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禧年（2） (利未记结晶读经二) 2018/10/29-11/4
一个自由、释放、脱离辖制的生活：
Ⅰ．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 ①生命之灵的律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与死的
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乃是禧年的自由与福 律；这个律就是主自己，祂经过死与复活，成了
分：
赐生命的灵。
路4:18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膏了我，叫我 ②如果我们享受主不够，就在许多事上还会受捆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 绑；立志没有用，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来到主这里，
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19 宣扬主 吃祂并享受祂。
悦纳人的禧年”。
③唯有享受神的人才不实行罪，才有真自由。
A. 利未记二十五章十节的“禧年”这辞，意思是呼 ④基督这禧年释放我们脱离贫穷、被掳、瞎眼和
喊的时候，或吹公羊角的时候；吹公羊角表征传扬 受压制。【水】
福音，在新约禧年时，向所有被卖给罪的罪人宣告 B. 保罗有一个伟大的发现——他得着启示，看见
自由，使他们可以归回神和神的家，喜乐欢呼着享 三一神经过成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
受在新约中神的救恩。
和升天的过程，成了生命之灵的律，装置在我们
利25:10 你们要将第五十年分别为圣，在遍地向 灵里。
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 C. 生命之灵的律乃是神圣生命自动的原则和自
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归回本家。
发的能力；这律是神圣生命所具自然的特性，和
B. 我们传福音就是吹救赎的号筒，向世人宣扬禧年：
“看 自有、自动的功能。
哪，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 D. 基督徒的生活不该靠意志的能力，乃该靠他灵
的日子”：
里复活生命之灵内里之律的能力；这律有最大的
①神造人时，定意要将自己在基督里给人，作人 能力；这律胜过死、超越死并且不被死拘禁：
的产业，人的基业；然而，人堕落了，在堕落中 ①在罗马七章保罗描述他在律法之下，尝试为善的
人失去神作为产业，将自己卖给罪、撒但和世界， 苦恼；他需要主这有慈心的撒玛利亚邻舍来照顾他
受其奴役。
这堕落、被律法打得半死的罪人，将祂自己分赐到
②神新约的救恩，乃是基于神在基督里的救赎， 他里面作生命之灵的律，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
借着神的恩得以完成，将堕落的人带回归神，作 罗7:24 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
他神圣的产业，释放人脱离罪、撒但和世界的奴 身体？
役，并将人恢复到他神圣的家庭，就是神的家里， ②我们必须看见罪和死乃是我们里面的律，我们
使他在神的恩典里享受交通。【月】
意志的能力不能胜过这律。
Ⅱ．神的救恩使我们有真自由；我们的产业是神， ③我们如果没有看见罪是一个律，如果没有看见
我们的自由来自我们对神的享受：
意志不能胜过罪的律，我们就被困在罗马七章里，
A. 人若不享受神，是不会有真自由的；自由就是 永远不能到达罗马八章。
释放，就是脱开一切捆绑、一切重担、一切压制 ④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甚至都是一个律；神
和一切辖制。约8:32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 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生命之灵的律是最高的律。
你们得以自由。36 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⑤神圣的出生已将我们迁移到一个新的范围，就
你们就真自由了。
是神圣的生命连同在我们灵里这生命之律的范围
B. 我们人生里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是我们的辖制； 里；在这范围里没有罪、世界或肉体：
在每一件事之下我们都可能作奴隶。约 8:34 耶稣 a. 在这范围里，一切的得胜都是自发自动、不知
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犯罪的， 不觉、不花力气的，因为托住我们的是生命之灵
就是罪的奴仆。
的律，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
C. 首先撒但把我们俘掳了，然后他就来住在我们里面， b. 我们有生命之灵的律住在我们灵里，这律就是
作我们犯罪的主动者、主使者；结果他就成了我们非法 神的同在、神的说话、同神的相聚以及神的分赐。
