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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的 爱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敎会说的。」 

(以弗所书五 31-32) 
 

＊ ＊ ＊ ＊ 

 

        这是极大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了一 个极大的眞理！这个眞理的显明，对 神的

每一个儿女来说，又是何其周全的关顾与体贴啊！ 

 

       上述经节源自创世记二章二十四节─夏娃被造的记述。这个「极大的奥秘」是

甚么呢？显然，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并没有甚么奥秘可言！这个极大的奥

秘〈也是极大的眞理〉乃是指基督要离开祂的父，与祂的妻子（敎会）结合，永远

成为一体。这个眞理彰显了基督的爱。 

 

        圣经说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结合，而不是要女人离开。这事实给我们的心

灵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因为它所刻画出来的，不是我靠自己的微力去抓紧基督而得

确据与安稳；而是祂以永恒不死的爱来爱我，使我有蒙恩的确据，满心的喜乐，并

能常常欢呼：「啊！我的主是永远爱我的良人，长久信实的主!」 

 

        「…  神的儿子…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二 20） 

 

        为了更完全理解基督的爱的意义和价値，我们必须回到创世记第三章的伊甸园

中去。在那里，亚当和夏娃曾经生活在无比欢乐，不可或离的相亲相爱之中。可是，

那试探人的进了乐园。撒但没有到男人那里去使诡计，为甚么呢？从提摩太前书二

章十四节，我们明确得知，亚当不会上当受骗，因为他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豫像 

(罗五 14)。撒但去试探那女人，结果她相信了他的谎言，违背了 神的命令，吃了分

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死了〈立刻与神隔绝，再没有相交了〉；后来是肉身的死亡。 

 

夏娃受骗 ─ 亚当违命 

 

         随后，亚当要面对极大的试验，他该怎么办呢？他本无邪恶，未曾受试探而堕

落，仍与 神相交；当他看见自己的妻子， 神所赐的配偶躺卧在悲惨的境地，被罪

捆绑，他知道死亡的鸿沟永远横梗在他们中间。亚当只不过是个有生气的人，他不

像那位末后的亚当，是 赐生命的灵 (林前十五 45)。 亚当无能力使夏娃复苏，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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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紧靠在他的父 神身边，还是离开他的父去与妻子联合呢？「为这缘故，人要离

开父母…」亚当深思谨愼，虽未受骗上当，却被爱妻子的眞情呑灭，他背离了 神，

去跟妻子联合在一起。夏娃因受骗而堕落，亚当却因爱情而受累。他对夏娃的爱是

如此之深，以致他甘愿和她一同堕落，一同分担她的毁伤和死亡。于是他们都死了。 

 

         这是基督 ── 末后亚当的一幅图画。祂离开了祂的父，成为人的样式， 不受

罪的玷污；祂就近祂的新妇 (敎会)，并与她永远结合。祂不是来与她的罪和羞耻结

缡 (像她一样)，而是要将自己的生命赐给她，将她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使她提升到

自己的地位和荣耀中。 

 

        我们奇妙的恩主，以祂那胜过死亡的大爱，屈尊降卑来拯救罪人，这救恩的广

阔有谁能估量，其高深又有谁能测度？祂的屈尊降卑确实彰显了祂的得胜和荣耀！ 

 

荣耀得胜的降卑 
 

        当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追溯主耶稣令人惊讶的虚己和卑微的行踪时，我们

看到祂不仅是暂时离开了高天 的荣耀尊贵，而是永远的屈尊卑微！  

 

        我们必须求 神施恩，让我们以敬畏、温柔的心，在祂面前追溯主的脚踪，默想

神圣和宝贵的腓立比书二章的内容。 

 

       「祂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 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

成为人的样式。」(腓二 6-7)  「强夺」一词较好的翻译是「坚持…不放」，就是紧

紧抓住自己以为宝贵的东西不放的意思。「 神的形像」中的「形像」意为主耶稣就

是神「本身」。祂是 神的形像 ─ 神本身吗？ 是的，祂却取了奴仆的形像。作为 神

的儿子，祂就是 神；为了拯救世人，祂却取了服从的地位，作为仆人，永远降卑事

奉。然而，祂自始至终都是 神。 

 

