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作神与祂子民之间的平安，使他们在交通中共同享受， 
而过活力排的召会生活，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终极的平安祭（诗歌：信的故事）

Overview：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的结果，乃是享受基督作平安祭。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的告诉
神〔直译，给神知道〕，在凡事上与祂谈话并同祂商量。“不知道这秘诀的人，以为活基督是很难的事；其实你只要操练
常与主说话，你自然就会活基督”。在祷告中与神交通的结果乃是神的平安（也就是神作平安）注入我们里面，作我们的
享受，使我们抗拒苦恼，化解挂虑。我们需要学习过活力排之召会生活的秘诀，召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就是以基督为平
安祭的筵席，在此基督同爱祂的人能得着安息和满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在召会生活中享受基督作我们的平安祭，终极完
成于新耶路撒冷这终极的平安祭。 

Ⅰ．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的结果，乃是享受基督
作平安祭： 
Ａ．我们不该想凭自己的努力得平安；我们越想凭自己得平安，就越没有平
安；得平安唯一的路乃是每天享受基督。 
Ｂ．平安乃是一个量度，给我们看见，我们享受基督到什么程度。 
Ｃ．我们该在今天享受基督，忘记昨天和明天。』 

Ⅱ．基督是神与祂子民之间的平安，使他们在交通中共

同享受： 

Ａ．献平安祭的人要按手在祭物头上，表征献祭者与祭物

的联结并联合为一；我们与基督的交通乃是联合为一的事，

就是我们成了祂，祂成了我们。 

Ｂ．在路加十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平安祭是那肥牛犊，就

是接纳的父亲（神）与归回的浪子（罪人）之间平安的享受所

描绘的。 

Ｃ．我们需要学习享受基督作平安祭的秘诀，这平安祭乃是神

的平安，就是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１．我们必须学习

这秘诀，就是在任何境遇，并在一切事故中，如何以基督为生

命，如何活基督，如何显大基督，并如何赢得基督：ａ．我们

需要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直译，给神知道〕，在凡事上与祂

谈话并同祂商量。ｂ． “不知道这秘诀的人，以为活基督是

很难的事；其实你只要操练常与主说话，你自然就会活基督”。 

ｃ．在祷告中与神交通的结果乃是神的平安（也就是神作

平安）注入我们里面，作我们的享受，使我们抗拒苦恼，

化解挂虑，好叫众人知道基督是我们的谦让宜人：』 

（1）我们借着在祷告中与神的交通，就享受主作平安的

河与安慰的母。（2）我们借着在祷告中与神的交通，就

享受主作避风所，避暴雨的隐密处，在干旱之地的河流，

在疲乏之地大磐石的影子。 

２．在腓立比四章五至九节我们所经历之基督的美德，乃是活基督作

平安祭之生活的彰显：ａ．保罗认为谦让宜人和没有挂虑是活基督之

生活彰显的头两面。ｂ．忧虑来自撒但，是人生活的总和，搅扰信徒

活基督的生活；谦让宜人来自神，是活基督之生活的总和；二者完全

相反。 

３．“当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宜人。主是近的”（腓4:5）： 
ａ．谦让宜人就是待人合理，体谅，顾到别人，不严格要求合法的权利；谦让宜人的意思是我们很容易满足，甚至
以少于我们所当得的为满足。 
ｂ．按照基督徒的经历，谦让宜人是包罗一切的，因为它包含了基督徒一切的美德： 
（1）谦让宜人包含爱、忍耐、恩慈、谦卑、怜恤、体谅、以及服从，就是心甘情愿的降服；我们若有这样一个包罗
一切的美德，也就有了公义与圣别。』 
（2）谦让宜人也包括自制、适度、温和、了解、同情、智慧、怜悯、和平、仰望主，甚至包括承认主在一切事上有
主宰权柄的美德。 
ｃ．一个谦让宜人的人总是摆得合式的，他的行为总是合宜的。ｄ．我们若谦让宜人，就会有智慧与能力供应别人的需要；我们
也有充分的知识，知道要对别人说什么话，以及该什么时候说。ｅ．谦让宜人就是顾到我们所作或所说的，会怎样影响别人。 
ｆ．谦让宜人是包罗一切的美德，也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既是谦让宜人，保罗活着就是谦让宜人： 
（1）叫众人知道我们的谦让宜人，就是叫众人知道我们所活、所显大的基督；祂是我们所引以为榜样，以及我们所
竭力追求那作标竿的一位。 
（2）唯有主耶稣过一种满了谦让宜人的生活，而今天唯有基督才能成为我们完全的谦让宜人。 
（3）叫人知道我们的谦让宜人，乃是过彰显基督作一切人性美德之总和的生活。』 
ｇ．保罗说到谦让宜人之后，紧接着就说，主是近的：（1）就空间说，主对我们是近的，是很便当的帮助；就时间
说，主与我们是近的，不久就要来。（2）主是近的，主要的是说到主与我们同在。 
４．“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
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腓4:6-7）： 
ａ．“凡事”这辞是指每天临到我们许多不同的事。ｂ．祷告是一般的，带着敬拜和交通的成分；祈求是专一的，为着特
殊的需要；我们的祷告和祈求，都该带着对主的感谢。ｃ．告诉神，直译，给神知道；“给”，表示向前的动作，有活的
联合并交往之意，含示交通；因此，这里告诉神的意义，乃是在与神的交通中。ｄ．平安的神在基督里，在我们的心怀意
念前巡查，保守我们平静安宁；正确的基督徒生活是宁静、安宁、平安并安静的生活；活基督之生活的头一面乃是安宁—
