是说，蛇把他性情中的毒
素注入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因着堕落，
整个人类都成了撒但的扩增。 
Ｃ．约翰三章启示，重生不仅是把神圣的生命带进 
信徒里面，更是为着基督的扩增，使他们成为团体
的新妇；亚当怎样在夏娃里面得以扩增，基督也照
样在祂的新妇里面得以扩增。 
约3:29-30“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
听祂，因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所以我这喜乐
满足了。祂必扩增，我必衰减。” 
创2:22“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
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周四的经节)。 
Ｄ．借着基督作为铜蛇被举在十字架上，撒但的扩
增就成了基督的扩增，也就是基督的新妇；我们曾
经是撒但扩增的人，就成了基督的扩增。 
Ｅ．所有重生的人就是构成新妇的人，他们要和新
郎主耶稣成为婚配；重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蛇性的
人要被废去，并且我们得着神圣的生命，为要成为
一个新人，使我们成为新妇的一部分；由此我们看
见，重生是为着产生基督的新妇。 
Ｆ．约翰三章的用意是要给我们看见，无限无量的
基督必须有一个宇宙性的扩增，今天祂就在得着这
个扩增的过程中；没有限量的灵，为着无限的基督
产生了宇宙性的扩增。 
Ｇ．整体看来，圣经乃是将蛇与新妇这件事向我们 
揭示出来：                水 
１．神用亚当的肋骨产生了夏娃，就是亚当的扩增，
但在创世记三章一至六节，蛇窥访新妇，顺利地掳
掠了她，然而神比蛇更大、更高、更有智慧。 
２．来伤蛇的头；不仅如此，女人的后裔更要成 
为中了蛇毒之人的义。 
创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
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３．保罗担忧那来咬夏娃的蛇，会来咬哥林多的信
徒；这又是蛇与新妇的故事。 
４．启示录有论到蛇与新妇末了的话： 
ａ．十九章启示新妇为着羔羊的婚娶预备好了。 
ｂ．婚娶以后，这对宇宙的夫妇要立刻与撒但和他
的跟从者、兽、假申言者争战；然后撒但要被捆绑，
扔在无底坑里，拘禁一千年。 
ｃ. 接着，撒但要再一次背叛，最终被扔在火湖里。 
ｄ. 然后宇宙要彻底被清理，就有新天新地，那里
要有一对宇宙的夫妇，直到永远：基督是丈夫，召
会是祂的新妇。              木 



Ⅲ．蛇性的人借着没有限量的灵和永远的生命， 
成为无限基督的宇宙扩增： 
Ａ．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需要领悟，离了基督这
赐生命的灵，我们就是争闹的蛇；在召会生活中，
我们可能是争闹的蛇，也可能是饮于赐生命之灵的
人。 
约7:37-39“…耶稣…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
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那灵说
的…。” 
Ｂ．约翰三章三十节说到基督的扩增，就是在二十
九节里基督的新妇： 
１．照着我们天然的出生，我们都是习惯凭着我们
蛇性的人而活；这就是照着善恶知识树的原则而活。 
２．我们天然的生命和生活不是基督扩增的一部分；
唯有我们这人重生的部分，我们重生的灵，才是基
督的扩增。 
３.基督实实在在该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人位；我
们活祂，并与祂成为一灵；我们住在祂里面，祂也
住在我们里面；因此，祂与我们有同一的生命，同
一的生活—这就是蛇性的人成了基督的新妇。 
４．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实际上就是经历蛇性的人
变化成为基督的新妇，基督的扩增之过程；这新妇
的终极完成乃是作为神的帐幕和羔羊之妻的新耶路
撒冷。 
５．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学习凭着重生的人而活。 
                     金 
Ｃ．在约翰三章，我们至少能看见无限基督的九方
面： 
１．无限的基督是从上面来的，就是从天上来的。 
约3:31“那从上头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出于地
的，是属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于地。那从天上
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２．无限的基督是在万有之上的；因为基督是包罗
万有的、无限的、宇宙的，所以祂在地上的时候，
仍旧是在天上。 
３．无限的基督是父所爱的；唯有在基督里，我们
才能享受到父神的爱。 
约3:35“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祂手里。” 
４．无限的基督已得着万有；父已将万有，其中包
括我们，交在子的手中。 
５．无限的基督是神所差来的。 
６．无限的基督说神的话。 
７．无限的基督说神的话。 
８．无限的基督赐永远的生命给信祂的人。 
９．无限的基督得着新妇作祂宇宙的扩增。 
约3:30－31 “祂必扩增，我必衰减。那从上头来的，
是在万有之上；那出于地的，是属于地，他所说的，
也是属于地。那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Ｄ．没有限量的灵是由复合的膏油所预表之包罗万 
有复合的灵： 
１．没有限量的灵就是赐生命的灵。 
林前15:45“…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周
五的经节) 
２．没有限量的灵也是那是灵的基督；“是灵的基
督”这辞是指基督就是那灵。 
Ｅ．约翰三章三次提到永远的生命—： 
１．永远的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永远之神的生命；

