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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联合与主联合
我们前几堂讲到了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之工、
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应许 – 天国的应许、称义的应许，

在基督里不再定罪、得着新生命、得蒙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样在基督 众 都 复 都 在基督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一切好处都不在基督以外。

圣经不断告诉我们：这一切好处都是在基督里所得到的，

当保罗 圣经用这样子的用语 在基督里的时候当保罗、圣经用这样子的用语–在基督里的时候，
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奥秘的真理，就是「与基督联合」。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二卷 讲完了基督救赎的工作之后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二卷，讲完了基督救赎的工作之后，
第三卷他就开宗明义宣告：我们现在首先要关注的，

只要我们仍在基督以外与他分离只要我们仍在基督以外与他分离，

他为我们所受的苦难、

他为人类的救恩所作的一切他为人类的救恩所作的一切，

就于我们没有任何益处。

能够得着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
假如我们不在基督里 没有与基督联合假如我们不在基督里、没有与基督联合、
还在他以外与他分离的话，

我们不能得称义 罪不能够得赦免我们不能得称义、罪不能够得赦免、

不能得着神儿女的名分、不能够得着新生命，

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 切都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

保罗书信当中不断出现「在基督里」这样子的用语，
罗八1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八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林后五21神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在基督里」这个用语所要表达的就是与基督联合，
这个奥秘听起来似乎非常玄奥，奥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

这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事实，
主耶稣也知道这个奥秘的真理是我们难以明白的…

因此主耶稣用非常形像的方式，对门徒解释这个真理…
约十五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约十五4a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保罗讲的「在基督里」，有时候也讲「基督在我里面」，
加拉太书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约十五4b-5a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不是「经常」的意思、而是「恒常」的意思

葡萄是地中海最常见的农作物葡萄是地中海最常见的农作物，
是耶稣的门徒都非常熟悉的事物，
 门徒都见过葡萄藤木质化、生出枝子、枝子结出果子 门徒都见过葡萄藤木质化、生出枝子、枝子结出果子

 门徒都知道如果枝子离了葡萄树就会枯干

我们与基督联合就好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我们与基督联合就好像枝子连于葡萄树 样

枝子所得着的一切好处，不在葡萄树以外，
如果离开了葡萄树、那么枝子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

它就变成枯干的一个垃圾而已。



约十五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甚么。
我们离了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离了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连活都活不下去。

6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6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这是在讲上帝的弃绝，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就是被弃绝的，
我们是丢在火里被烧掉的、是无用的。

7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8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9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10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10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上一堂课在讲基督如何成全律法的时候，已经解释过
基督是如何遵守父的命令基督是如何遵守父的命令 –

他是在爱中遵守父的命令。
父神要他来 是要与我们同受苦难 与我们同哀哭父神要他来，是要与我们同受苦难、与我们同哀哭，
要在苦难的形状上与我们联合，
 因此主耶稣来行神迹 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行的 因此主耶稣来行神迹，没有 次是为自己行的

 他没有在十字架上用神迹自己走下来

 也没有把石头变成饼来喂饱他自己，他来就是为了受苦没有把石头变成饼来喂饱他自 ，他来就是为了受苦

但在苦难当中，他却满有喜乐，因为神的话常在他里面，
在旷野胜过魔鬼试探的时候，在旷野胜过魔鬼试探的时候，

就是全心倚靠上帝的话语，

以上帝的话语为乐，他深爱上帝的话语。
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主耶稣一样 –

他如何遵守父的命令、我们也遵守他的命令，

他最大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

在基督与我们联合之前，我们是没有爱的，
我们心中是充满了忌恨 恼怒的我们心中是充满了忌恨、恼怒的，
约壹四10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神就是爱，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他不需要爱的对象 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不需要爱的对象，圣父、圣子、圣灵，

彼此的相爱，就以彼此为对象

 他不需要造出人 造出世界 作为他爱的对象 他不需要造出人、造出世界，作为他爱的对象，

他自己就是自己爱的对象

他是在爱的行动中永远合一的上帝。他是在爱的行动中永远合 的上帝。

神就是爱，而主耶稣这位圣子
常在父的爱里与父合一常在父的爱里与父合 ，

 主耶稣与父的合一、是爱中的合一

 主耶稣也要我们常在他的爱里，在这爱中与他合一耶稣 要我们常在他的爱 ，在这爱中与他合

与主联合首先是爱里的联合，因为神就是爱。

当代一位非常重要的神学家傅格森
为我们列举出与基督联合的六大层面，
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有系统地来明白