的主人，我们就作了他的俘虏，使我们好事不作，只能 【木】
作犯罪的事：
E. 我们能与已装置且在内里运行的生命之灵的
①人若没有神，那么他在神以外所尝试享受的一 律合作，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打开”这律的“开
切都是狗食、废物、粪土。
关”，使我们能享受基督作自由，而过禧年的生
②撒但称为别西卜（Beelzebul），意“粪堆之王”；这 活。
名源自“别西伯布（Beelzebub）”，意“苍蝇之王”； 罗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
撒但专门带着罪人像苍蝇一样吃粪。
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6 因为心思置于肉
③人人心里实在都不愿意犯罪，结果个个都犯了 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罪，都身不由己，都成了罪的奴隶。【火】
F. 离了我们的灵这“开关”，我们就无法应用在
Ⅲ．保罗在罗马七章二十四节的迫切呼喊，在八章二节 我们里面经过过程之三一神这“属天的电”；但
得着回答，那里说，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 赞美主，我们有开关，我们也知道这开关在那里！
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与死的律；这是基督作为禧年的 G. 打开我们灵里涌流的那灵这神圣奥秘的“电
自由：罗8: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 流”，最好的路乃是呼求主耶稣的名。
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H. 我们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接触那灵时，就享受基
A. 我们唯有享受基督作赐生命的灵，才能得着释放，才 督作禧年无数丰富的方面。
有真自由；唯有享受神的人能不犯罪，而有真自由，过 I. 保罗是打开生命之灵的律开关的人；他是借着

在他的灵里，出于他对主起初的爱事奉神打开了
这开关：
①用起初的爱爱主，就是在一切事物上让祂居首
位，尊重祂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
②在我们身上，神进来了，神再出去，那就是我
们对祂的事奉；我们乃是在众召会中与基督同工，
在那里将我们起初的爱给主。
③当我们用起初的爱爱主，我们就行起初所行的——
这工作乃是由起初的爱所发出，并且彰显起初的爱；
唯独受起初的爱激励的工作，才是金、银和宝石。
④基督情深的爱困迫我们，使我们向祂活并向祂死。
J. 我们借着将心思置于灵，就享受基督作禧年
——“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
是生命平安。”（罗8:6）。
K. 在罗马八章里的禧年，乃是十二至十六章所展
示之基督身体——得成全之神人的团体生活——
的实际；这实际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因此，
罗马八章乃是全本圣经的中心点和宇宙的中心：
①神完成祂的经纶，是借着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
面作生命之灵的律。
②生命之灵的律将我们构成基督身体具有各种功
用的肢体。
③借着我们里面生命之灵的律自发自动的功用，
我们就能认识神、得着神、因而把神活出来，使
我们被神构成，得以成为祂的扩增和扩大，作祂
的丰满，使祂得着彰显。【金】
Ⅳ．禧年的生活乃是享受基督的生活，就是享受神
作我们的基业和真自由的生活：
A. 在禧年里，就是吃主耶稣作美地真正的出产，
以祂作我们的居所，使我们有安息，并从罪的奴
役以及律法和宗教的辖制得着释放。
B. 得释放脱离人生的三种劳苦——作好人的劳
苦、挂虑的劳苦和受苦的劳苦——唯一的路，是
以基督作我们的享受、满足和安息。
C. 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满了享受主的生活，满了
喜乐和赞美的生活；当我们完满享受主时，祂就成了我
们的禧年：
①得胜生活的腔调乃是一直喜乐并感谢赞美神的
腔调。
②得胜的生命只有在感谢和赞美的环境中才能存
活。
D. 禧年的生活，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中都取用神
自己，取用基督自己的生活；然后祂就在我们里
面作主因、作中心带领我们，克服人生一切的困
扰。
E. 保罗学得活在禧年里的秘诀，就是在各种的环
境里赢得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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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F. 因着一切都在祂的主宰之下，所以我们应该祷
告说，“主啊，求你充满我，得着我，占有我；
不管外面情况如何，我就是要享受你。”
G. 我们需要成为今日的执事和见证人，活出并宣
扬福音——基督是恩典的禧年——以完成神永远
的经纶。【土】

