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基督聯合：在基督裡 

讀經： 

「神從創立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了我們。」(弗一 4) 

「我們也在那真實的裏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約壹五 20) 

..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切所有的都在基

督裏面同歸於一。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 - 得：或譯成)了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行、做萬事的，照

他旨意所預定的 

 

一、何謂〝與基督聯合〞 

• 是奧祕的事  

• 是奇妙的救恩  

• 是新的開始  

• 是極大的祝福  

 

二、聖經的四種說法 

• 夫妻：一體 (cleave into) 創 2:24   

• 頭與肢體：聯〈連〉結 (joint) 羅 12:5; 林前 12:27; 弗 5:30   

• 真葡萄樹：在我裡面 (abide in me) 

• 殿： 住在你們裏面(dwell in you)林前 3:16; 弗 2:21   

 

三、與基督聯合的性質 

• 聯盟性的結合 

• 肉身的聯合 

• 信心的聯合 

• 在靈裏的聯合 

• 廣泛的聯合 

• 生命的聯合 

 

四、如何與基督聯合 

•  弗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不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 9 也不是出於

行為，免得有人自誇。 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行善，

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行的。 

 

五、與基督聯合的查驗 

• 神的話  

• 生命的更新：生活的表現  

 



與基督聯合
：在基督裡

我

基督

As nou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welling and abiding
is thatdwelling is a habitation; a place or house 
in which a person lives; abode; domicile 
while abiding is the action of one abides; the 
state of an abider .
As verb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welling and abiding
is thatdwelling is while abiding is .

As a adjective abiding is
continuing]] or [[persist|persisting in the same 
state; lasting; enduring .



Psalm 91:1 reads: He who dwells in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shall abide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Almighty.
詩91:1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Dwell and abide are th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s of the Hebrew 
word yada . Looking into the meanings of yada in the Old 
Testament you find the word indicates a very intimate relationship, a 
deeply personal sort of knowing. Case in point: Adam knew Eve and they 
produced a child. That is yada .

So here is the conditional requirement for experiencing the protective 
promises of Psalm 91: a yada relationship with God, a deeply personal 
knowing that produces spiritual life. This relationship is as seriously 
weighted as that of any two who are affianced. Here is a life of focused 
commitment.

Abiding (yada-ing ) in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is not just a 
decision, a step to be taken, but a life’s priority and focus to be 
maintained. Abiding is not a been-there-done-that. This abiding defines 
your life.

與基督聯合

• 「神從創立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了我
們。」(弗一4)

• 「我們也在那真實的裏面，就是在祂兒子
耶穌基督裏面。」(約壹五20)

• ..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照所安排的，在
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切所
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他
裏面得( ‐得：或譯成)了基業；這原是那位
隨己意行、做萬事的，照他旨意所預定的



在基督裏

稱義

救贖

重生

得榮

立嗣/
神兒女

成聖

離了我….

應許 產業

能力

何謂〝與基督聯合〞

• 是奧祕的事

• 是奇妙的救恩

• 是新的開始

• 是極大的祝福



是奧秘的事：兩大奧祕

• 道成肉身

• 在基督裏

我們雖然不能從這四個字而明白這奧祕之所
以然，但是我們可以看見這奧祕所成就的事
實。

• 凡在基督裏的人必是重生的，因為元首基
督是活的，祂的肢體豈能是死的呢？

• 凡在基督裏的人必然稱義，因為神既悅納
元首基督，豈能讓祂的肢體被定罪呢？

• 凡在基督裏的人必是成聖，因為聖潔無瑕
疵的頭，豈能與污穢的身體合一呢？

• 凡在基督裏的人必是已蒙救贖，因為基督
已進入榮耀，豈能叫祂的肢體被撇下往滅
亡裏呢？



是奇妙的救恩

•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
的。」(弗二10)

•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
林前一30)       

• 神的救法，並非先叫遠離祂的罪人學習聖
潔，以配得與祂合一。神是先叫罪人與祂
合一，而得祂的生命與能力。因為沒有神
的生命與能力，人就無法學習屬靈的功
課。救恩與律法恰正相反，律法要求人需
聖潔才得以親近神，但是救恩叫人與神合
一以成聖潔。所以道成肉身，是叫人與神
和好的根基。



