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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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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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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主绝对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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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与神说话商量、平安的神保卫你的心怀意念 
保罗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4:4）这似乎很容易领会。但

我们不…以为我们领会了。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读“告诉神”这句话。这
里直译是给神知道。“给”，原文常译为“与…同在”，表示向前的动作，
有活的联合并交往之意，含示交通。…这需要我们祷告接触神。 

我们向神的祷告，其中必须有敬拜和交通的成分，也必须有为着特殊需
要的祈求。即使我们没有特殊的需要，我们每天仍需要一段祷告的时间，以
敬拜主，并与祂有交通。我们在祷告中敬拜主，并与祂有交通，就享受与祂
的来往，并实行与祂生机的联合。 

实行与主生机的联合，结果乃是神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卫我们的心
怀意念。（腓4:7）神的平安实际上就是平安的神自己，借着我们祷告与祂
交通，注入我们里面，抗拒苦恼，化解挂虑。…挂虑的毒素仍在我们里面，
但我们能化解—借着我们在祷告中与神交通，神的平安就灌输到我们这人里
面，化解挂虑。我们享受神作我们的平安，我们里面就平静下来。 

中高中生・大学生篇 
腓4:4 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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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平安，超越人所能理解，能测量的范围内极好的平安。因为超越人的理
解和想象，「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中高中生和大学生们，需要这样的平
安。在你们，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苦难。成绩中等或者中等以下的人们，因为不擅
长学习，对考试和升学觉得有压力。可是，成绩好的人也有压力。因为老师和同
班同学，总是说「你可以」，在班级里被期待得第一名，觉得必须持续第一名。
因此，全部的学生，都需要「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神的平安，护卫你的心
怀意念，让你镇定，使你有喜乐。结果，你能达到自己的最佳，在学习中能确实
地往前。 

现在你明白了在学生活中，需要神的平安。那么，怎么做能得到神的平
安？得到神的平安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将你所要的告诉神。要在祷告中与神
交通，与神商量。譬如，你可以如下祷告，「喔，主耶稣，我不擅长学习，
不知道怎么学习才好。成绩一直是后面的。一直这样大学就不能合格。主耶
稣，请帮助我。虽然老师说只要学习就行了,不过没有学习的动力。求平安的
神让我镇定下来，而不被压力压垮。愿我自己能尽全力，慢慢，确实地提高
成绩。我在平安的神的保卫中，还有，相信在基督里，这个事能做到。感谢
主。阿门！」。还有，作为成绩优秀者的你，可以如下祷告，「喔，主耶
稣，因为我在班级里是第一名，老师，父母，就连同学也预想我接下来也是
第一名。我不想要多余的压力。可是，帮助我不因这是而变得太神经质。我
需要超越人所能理解的神的平安。虽然我需要尽全力,不过如果没有平安就无
法集中也不能尽全力。主啊，请平安的神护卫我的心怀意念。阿门！」。 

 
 
 

 

经历②：向所有人彰显你的谦让宜人 
我们若谦让宜人，就会有智慧与能力来供应别人的需要。我们也有充分

的知识，知道要对别人说什么话，以及该何时说。例如，谦让宜人的父母会
知道如何对儿女说话，也知道该何时说。…我们所实行，并叫别人知道的谦
让宜人，乃是从神来的。 

腓立比四章五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宜人。”这意思是说，
你应当给众圣徒看见，你是谦让宜人的。…首先，我们若是谦让宜人的，我
们就必定是合理、公正的。我们处事必须是合理、公正的。其次，我们必须
顾到别人。谦让宜人就是顾到我们所作或所说的，会怎样影响别人。我们该
考虑我们的话语是否会损伤人。我们对待人必须很体谅他们，要避免严
厉。…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正当基督徒生活，是与别人没有异议的，是常常
喜乐，常常谦让，并且一无挂虑的。这种生活，就享受了神的平安。 

谦让宜人这美德是包罗一切的，包括爱、恩慈、怜悯、合理、能摆得合
式、以及许多其他的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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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要总括基督人性美德的总
和，最适当的辞就是谦让宜人。 