经历①：归回神和神的家
祷告：“哦主耶稣，感谢把我从罪的奴役中得释
〔我们〕享受神作禧年的产业，得着禧年的自 放。现在我回到家，神作我的产业。在教会生活
由。……我们看过禧年的产业，……〔现在〕要来 中我每天与弟兄姊妹一起享受神。我能成为真正
看禧年的自由。产业与自由，二者都好，但是有一 富有的人。赞美主。哈利路亚！”
个比较。有人说宁肯要自由，不要产业。这个说法
经历②：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
不对。产业是神，你不可以不要神；你不能说，“我
罪的能力是坚强的，我们的能力是薄弱的；罪
要自由，不要神。”因为没有神就没有自由。我们 的能力总是得胜的，我们的能力总是失败的。当保
的产业是神，我们的自由是我们对神的享受。产业 罗看见罪是一个律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所有的方法
是神，自由是享受。你有了产业，你也享受产业， 都不行，他那样的立志一点没有用，意志绝对不能
结果你就有了自由。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没有压 胜过罪的律。这是一个大发现，这是一个大启示。
制，也没有缺乏。……感谢神，如今祂是我们的产
保罗看见人得拯救，不是凭着意志。人还倚靠
业；我们享受了神，我们就有自由。
意志力量的时候，就不能倚靠神的拯救的方法。总
旧约将禧年描写得真好。利未记二十五章很长， 得有一天，你伏在神面前承认你这一个人没有办法
但里头只有两个重点，头一个是说到为什么称为禧 了，你也不想办法了，这样，你才能看见什么叫作
年，乃是因为到了这一年，失去产业的人归回了产 拯救，你才能读罗马八章。弟兄姊妹，请你不要轻
业。事实上，不是产业归回原主，乃是原主归回到 看罗马七章。我们必须先有七章的认识，然后才能
产业。原来我们离开了产业，也就是说，我们失去 有八章的经历。问题不是你懂不懂得八章的道理，
了产业。从另一个角度说，不是我们失去了产业， 问题是你从七章里出来了没有。许多人埋在七章里
乃是产业失去了我们。这样说来，究竟是我们失去 面，还是用意志的力量去对付罪，结果就都失败了。
神，还是神失去我们？有人说是我们失去神，有人 你如果没有看见罪是一个律，如果没有看见意志不
说是神失去我们。事实上两面都是。在路加十五章， 能胜过罪的律，你就是被困在七章里面的人，永远
有一个禧年的例证，就是我们所说浪子回头的故事。 不能到八章里面来。……你的立志和挣扎都是徒然
从这个故事来看，是浪子失去父亲，还是父亲失去 的。
浪子？我们就是那个浪子。今天连作君王、作总统、
见圣灵也是一个律，这是一个更大的发现。…
作首相、作内阁总理的，也都是浪子；我们都是浪 …所有的得胜，都好像是不知不觉地得胜的。这是
子。十五章不是说我们这些浪子失去了父亲。在二 因为圣灵的律在那里作，用不着我们用意志把自己
十四节那里，作父亲的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 抓牢。……是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能使你不犯罪，用
活，失而又得的。”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见，父亲 不着你立志不犯罪；是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能使你得
失去浪子的含意，重于浪子失去父亲。所以我们在 胜，用不着你立志去得胜。这一个律住在我们里面，
禧年不是得回产业，乃是归回产业。我们不是得回 就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神，乃是归回神。神是我们的产业；在禧年里最大
中高生/大学生篇
的一个福气，就是我们归回神，归回到我们的产业。
你希望从罪的律中释放，需要经历痛苦的挣扎。
这是利未记二十五章的一个重点。
然后这个经历的结论是，你自己是无法战胜撒旦的
新人篇
罪的律。这个结果让你经历对自己失望。这就是保
欢迎所有的新人，来到作为神的家的教会！ 罗的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如果没有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与神一同热烈欢迎你。刚得救，或刚搬过来， 的经历，你就不能经历罗马书第八章生命之灵的律
进入教会生活的新人，请认识新约时代就是禧年 的释放。你当然不能一直停留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失
时代。主呼喊吹角，向你们宣扬得释放，各人要 望里。失望之后，就能收获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大发
归回自己的产业，归回本家。
现。
路 4:18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膏了我，叫我
罪的律总是打败你想要行善的律。同样的生命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 之灵的律总是打败罪和死亡的律。你可以过得胜的
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生活，绝不是因着你有强大的意志。这是因为你发
19 宣扬主悦纳人的禧年。”
现了生命之灵的律，并打开了这个律的开关。打开