这生命在时间、空间、本质、功用、能力上都是永
远的。 
２．永远的生命乃是三一神的素质，成了召会，就
是新妇的元素，而新妇乃是基督宇宙的扩增，作三
一神团体的彰显。               土 

 
Crucial Point⑴: 知道肉体是蛇，不信靠肉体， 

学习凭着调和的灵生活 
OL1: 铜蛇预表基督，杆预表十字架；在预表里，铜
表征审判；铜蛇有蛇的形状，但没有蛇的毒性。同
样的，基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在十字架上被举
起来，与肉体有毒的罪无分无关。 
OL2: 在创世记三章，撒但化身为蛇，将他的性情注
射到人的肉体里；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都被魔鬼
这条古蛇“咬”过；因此，在神看来，整个堕落的
人类都是由有蛇性的人组成，在他们的堕落性情里
有古蛇的毒素。 
OL3: 罗马七章告诉我们，撒但这人位化的罪是在我
们的肉体里；罪能诱骗并杀害人，能住在人里面，
叫人作违反他们意愿的事；罪相当活跃，也极其主
动；因此罪必定是撒但那恶者的邪恶性情，在堕落
的人类里面居住、活动并作工。 
民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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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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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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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约三 14，基督成了一条铜蛇。……祂在形状
上是蛇，但祂没有蛇的毒性。然而，事实上我们是
蛇性的，因为在我们堕落的性情里面，我们乃是古
蛇魔鬼的儿女。 

不是以色列人自愿犯罪，乃是在他们里面的蛇
叫他们犯罪。神审判以色列人，实际上是审判这蛇；
所以，挂在杆子上的，实际上是那蛇。犯罪的是人，
但受审判的却是蛇。这给我们看见，实际上犯罪的
乃是那在人里面的蛇，就是魔鬼。在神眼中，蛇和
以色列人乃是一。所以，神审判杆子上的蛇，也就
是祂审判以色列人。 

“悔改”原文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转移目
标。所以圣经所说的悔改，乃是心思转变，不像人
所以为的，是改过自新、弃恶向善。 

主耶稣〔在约三 14〕对尼哥底母说〔到铜蛇〕
的时候，尼哥底母不太可能明白这事。尼哥底母必
定没有看自己是一条蛇，他看自己是一个合乎道德
的正人君子，到主耶稣这里来为了得改良行为的教
训。然而，主耶稣论到铜蛇的话，似乎是对尼哥底
母说，“你不该看自己是正人君子，反而要晓得你
是一条蛇。……我要顶替你，就需要在蛇的形状里
被举起来。”我们若知道基督是铜蛇这预表的应验，
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而来，在十字架上受死，顶替
并代替我们，这对我们乃是极大的祝福。 

应用：新人篇 
你信入主，灵得到重生得救了。但是你的肉体

里仍旧住着撒旦——罪。得救后，在召会生活里，
主的生命从灵扩展到魂。之后，主耶稣再来时，魂
得到充分变化的信徒，在身体上也能让主的生命渗
透、得荣耀。这时，肉体中的罪完全被驱逐出来。