没有争竞、虚荣、发怨言、起争论，没有彼此辩论、争论或争吵。 
ｅ．“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宜人”，与“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平行的（腓4:5-6）： 
（1）我们可以借着将每个需要和要求带到神面前，并借着与祂交谈，而把我们的挂虑转成谦让宜人；我们只要告诉祂我
们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若有什么烦恼或挂虑，我们就应当告诉祂。 
（2）我们让祂知道，乃是我们向着祂的动作；然后，甚至在答应我们所要的之先，祂的反应就是祂的分赐，亦即将祂自
己与我们调和；神性与人性实际的调和，是借着六节所描述的交通完成的。 
ｆ．我们若要过一无挂虑的生活，就必须领悟，我们所有的遭遇，不论是好是坏，都是神派定的，目的是要使我们
达到赢得基督、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定命。』 

Ⅲ．我们需要学习过活力排之召会生活的秘诀，召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就是以基督为平安祭的筵席，在此基督同爱祂
的人能得着安息和满足： 
Ａ．这召会生活是由复活的生命所产生。Ｂ．这召会生活是由蒙洁净的罪人所组成。 
Ｃ．这召会生活外面是贫穷困苦的。Ｄ．这召会生活是在主的同在中与主同筵的生活。 
Ｅ．这召会生活的姊妹比弟兄多。 
Ｆ．在这召会生活中，有马大的功用（殷勤服事主），拉撒路的功用（见证复活的生命），以及马利亚的功用（倾倒她
对主绝对的爱）。 

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在召会生活中享受基督作我们的
平安祭，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终极的平安祭： 
Ａ．“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平安的根基”。 
Ｂ．新耶路撒冷是三一神作我们的平安，作我们的安
全。 
Ｃ．整个新耶路撒冷将是一个平安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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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利3:1 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的，无论是公是母，必用没有

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2 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作祭

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四边。 

第二日 利3:8 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

四边。  

腓4: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

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 

第三日 赛66:12-13 …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像江河；……你们要从中咂奶；你们

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人怎样受母亲安慰，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赛32:2 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密处，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

影子在疲乏之地。 

第四日 腓4:5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宜人。主是近的。8 末了的话，弟兄们，

凡是真实的，凡是庄重的，凡是公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第五日 腓4:5-7 ……主是近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

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

你们的心怀意念。 

西3:15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

这平安；且要感恩。 

第六日 约12:2-3 ……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晚宴，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

稣坐席的人中。那时，马利亚就拿着一磅至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屋

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约20: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

们平安。 

 
 
 
 
 
 
 
 
 
 

《申言稿》 
 
 
 
 
 
 
 

  