FN“禧年”：指禧年所预表的新约时代，那时神要悦纳 这个律的开关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呼求主名。例如，
归回的罪俘，并且在罪的辖制下受压制的人，可享受神 当你变得讨厌学习的时候，想要努力却无法做到的
救恩的释放，而过新约的禧年。
时候，呼求主名，将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打开，就
你从罪的奴役得释放回到教会生活。在教会 可以经历从罪和死亡的律中被释放。
生活中神自己是为了你的享受的产业，享受这个 祷告：“哦主耶稣、我为了要从罪的捆绑中被释放
产业时，你能有份于得释放。你绝对不可觉得自 出来一直挣扎，却总是失败。但是感谢主，我看到
己是贫穷的人。因为神是你的产业，你是比大富 保罗弟兄在罗马七章里的挣扎，失败，对自己的失
豪更富有的人。因为当你享受作为你的产业的神 望。这个经历将保罗带进了罗马八章生命之灵的律
的时候，你可以从嫉妒，争竞，恼怒，淫乱中得 的释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发现。我不再凭借
释放，能成为与同学不同，真正富有的人。哈利 自己，我要呼求主的名，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
路亚！
经历奇妙的释放！阿门！”

经历③：享受禧年的生活，
401 经历基督―作释放者 (英 540)
得释放脱离人生的三种劳苦
1. 我今得着何等自由，基督已经释放我！
人生有三种劳苦（不包括为谋生而工作）。第
罪的权势、死的毒钩，从我身上全脱落！
一种劳苦是要作好人，要有好行为，要改良品格。 (副) 基督使我得胜有余，仗祂十架我夸胜！
……〔但〕没有人能因着努力改良行为和品格，遵
生命大能、圣灵的律，使我刚强而有能！
守律法，力求良善、忍耐、诚实等行为而得救。第
2. 基督使我脱离律法，永远向着律法死；
二种劳苦是烦恼、挂虑。在挂虑之下劳苦是何等艰
完全活在恩典之下，不受律法的挟制。
难的工作！你若能天天一无挂虑地工作，就会是个
3. 基督已经定罪了罪，除掉罪恶的权势；
健康的人。……逃避挂虑唯一的路，乃是享受主。
罪在我身再无地位，我从罪里得开释。
每当我不享受基督，我就挂虑。
4. 基督已经将死废去，显出不坏的生命；
第三种劳苦是痛苦。痛苦是重大的劳苦。当我
胜过死亡顽强禁拘，彰显复活的大能。
们在禧年里享受神，我们不该有任何的痛苦。譬如，
5. 基督已经毁坏撒但，审判世界和邪灵；
保罗因肉体上的“刺”受苦。为这刺，他三次求过
使我脱离黑暗、死权，进入光明与生命。
主，叫这刺离开他。然而，主没有把刺挪开，却对
6. 基督赐我够用恩典，用祂能力覆庇我；
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林後 12：9〕主
在我软弱显得完全，使我喜欢夸软弱。
似乎是告诉保罗：“不，我不会把刺挪开，因为我
的恩典是够用的。你若享受我，就不会有任何痛苦。”
……〔在行传十六章，〕虽然〔保罗和西拉〕在监 ４０１ キリストを経験する―解放する方として (英 540)
牢里，却有享受、满足和安息。
１
キリストはわれを 自ゆうとされる;
主打胜仗，我们夸胜，这就是得胜生活的腔调。
すべて死のとげは， われよりはなる。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有这样得胜的腔调。……得胜
(復) 十字架のしょう利で， 勝ち得てあまる;
有余乃是能够一直夸胜，一直有得胜的腔调。
復かつのいのちは， われをつよめる。
一切都在祂的主宰之下。所以，我们应该倒空
２
のりのようきゅうに われすでに死ぬ;
一切，对主说，“主啊，求你充满我，得着我，占
二度としばられず， めぐみにて生く。
有我。主啊，我愿意享受你，不管外面环境如何，
３
主，十字架でつみを さばいて，のぞく;
我就是要享受你。”
もはやわがうちに つみの地位なし。
青职/大学院生篇
４
死ははいせられて， 朽ちぬいのち見，
ＯＬ：得释放脱离人生的三种劳苦—作好人的劳苦、
死のきずな断たれ， ふっかつを知る。
挂虑的劳苦和受苦的劳苦—唯一的路，是以基督作
５
あく魔もこの世も， 踏みくだかれた;
我们的享受、满足和安息。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
いのちとひかりの 王こくにはいる。
个满了享受主的生活，满了喜乐和赞美的生活；当
６
満ち足りるめぐみ， われらをつつむ;
我们完满享受主时，祂就成了我们的禧年。
よわさのなかにて， 主のえい光見る。
你作为一个在职者，要享受禧年的生活，得释放
脱离人生的三种劳苦。不要想成为一个好人，应该
是要为着主的见证成为能留下实际业绩的人。此外，
要将“可能不会升迁”，“ 可能疏忽了后辈和女
性员工”，“ 可能会被公司解雇”，“ 可能会竞
争失败”，“公司可能会破产”等担心的事在与神
的交通中告诉神。经历被平安的神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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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哦，主耶稣，将我从担心的事的折磨中释
放出来。在祷告中将担心的事告诉神。求平安的神
护卫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