从而，在今天的召会生活里，罪的问题不会消失。
你的需要不是照着肉体活，而是训练自己照着灵而
活。 

得救了的新人们，请认识到肉体是完全不值得信
靠的。肉体不过是蛇。因着亚当的堕落，作为亚当
的子孙的我们不仅仅是犯了罪，也被构成成为罪
人，是蛇的增长。你的肉体里，不仅有邪恶罪孽深
重的一面，也有善良、宗教的一面。就算表面上很
好，肉体也不过是蛇。不信靠神，也不要求祷告。
比如说，你是优秀的学生，或是在职者。你以前信
靠自己、靠着肉体做一切事。你虽然很优秀，但是
里面满了争竞心、嫉妒、愤怒、焦虑、不安。如
今，你得救了，有调和的灵。请享受主的话，向主
祷告，信靠主勤奋学习、勤奋工作。信靠主的人可
以得到奇妙的祝福。为要得到这样的祝福，你要认
识在肉体上就是蛇，要仰望铜蛇——主，愿你能够
学习照着灵而活。  
祷告：“哦，主耶稣，我虽然得救了，但是我要认
识到内里还有肉体、肉体不过是蛇。就算肉体看起
来是好的，但是里面是满了堕落和腐败的东西。在
主再来之前，这肉体会与我同在，所以我要警惕肉
体，不信靠肉体，学习凭着调和的灵而活。阿门！” 

 
Crucial Point⑵：蛇的扩增、 
成为基督、基督新妇的扩增 

OL１: 蛇“咬”我们，意思是说，蛇把他性情中的
毒素注入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因着堕
落，整个人类都成了撒但的扩增。 
OL2: 约翰三章启示，重生不仅是把神圣的生命带进
信徒里面，更是为着基督的扩增，使他们成为团体
的新妇；亚当怎样在夏娃里面得以扩增，基督也照
样在祂的新妇里面得以扩增。 
OL3: 借着基督作为铜蛇被举在十字架上，撒但的扩
增就成了基督的扩增，也就是基督的新妇；我们曾
经是撒但扩增的人，就成了基督的扩增。 

在亚当里面，古蛇借着咬我们而得着了我们。
你知道蛇咬我们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蛇把他
性情中的毒素注入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
因着堕落，整个人类都成了撒但的扩增。你晓得你
得救以前是什么？你是撒但扩增的一部分。无论我
们得救以前是怎样的人，我们都是那恶者扩增的一
部分。蛇在伊甸园咬了亚当，就得着了全人类，全
人类就成了他的扩增。没有疑问，在创世记三章，
撒但那古蛇咬了人以后非常高兴；他也许笑着自言
自语说，“我已经为自己得着了人，神所造的人如
今成了我的扩增。” 

但主耶稣来成为铜蛇，这意思是说，祂为我们
成为罪。林后五 21 说，“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
成为罪。”罪是从撒但来的，进到人里面，不但使
人成为罪人，更成为神审判之下的罪。因此，基督
在肉体里成为人的时候，祂是替我们成为罪（不是
罪恶的），来受神的审判。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罪人打开了信入
祂、接受祂的路。如今我们能接受祂的生命。借着
祂的救赎，祂把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
祂的扩增。这样，我们曾经是撒但扩增的人，就成
了基督的扩增。已过我们是撒但扩增的一部分，但
赞美主，现在我们成了基督扩增的一部分。 

这个故事一直持续到圣经的末了。启示录有论
到蛇与新妇末了的话，在十九章我们看见，新妇为
着羔羊的婚娶预备好了。婚娶以后，这对宇宙的夫
妇要立刻与撒但和他的跟从者、兽、假申言者争战。
然后撒但要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拘禁一千年。
接着，撒但要再一次背叛，最终被扔在火湖里。然
后宇宙要彻底被清理，就有新天新地，那里要有一
对宇宙的夫妇，直到永远：基督是丈夫，召会是祂
的新妇。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在得救之前，你曾是蛇的扩增。在你得救之后，

你的灵得着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基督身体的肢体
和扩增。你在召会生活中长大成为基督的新妇。哈
利路亚！曾是撒旦扩增的人能成为基督的扩增。这
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啊！你不要只看见自己堕落的肉
体而失望。是的，你的肉体是堕落的，在神的眼中
是蛇，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你的灵已经重生。并且
慢慢长大团体的编组成军，成为新妇・军队。结束
召会时代，带进国度时代的是新妇・军队。新妇・
军队在今日，一面，听主，只望主，热烈的爱主。
另一面，在主里，众肢体的配搭中，抵挡撒旦从事
属灵的争战。这是为了带进主的再来，将神的国带
到地上。  
祷告：“哦，主耶稣！感谢你将曾是撒旦扩增的我，
拯救成为你的扩增，甚至成为你的新妇！我不是按
着肉体生活，听撒旦，而是要回到灵里，听你的话
语，只望你，并热烈的爱你。让我每天都能长大，
成为你的新妇・军队，使神的国能被带到地上！” 