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的这个真理。

1.盟约的联合，
头几堂讲到耶稣族谱时，

就已提到了圣约的概念，

神与亚当立约、那个约叫做行为之约，
在这个约当中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

全 类联合于亚当 全 类都在亚当里面 全人类联合于亚当、全人类都在亚当里面
 亚当的后裔就在这个盟约上与亚当联合，

这是 个全人类在亚当里面的盟约的联合这是一个全人类在亚当里面的盟约的联合

而亚当背弃了神的约，于是全人类就跟他
一同堕落了 一同被定罪一同堕落了、一同被定罪…



现今我们在恩典之约当中连于基督，基督是恩典之约的代表。

表这个恩典之约，在圣经救恩历史上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表述，

上帝与亚伯拉罕、与大卫、与摩西立约…，
有许多盟约的代表 代表人 上帝的选民在神面前 有许多盟约的代表，代表人、上帝的选民在神面前

领受这个约的应许以及条件

 但其实这救恩历史上的每 位盟约的代表 但其实这救恩历史上的每一位盟约的代表

都指向基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代表…

基督是恩典之约的代表 代表上帝所有的选民基督是恩典之约的代表，代表上帝所有的选民，
 他一人所成就的义、就归在上帝所有的百姓身上

 不在基督里的人 不是神拣选进入这个恩典之约的人 不在基督里的人、不是神拣选进入这个恩典之约的人，

是得不着基督里面的益处的

罗五18 19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罗五18-19因 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众 ；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2.肉身的联合：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解释的道成肉身的真理。
基督在肉身的样式 在人的形状上与我们联合基督在肉身的样式、在人的形状上与我们联合，

成为与我们凡事相同的人，在本质上与我们一模一样，

他住在我们中间他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道成肉身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前提道成肉身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前提，
如果基督的人性与我们本质不同，
我们就无法与他联合 譬如：我们就无法与他联合。譬如：

 如果他没有理性的灵魂，好像异端亚波里拿流讲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意念上与他联合、以他的心为心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意念上与他联合、以他的心为心

 如果他没有真实的身体，好像幻影说讲的，

我们就无法在死与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复

道成肉身，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前提：
他成为真人、有完整的人性、完全是人，他成为真人、有完整的人性、完全是人，
就在肉身的形状上与我们联合。

3.信心的联合：我们乃是因「信」与基督联合。
圣经说我们是因信称义 因信得生 因信成为神的儿女圣经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因信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所得着的一切都是因着信。为什么？
 因为信心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管道 因为信心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管道

 这一切的好处在基督以内，

而我们能够进到基督里面 是因着信而我们能够进到基督里面，是因着信

信心的功能就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加尔文在描述信心时 把信心比喻为一根水管 一个管道加尔文在描述信心时，把信心比喻为 根水管、 个管道，
水库里面有非常多的水、丰盛的水源，

而我们家里有水龙头，而我们家里有水龙头，

水龙头跟水库中间如果没有一根管道去联结的话，
水库的水再多，对我们家的水龙头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库 再多，对我 家 头 有 ，

水龙头打开是没有水的。

信心就像那条管道，把我们连于基督，
让我们可以从因着信、从基督那里支取他所有的好处。

4.属灵的联合：在这里「属灵」意思是圣灵的，
乃是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乃是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与基督联合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约壹三23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约壹三23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罗八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罗八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因为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得以与基督联合。

基督按人性说现在在天上、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基督按人性说现在在天上、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而按人性说他不是无所不在的，

他现在在那里、他就不在这里，，

所以我们怎么与他联合？

按人性说他是有限的，我们怎么会说 –
他又在全能父上帝右边、又活在我里面呢？



但是他活在我里面是真实的，
加二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20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基督之所以活在我里面，
是因为基督那无所不在的圣灵是因为基督那无所不在的圣灵，

现在在他里面、也在我们里面，

圣灵就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圣灵就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林前六17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按神性说 圣子不需要圣灵的内住按神性说，圣子不需要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大能在他身上行神迹、赐信心