经历①：经历燔祭和素祭，经历基督作平安 

利未记里的供物是有特别顺序的。首先是燔祭，然后是素祭，再后是平安
祭。燔祭表征我们必须绝对为着神；素祭指明基督是我们日常的食物。当我
们绝对为着神，并且凭吃基督而活的时候，结果乃是平安；我们与神之间并
彼此之间有了平安。这就是说，当基督满足我们的时候，祂就成了我们与神
之间的平安。今天我们是在这平安，就是在基督里。 

每当我们从基督出来，我们就没有平安。我们若缺少平安，就是缺少基督。
我们有多少平安，在于我们有多少基督。平安乃是一个量度，给我们看见，
我们享受基督到什么程度。 

召会的人没有平安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不该想凭自己的努力得平安。我们
越想凭自己得平安，就越没有平安。得平安唯一的路乃是每天享受基督。在
早晨，我们该以基督作我们的燔祭，献上祂使神满足。然后我们该接受祂作
我们每天的食物，应付当天特别的需要。 

我们该在今天享受基督，忘记昨天和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我们也不在
明天里。昨天既已过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留在昨天。不管我们昨天失败或
得胜，昨天已经过去了。我们基督徒也没有明天；我们只有今天。不要为明
天忧虑—只要活今天！我们今天所有的是什么？我们所有的是基督。基督就
是今天。 

中高中生篇 
对作为中高中生的你来说，最重要事是学习。为了能专注学习，你心里

的平安是重要的。与同学和老师的人际关系有问题的话，因为精神的状态变
得不稳定就无法专注学习。可是感谢主。基督徒的特权是在主里常常喜乐，
在主里就无论怎样的状况都有平安。你要知道在主以外就没有平安，在主里
就有平安。因为基督自己就是你真正的平安。在应试学习中内心变得容易不
安时，也能在主里有平安。 
约16:33 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
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你为要经历基督作平安，首先，要将自己献给主。世上的人是为了自己学
习。可是你要为了主学习，为了主的见证来面临应试学习。并且将自己和应试
学习献给主。然后，你要每天早晨，祷读主话，吃基督。那时，要去认被主的
话所光照到的不信，错误，软弱。譬如你就算读了约翰福音16章33节，也不相
信主已胜了撒旦和世界，就会远离主变得不安。可是祷读这句经节的时候，听
到主说“信心小的人哪，为何不单纯地相信我的话”。这个时候重要的是，马
上认自己的不信，软弱。 

这样做，你经历基督作燔祭，素祭，赎愆祭，那样你就能进入基督的平安里。
在主的平安里不被环境左右，应试学习的时候让你也能镇定。愿你能经历基督
作平安祭，在平安里专注在应试学习。阿门！ 

经历②：将自己所要的告诉神，平安的神必保卫我们 
在腓立比四章六节保罗接着说，“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听见坏消息，

往往就会担忧而陷入挂虑。挂虑暗中破坏活基督的生活。我们不该挂虑，只
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样，神的平安拯救我们脱离忧愁
和挂虑。 

在六节保罗嘱咐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
的告诉神。”“凡事”指每天临到我们的许多不同的事。在主的祝福之下，
许多积极的事发生，使我们听见好消息；然而，我们有时也经历消极的事，
听见坏消息。虽然如此，我们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我们所
要的告诉神。祷告是一般的，带着敬拜和交通的成分；祈求是专一的，为着
特殊的需要。要注意保罗是说“带着感谢”，不是说“和感谢”。这指明我
们的祷告和祈求，都该带着对主的感谢。七节里的“保卫”也可译作“守卫”。
平安的神在基督里，在我们的心怀意念前巡查或守卫，保守我们平静安宁。
心怀是源头，意念是发出。神的平安保卫我们的心怀和意念。 

在职青年篇 
腓4: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7 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
意念。 

你作为在职者，经常会有一些困难。因此很多人会胃痛、得忧郁症。但
是在我们，要感谢腓立比4章6节和7节的祝福。你必须要把这个经节的祝福应
用到实际的在职生活中。否则，你就像不知道如何从银行取出巨额的存款，
成为过穷日子的人。从属灵观点来看，你是不是这样一个愚蠢的人？举这个
例子，不是让你把主的话当成道理去追求，而是要把主话中的真理运用到实
际生活中去，有份于其中的祝福。 