 
Crucial Point⑶:祷读主话,祷告,接受那灵的无

限供应,成为无限基督的宇宙扩增 
OL１:蛇性的人借着没有限量的灵和永远的生命，成
为无限基督的宇宙扩增。 
OL2: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需要领悟，离了基督这
赐生命的灵，我们就是争闹的蛇；在召会生活中，
我们可能是争闹的蛇，也可能是饮于赐生命之灵的
人。 
OL3:无限的基督说神的话。无限的基督赐那灵是没
有限量的。 
约 3:3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祂赐那灵
是没有限量的。 

我们成为无限基督的宇宙扩增，唯一的路就是
接受那灵，被那灵充满。我们越得着那灵，就越成
为基督的扩增。这扩增开始于我们得着重生，终结
于我们被没有限量的灵所充满。。 

我们不仅需要学习读主的话、查考主的话，更
需要学习吃主的话。我们必须学习把神的话接受到
我们的灵里，并且在灵里加以消化；这就是在我们
的灵里享受神的话。……借着主的话，我们接受那
灵；我们一得着那灵，就得着永远的生命。……无
限的基督乃是那位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信徒的。 

无限的基督得着新妇作祂宇宙的扩增〔29~30〕。
这个宇宙的扩增—基督的新妇—乃是所有重生之人
的集合，是所有重生之人的活组成。这就是作为无
限基督之宇宙扩增的新妇。……我们怎样才能成为
基督宇宙扩增……的一部分？唯有接受神的雷玛，
使我们被赐生命的灵充满，才有可能。如果我们接



受话，并且被那灵充满，我们就会享受永远的生命。
结果，我们就成为新妇，成为无限基督的宇宙扩增。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你作为重生的人，需要每天祷读主话，用主的

话和主交通，摸着圣经节中的赐生命的灵。如果没
有经历赐生命的灵，你只不过是蛇。  

用主话和主有个人的交通的时候，你能夠向主
敞开，把自己想说的告诉神。主會同情你，听你的
祷告，照顾你。因此，给予你主的同在和能力。  

借着主的同在得着加力的时候，你就认识了神
的经纶。神有心愿，有经纶。为了使神的心愿在地
上实行，需要一班编组成军的人。这些人也是火热
爱主的基督的新妇。他们是新妇军队。他们以基督
作生命，团体的結合，建造在一起，彰显无限的基
督，和撒旦争战，终结撒旦的国，带来神的国。为
此，请你每天操练自己的灵，祷读主话，用从祷读
得到的感觉（应时的话）祷告，和活力伴一同为了
神经纶的实现而祷告（香坛的祷告）。 
祷告：“哦，主耶稣,为了成为新妇军队，每天向
主敞开，操练灵，祷读主话，摸着那赐生命的灵。
被无限的灵的供应，凭着主的同在而得着加力，认
识神的经纶。和活力伴一起有香坛的祷告，为了神
的经纶，为了 6 种新人的长大祷告。” 
 
人生的奥秘（２）从神而来的恩典，祝福：『新』 
A．传 1:10 前半“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
的？” 
B．传 1:8-9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
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
做的事，后必再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C．罗 6:4 所以我们借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
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像基督借着父
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受浸以后，就
成了在复活里的新人。复活不仅是将来的光景，也
是现在的过程。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乃是今
天在复活的范围里生活，并在生命中作王。这种生
活对付我们里面属亚当的一切，直到我们完全变化，
模成基督的形像。（FN3）。 
D．林后 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
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因复
活生命新鲜的供应得着滋养，而得以更新。我们里
面的人，就是我们重生的灵，连同我们里面的各部
分，因复活生命的供应，得以日日新陈代谢地更新。
（FN3）。 
E．罗 12:2 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
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我们的心
思是我们魂主要的部分。我们的心思既被更新，与
心思同作魂其他部分的意志与情感，也自然随着更
新。更新的意思是有新的素质加到我们里面，因而
产生新陈代谢的变化，使我们适合基督身体的建造。
（FN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