        在此，我们看到 神的儿子降卑来寻找祂的新妇〈敎会〉，那是代价极高、艰苦

长途的第一步。永远与 神同等，与 神同在的主，出于自愿，选择了永远成为奴仆的

形像，实在令人敬佩！倘若祂拒绝成为仆人来成就救赎，那么，祂就必然跟她永远

分离了。祂的爱能经得起这样的屈尊降卑吗？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取祂的

爱，都全被藐视 (歌八 7)。为了她，祂谦卑虚己，取了最低下、最卑微的奴仆地位。

何等的大爱！ 一一 口舌不能言宣，笔墨不能尽述，人心不能参透。「祂的爱无与

伦比!」 

 

无止境的卑微 

 

        旣然这是来自爱的屈尊降卑，祂能否再降更深呢？是啊，祂「必须要」降得更

深，因祂还未下到她堕落的深度。 

 

       「祂成为人的样式。」当我们追溯祂卑微的脚踪，下降到她可怜的羞辱与羞耻，

痛苦和死亡之中时，我们必须寻求 神的佑护，保守我们不致误解祂圣洁纯全的人性。 



 
 

 

 
 

4 

 

      

       「人的样式」意味着甚么呢？是不是「像你」、「像我」一样的人呢？不！一千

个不！ 

 

        「样式」一词，原文为 HOMOIOMA，新约共用过六次，被译为形状、预像、

或样式。下列三处是其中的用例： 

 

1.「成为罪身的形状」(罗八 3)， 

 

2. 「成为人的样式」(腓二 7)， 

 

3. 「在祂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 (罗六 5，与受浸有关) 

 

第三例的经文给我们提供了「人的样式」的眞正意义。请注意， 神的话说受

浸是「在祂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难道有人会认为这是祂的死或近乎祂的死吗？

绝对不是！如此，受浸绝不能被误认为是主的死，我们也不能将祂那毫无瑕疵，也

不能被玷污的圣洁人性，看成像我们被罪玷污了的人性。在祂的人性中存在 神性的

伟大奥秘 ─  神在肉身显现。不是 神和人，而是「以马内利」 ─  神与我们同在。

祂是我们伟大的救主，同时也是我们伟大的 神 (多二 13)。祂是「女人的后裔」，然

而，「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 神。」(罗九 5) 

 

        在这方面，祂的人性不能与我们的混为一谈。祂是从圣灵怀孕，被 神称为  

「那圣者」的。当祂卧在马槽中， 神为这个婴儿作见证说：「祂是主基督！」(路二 

11)「在祂并没有罪。」（约壹三 5）祂在十架上怎样圣洁，祂在马槽中也一样圣洁；

祂在马槽中怎样圣洁，祂在父 神面前也一样圣洁。「那圣者」 基督，无可比拟的纯

全，是完全的。祂毫无瑕疵，全然无罪；祂没有犯过罪， 也不能被罪玷污；祂乃是

圣洁纯全的。  神提到祂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诗八十九

19) 祂胜过撒但，比壮士更强壮 (路十一 22)。祂是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我的救赎主。 

 

        我们的主耶稣是永远配受崇敬的主，我们可问祂：「祢的虚己和降卑为人，是

否足够让祢接触到祢的新妇呢？ 难道她还不能跟祢纯全的人性联合，被提升到祢的

地位上吗？」不能！她堕落得很深，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基督成为肉身不足以使

人与 神联合，成为一体。 

 

        祂取了人的样式，成了纯全的人，我们看见祂曾感到疲乏、饥饿和忧伤。 祂一

生人，完全知道怎样生活在贫穷中。祂因同情而受苦，为义受苦，祂要为对付罪和

罪的后果而受苦。祂因等待即将来临的献上而受苦，因为只有祂是为受苦而生，在

十字架上成了赎罪祭而死。祂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祂没有犯罪      

(来四 15)。请注意，祂与罪无分，也从来没有经受过因罪而来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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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降卑 

 

        祂虽然取了人的样式，还是接触不到她堕落的深处。祂必须降得更卑更低，才

能达至她的水平。因此，祂「旣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虚己无我)，存心顺服，

以致于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腓二 8) 

 

        最后，祂终于降到她那里，来到她躺卧的地方。祂承担了她一切的过犯、 祸害

和羞耻，为她偿清了可怕的罪价。 她与祂同死、同埋、同活，并且一同坐在父 神的

右边。她与祂同死，是为了能与祂同活；祂现今是她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她也

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西三 4)。 

 

        每当追想 神的爱子为爱世人的缘故，如此虚己卑微的历程时，我们总禁不住要

歌颂赞美： 

 

罪嶂苦海阻隔高深， 

赎民不知如何估量； 

救主经历黑漆幽暗， 

十架舍命救我亡羊。 
  

 