按人性说 他凡事与我们一样按人性说，他凡事与我们 样，

因此圣灵要住在他身上

我们看见他受洗的时候 圣灵浇灌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他受洗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他身上，
他里面常有圣灵、圣灵内住在他这个人里面。
而今天同样一位内住于他、赐他信心的圣灵，而今天同样 位内住于他、赐他信 的圣灵，

也住在我们里面、赐我们信心。

我们是因信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马丁路德已经提出过了，
马丁路德又另外提出 个观念马丁路德又另外提出一个观念 –

信心是在基督里生成的。
基督受试探的时候所拥有的那种信心基督受试探的时候所拥有的那种信心，

是圣灵在他里面生发的，

而这种信心 我们必须连于基督 才有可能得着这种信心而这种信心，我们必须连于基督，才有可能得着这种信心。

怎么解释与基督联合才有信心，又因信与基督联合呢？

在十七世纪改革宗神学里 有这样子一个发现在十七世纪改革宗神学里，有这样子一个发现 –
 基督的信心，是圣灵在他里面生发的

 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赐给我们信心 同 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信心，

我们就在信心上与基督联合

这个信心是圣灵在基督里做成这个信心是圣灵在基督里做成、
又把他带到我们里面的，
我们就因信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因信与基督联合。

与基督联合是圣灵的工作，赐信心也是圣灵的工作。

5.全面的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就拥有基督并他的一切。
马丁路德非常喜欢讲的 个真理就是马丁路德非常喜欢讲的一个真理就是–

基督是我的、基督因信成为我的、我真的拥有基督。

弗 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弗一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5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旨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6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7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8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8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9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还有一个含意：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将他舍了，
岂不也在他里面把万物 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岂不也在他里面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

与基督联合就是拥有基督所拥有的一切，万物都是他的，

我们因为与他联合就与他同作王 万物都变成我们的我们因为与他联合就与他同作王，万物都变成我们的。

6.生命的连结：
枝子离了葡萄树就会枯干 枝子的生命源自于葡萄树枝子离了葡萄树就会枯干，枝子的生命源自于葡萄树；
亚当离弃了上帝、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因此就必定会死。

加二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加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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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看似矛盾又不矛盾的真理 –
现在活着的的确是我现在活着的的确是我，

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可是保罗又说：但不是我活着，可是保罗 说：但不是我活着，

活着的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又不是我。



现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
枝子还是枝子 葡萄树还是葡萄树枝子还是枝子、葡萄树还是葡萄树，

这两者是不可相混的、

但又是不可分离的联合但又是不可分离的联合；

因为这个不可分离的联合，

因此现在活着的的确是那个枝子因此现在活着的的确是那个枝子，

可是是因为葡萄树的生命流进枝子里，

枝子才得以活着。枝子才得以活着。

所以在这个地上活着的不是枝子、乃是葡萄树。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意思就是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思就是
凡是我所活出来的生命，不论如何残缺不全、

不论如何被我自己的罪所影响，不 何被我自 的罪所影响，

我所活出来的一点点良善圣洁，
都是基督在我里面生发出来的。

因此神不只称我这个人为义，我的行为也被神称义了。

加拉太书的核心立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带来双重恩典…
第 重恩典 我因着与基督联合就不再定罪第一重恩典：我因着与基督联合就不再定罪、

而且被神称为义 –称义的恩典

第二个恩典 基督在我里面 因此我会与情欲争战第二个恩典：基督在我里面，因此我会与情欲争战，

会挣扎地活出圣洁的生命。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内容。

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说了 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4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 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
原文的意思是要察验自己的行为、然后引以为傲，

如果你活出好行为、要引以为傲。如果你活出好行为、要引以为傲。

似乎与因信称义的真理背道而驰？
 因信称义的真理告诉我们 得救不是因着行为 因信称义的真理告诉我们，得救不是因着行为

 因信称义这个恩典的根基乃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真理

也就明白我们现在所活出来的好行为，不是我、而是基督，也就明白我们现在所活出来的好行为，不是我、而是基督，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的，我要引以为傲，以基督为傲。

如果我妄自菲薄，反而是贬低了基督在我里面的工作，

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基督把他的义归给了我 又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基督把他的义归给了我、又担当了我们的罪，
这奇妙交易的基础，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真理。林后五14-21 …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14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15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15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16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18 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19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20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