在职青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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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们在我身
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平安
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 

在职者（特别是管理层），在职场里对所有的人彰显谦让宜人是重要
的。罪人因着人性平衡的不好，所以无法进行有理由，合理，公正的判断。
特别是日本人的管理者，会站在冲突的两位职员中间，向人表达自己是个老
好人。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在于，不去正确地判断冲突的双方，到底哪一方
是正确的，哪一方是错误的，或者说，某一方有多少程度是正确的，多少程
度是错误的，只想被人看作好人而行动。这样中立的行动是，没理由，不合
理，不公平的，所以结果会让好员工受绊跌，坏员工更厚颜无耻。接下来，
这个部门的组织就会越来越混乱，完全无法期待业绩有所提高。 

你如果是公司的管理者，就应该对你的部下谦让宜人，并进行有理由
的，合理的，公平的判断。这样的话，你可以成为公司里卓越的管理者。因
为谦让宜人是耶稣卓越的人性，所以在职场中彰显谦让宜人，实际上就是活
基督。你在要作重要的判断或者日常的判断的时候，该有如下祷告：“主耶
稣，在我的判断中，能让人觉的我是谦让宜人的吗。我的判断若不是有理由
的，合理的，公平的话，实际上会让部下受损，组织被破坏。我不能作不平
衡，不公平的判断。对的人要被称赞，错的人要被警告，必须要正确。我平
时说应该要公平，但是实际上的判断可能会有不公平。我不想成为言行不一
致的人。请借着耶稣卓越的人性来拔高我。让我在职场里能向包括上司和社
长在内的所有人彰显谦让宜人。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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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toryofFaith 
1. WhenfirstIcamehere,theyspokeofJesus， 

SuchthingsIneverhadheardbefore, 
Butinmyheartwasanewsensation, 
Pastexplanation,suchpeaceandwarmth. 
Myformertroubles,allbutforgotten, 
Ileftthebondageofearthunconsciously. 
Isawtheirfaces,sopureandgen’uine, 
Myheartsaid,“TrulyGodishere!”' 
 

2. TheysaidGodwantedtogetinsideme, 
Mylife,mySavior,ifI’dallow; 
I’dneverseenHim,I’dneverknownHim, 
Ionlyknewthis:“IneedHimnow!” 
SowithapureheartIturnedmybeing, 
Called,“O,LordJesus!”AskedHimtosaveme. 
Noothernameissosweet,solovely; 
Fromthatdayforth,sorealtome! 
 

3. Nomoreencumb’rance,truerestIenter, 
Nocondemnation,I’mjustified, 
JoinedtotheSavior,mylifeforever, 
IlivetoGodnow,byfaithhavelife; 
InChristIglory,inChristrejoicing, 
I’monewithHim,asanewcreation, 
Thisisthestoryofmysalvation, 
Suchwond’rouslove,suchwond’roussong! 

 
 

初めて主イエスに出会った時 
 
はじめて主イエスに、  
出会ったときに 
ハレルヤ私の  
こころのなかに  
よろこびのいずみーが、  
あふれてきたの  
生まれて初めて 知ったあい  
すべてにまさる まことのあい  

 

補 318 頭一次的愛 
 

當頭一次遇見了你，  
我的心充滿歡喜。  
哈利路亞，喜樂滿溢，  
主耶穌充滿在我裡。  
頭一次的愛，最甘甜的愛， 
耶穌，耶穌，我的愛。  
超過一切真實的愛，  
竟然臨及我 ！ 
甘甜的愛，最真實的愛 。 
耶穌耶穌，我的愛。 

 

From the moment I first met Thee 
From the moment I first met Thee, 
How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joy. 
Hallelujah! Full joy in me, 
As Thou flood me without alloy. 
Oh the sweetest love is this first love; 
Jesus, O Jesus my love! 
Far excelling all other loves, 
Such love reaches me. 
Such a sweet love, such a true love— 
Jesus, O Jesus my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