         感谢 神，祂的爱比死更坚强，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歌八 6- 7)。 

 

        各各他 ─ 死亡笼罩下的髑髅地， 不能使她与祂无比的爱隔绝。 

 

基督之爱的最后考验 

 

        我们现今要看基督的大爱经受极度的考验。 

 

       「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 就把国交与父 神……万物旣服了祂， 那时，

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祂的，叫 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林前十五 24-

28） 

 

        我们在这里看见圣子顺服在父 神的权柄之下，个中的意义是甚么呢？这乃是祂

爱的最后考验。为了更能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我们需要查考出埃及记二十一章，

关于希伯来奴仆的律例。我们在这一章读到：凡以色列人若卖身为奴，在他服事了

六年之后，第七年他就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 ─ 像他的主人一样自由自主了。他若

带着妻子来，他的妻子也可以同他一起离去。若是主人 给他娶了妻子，他却只能独

自离去。这样，他的爱便受到最后的考验了。倘若奴仆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

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那么，主人就要将他带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

子穿他的耳朶，他就永远服事他的主人。 

 

        信主的人和 神的儿女，我们可配可敬的主就是这个希伯来奴仆的眞体。祂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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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无瑕的仆人。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赛四十二 1）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朶。」〈诗四十 6〉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朶，我并没有违背。」(赛五十 5)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的话，正是基督受了约翰的洗从水里上来时， 神对祂说的  

(太三 17)。 

 

        祂服事的时候到了，祂完全遵行了父 神的旨意，作成了祂的工。在祂完成了这

一切事奉之后，祂要自由地出去，离开祂事奉的职位吗？祂的新妇又如何呢？祂不

可能将她变成 神的形像与 神同等。与 神同等的基督已曾虚己卑微，救赎了她；祂

也甘愿作奴仆，永远服事。然而祂本是 神，是在万有之上的 神！ 

 

        啊！她不可能出去。因祂是独自一人来的，妻子是主人给祂的。如果祂要出去，

祂就必须留下妻子，自己一人离去。最大、最终、永远的考验临到祂了。 倾听啊！

我的心 ─ 请听罢，同蒙奇妙大恩拯救的罪人们 ─ 屛息静听罢！ 基督的爱经得起这

个考验吗？ 

 

        祂说道：「为了她，我降世为人， 成了奴仆；为了她，我被列在罪犯中而死；

为了她，我成了赎价 ─ 献上自己，永远除掉了罪；为了她，我在十字架上被定罪。

我给她生命，我将她从最卑污的羞耻、罪刑和地狱的永火中救拔出来，使她一同分

享我要承受的最高荣耀。我作为荣耀的人子，承受巨大无边的财富，都是为她持守

珍藏的，好让她永远尽情地享受。她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的喜乐和冠冕。

我曾为她头戴荆冠，也曾忍受了 神对罪的烈怒。 正是为了她，我身上永远带着受害

的创伤，并视为自己的珍宝。」 

 

       「我爱我的主人，也爱我的妻子，我不愿自由离去，我绝不想出去。我为她成

了人，取了奴仆的样式；我也甘愿为她继续为人子，永远做仆人。我要使她有我的

形像，圣洁无罪，完全无可指摘，在爱中与我同住，直到永永远远。」 

 

羔羊基督新妇敎会， 

婚宴在天上； 

荣美福乐永远共享， 

因祂爱无量。 
 

        当我们看见这种毫无保留的爱和牺牲时，我们会怎样说？怎样做呢？  

 

        古时约瑟的弟兄们曾错待他，误解他，怀疑他；约瑟却大力搭救了他们 (创四

十五 7)，给了他们最好的，让他们在歌珊地过了十七年安逸富裕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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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最令人难受的就是对爱的冷漠！ 

 

        主啊！求祢救我们脱离一切不知感激的心。 

 

        使徒保罗深深体会自己的蒙恩得救，他曾写道：「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

想一人旣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祂替众人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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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五 14-15) 

 

        愿基督的爱也照样激励我们，使我们用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我

们一切的一切，来回应祂的爱！ 

 

 

＊ 我们爱，因为祂先爱我们。 
 

＊ 只有爱，才使希伯来奴仆甘心永远服事他的主人。 
 

＊爱促使祂从天降临人间，遵行父 神的旨意。 
 

＊基督爱敎会，为敎会舍己。 
 

＊主耶稣爱我们众人，也个别的爱我们。「神的儿子，祂是爱我，为我

舍己。」 
 
 

 

作者: 苏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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