要把这里的经节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你首先要跟神说话。那个时候，
你不需要在主面前装饰自己、想要看起来很好。你只需要把自己的所要的告
诉神。你可以这样祷告，“主耶稣，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工作上的问题。我
快要被不安击溃了。但是，感谢主。我呼求你的名。我不要去想，如果失败
了会不会被辞退，我想忘记一切烦恼，只想在工作中经历你。到现在为止，
我曾多次变得不信，成为撒旦的饵食。我不想再处在这种悲惨的状况中。哦，
主耶稣，请你救我。让我在苦难中经历平安” 。 

你这样跟主说的时候，平安的神会巡查、守卫你的心怀意念。为了不被
苦难击倒，在职者需要精神强力。李弟兄因为像保罗弟兄一样正直地传讲福
音，受到了很多传统宗教的迫害。但是，他见证了自己在飞舞的炮弹前，也
能够在主里安眠。愿你也能够在主里被平安的神守卫、享受平安、拥有精神
强力去过在职生活。哈利路亚！ 

  



信仰のストーリー 
1. ここに来て，イエスのこと   

はじめて聞いたとき， 

言い知れぬ へいあんが  
あたたかく ながれた。 
くるしみを もはやわすれ  
世ぞくから かい放された。 
かれらのかおをみて知る， 
たしかに かみ居る。 

  
2. かれら言う，かみはわが  

すくい，いのちとなる。 
見たことも ないけれど  
いち度ためしてみよう。 
こころから かれに向かい  
「おお 主イエス！」 とさけびもとむ。 

たぐいなき あまき名を  
はじめて あじわう。  

 
3. かい放され，あんそく得， 

つみのがれ 義とされ， 
主にけつ合，主はいのち， 
かみに向かって 生きる。 

主のなかで栄光，自由あり， 
新そうぞう 主とわれいち。 
これぞわが 信仰のストーリー  
たえなる あいとうた！ 

 
 

 
 
 
 
 
 
 

 
 
 
 
 
 

 

信的故事 
1. 初次来这里，听他们在说 

耶稣的事迹，未曾闻过， 

但在我心坎 有新的感受， 
莫名的平安 像股暖流； 
我几乎忘记 来前的苦恼， 
不觉已脱离 俗世的囚牢。 
从他们脸上 表露的纯真， 
我心暗想： 真的有神！  

 
2. 他們且告訴，神要進我裡， 

作生命、救主，若我願意； 
我眼未看到，對祂又不知， 
只覺得需要，不妨一試； 
我就從深處 真心轉向祂， 
喊哦，主耶穌！ 求祂來救拔。 

從無一名字 如此甘又美 
我享真實， 今仍回味！  
 

3. 脫一身纏累，進入真安息， 
不再有定罪，蒙神稱義， 
我與主聯合，祂是我生命， 
今向神活著，因信得生；  

我在基督裡 榮耀又逍遙， 
我與祂是一，成為神新造。 
哦，這個就是 我信的故事， 
美妙之至， 是愛是詩！  

The Story of Faith 
1. When first I came here, they spoke of Jesus， 

Such things I never had heard before, 
But in my heart was a new sensation, 
Past explanation, such peace and warmth. 
My former troubles, all but forgotten, 
I left the bondage of earth unconsciously. 
I saw their faces, so pure and gen’uine, 
My heart said, “Truly God is here!”'  
 

2. They said God wanted to get inside me, 
My life, my Savior, if I’d allow; 
I’d never seen Him, I’d never known Him, 
I only knew this: “I need Him now!” 
So with a pure heart I turned my being, 
Called, “O, Lord Jesus!” Asked Him to save me. 
No other name is so sweet, so lovely; 
From that day forth, so real to me!  
 

3. No more encumb’rance, true rest I enter, 
No condemnation, I’m justified, 
Joined to the Savior, my life forever, 
I live to God now, by faith have life; 
In Christ I glory, in Christ rejoicing, 
I’m one with Him, as a new creation, 
This is the story of my salvation, 
Such wond’rous love, such wond’rous s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