是新的開始

• 林後5:17若有人在基督裡，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了。

• 如果我們是與基督聯合，那麼我們就是與
他為我們所成就的一切聯合。如果我們與
基督聯合，我們會分享他的生、他的死、
他的埋葬、他的復活、他的升天、他的榮
耀，以及他的再來。這種聯合廣泛到一個
地步以至保羅會說，基督就是「我們的生
命」（西3:4）



是極大的祝福

• 西3:3因為你們已經死了，你們的生命與基
督一同藏在神裡面

• 彼後1:3,4神的神能已將一切關乎生命和虔
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識那用自己
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因此，他已將又
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
離世上從情慾來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
有分。

聖經的四種說法

• 夫妻：一體 (cleave into)創2:24

• 頭與肢體：聯〈連〉結 (joint)羅12:5;林前
12:27;弗5:30

• 真葡萄樹：在我裡面 (abide in me)

• 殿：住在你們裏面(dwell in you)林前3:16;弗
2:21



一體、聯合、連結、連於、接上、
合一、代替〈表〉

• 羅6:5我們若在他死的形狀上與他聯合，也要
在他復活的形狀上與他聯合； united planted 
together (Vulg.complantatus); born together 
with, of joint origin,

• 林前6:16豈不知與娼妓聯合的，便是與他成為
一體嗎？因為主說﹕二人要成為一體。
JOINED to bond (cleave), adhere to (literally, 
"glued together"); to cleave, join to; (figuratively) 
intimately connected in a soul‐knit friendship.

• 林前6:17但與主聯合的，便是與主成為一靈。

接上、插枝

• 羅11:19你若說，那枝子被折下來是特為叫
我接上。

• 羅11:23而且他們若不是長久不信，仍要被
接上，因為神能夠把他們從新接上。

• egkentrízō (from 1722 /en, "in" and kentrizō, 
"to prick, puncture") – properly, 
to engraft (insert) by making a puncture to 
graft a living shoot into another living 
plant (tree).



與基督聯合的性質

約:路22:20

代表:羅5:19

信:羅1:17

靈:林前6:17

廣泛

與基督聯合的實際

• 生命的聯合

羅6:5我們若在他死的形狀上與他聯合，也
要在他復活的形狀上與他聯合；



如何與基督聯合

• 弗2: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不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 9也不
是出於行為，免得有人自誇。2:10我們原
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
叫我們行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行
的。

與基督聯合的查驗

• 神的話

• 生命的更新：生活的表現



神的話
約一4:12‐21

• 12從來沒有人見過上帝，我們若彼此相
愛，上帝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
們裏面得以完全了。 13上帝將他的靈賜給
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裏面，他
也住在我們裏面。 14父差子作世人的救
主；這是我們所看見且作見證的。 15凡認
耶穌為上帝兒子的，上帝就住在他裏面，
他也住在上帝裏面。 16上帝愛我們的心，
我們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愛；住在愛裏
面的，就是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在他
裏面。

我們知道我們在祂裡面因為

• 我們彼此相愛 (v.12).

• 神賜我們祂的靈(v.13).

• 聽見、接受福音，且認耶穌為神兒子(v.14‐
15).

• 我們知道相信且接受神的愛(v.16).



為要叫我們行善

• 透過與基督聯合，我們按照他被改造成基
督的形象。基督在屬他的人身上所作的，
可以說是以曾經在他身上所作的為模子，
為我們造了複製。這複製品不但是客觀地
相似，而且也要主觀地相似,我們要受苦，
背負十架，被釘死，死而復活，擁有基督
的新生命。主所經歷的，我們也要有份經
歷 (太16:24;羅6:5;加2:20;西1:24;2:12;3:1;彼
前4:13。)

生命的更新
生活的表現

• 不是改良舊的，而是新的

• 不是努力去作，而是完全順服

• 不是誰為大，而是彼此洗腳

• 太11:28凡勞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裡來，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 太11:29我心裡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裡就必得享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