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禧年（1） (二利未记结晶读经) 
2018/10/22-28 

Ⅰ．利未记二十五章八至十七节里的禧年，
作为预言记载在以赛亚六十一章一至三
节，实际地应验在路加四章十六至二十
二节： 
赛 61: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
和华膏了我，叫我传好信息…祂差遣我
去…被囚的得开释； 
2 宣扬耶和华悦纳人的禧年，… 

A) 禧年有两项主要的福分，就是各人归回失
去的产业，并从奴役得着释放： 
①每一个卖了他所分得美地一分产业的，
在禧年要归回自己的产业，而无须付赎价；
并且凡卖了自己作奴仆的，要重得自由，
归回本家。 
利25:10 你们要将第五十年分别为圣，在
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
们的禧年，各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归回
本家。 
②归回自己的产业以及得自由归回本家，
表征在新约的禧年里，信徒已经归回神，
就是他们所失去神圣的产业，并且从一切
捆绑得释放，回到召会，就是他们神圣的
家。【月】              

B) 在旧约的预表里，禧年持续一年之久，其
应验却是指整个新约时代，恩典时代，这
是神悦纳归回的罪囚的时候，也是那些在
罪的捆绑下受压制的人享受神救恩之释放
的时候。 
利25:11 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
年1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
修剪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 
赛49:8 …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
使你作众民的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
凉之地为业； 

C) 信徒在恩典时代对禧年的享受，就是享受
基督作为神给他们的恩典，这享受要带进
千年国里对禧年完满的享受，以及在新天
新地新耶路撒冷里最完满的享受。【火】 

Ⅱ．禧年乃是基督作为恩典，借着祂的恩言
分赐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的年代；新
约的禧年乃是我们得救的狂喜年代： 
利25:12 因为这是禧年，对你们是圣别
的… 
13 在这禧年，你们各人要归回自己的地
业。 

A) 新约时代就是狂喜时代，基督徒乃是狂喜
的人；若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神面前狂喜过，
就表明我们对神的享受不够。 
诗篇100:1 全地当向耶和华欢呼。 
2 你们当欢喜的事奉耶和华；当欢唱着到
祂面前来。 【水】          

B) “禧年”的意思就是无忧无虑、无牵无挂、
无缺无乏、无病无灾，什么难处都没有，
什么都是好处；因此，一切应心，万事如
意，逍遥自在，狂喜欢腾。 

C) 我们必须接受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作真正
的禧年；我们得着了祂，就有神作我们的
产业，并且能蒙拯救脱离罪和撒但的辖制，
而有真正的自由与安息： 
使徒26:18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
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但权
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
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 
①我们接受基督作我们的救主和生命时，
祂就进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禧年，但我们
若没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也不凭基
督活着，我们就还没有实际地活在禧年里。 
哥林多后书6:2 因为祂说，“在悦纳的时
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
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时
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②我们的心若放在主以外任何的人事物
上，乃是拜偶像，结局都是苦恼。 
③我们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凭祂
活着，一切就都应心、如意；否则一切就
都是难处，凡事都没有禧年。 

D) 只有当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给我们得着
了，给我们享受了，我们才可能一切应心，
万事如意；不是外面的人事物，乃是里面
的基督，能叫我们安稳无忧地面对各样的
环境。【木】             

Ⅲ．路加四章禧年的宣扬，控制了整卷路加
福音的中心思想，而十五章浪子的比喻
是禧年绝佳的例证： 

A) 浪子离开父家，卖了产业，也卖了自身： 
①器皿的内容就是器皿的产业，而人乃是
神的器皿；因此，人如果没有神作产业和
享受，就是空的、穷的。 
罗9:23 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
耀的器皿上，彰显祂荣耀的丰富； 
詩篇16:5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
的分；我所得的分你为我持守。 
②亚当没有接受生命树时，就失去他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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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分；世上一切不信的人都失去神作他
们的产业和享受，并且将自己的肢体卖给
罪，成为罪的奴仆。 
③人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人生
的实况乃是虚空的虚空，空中之空——都
是捕风。 
④堕落的人没有真实的住处；他们都是漂
泊、流浪、无家可归的，因为神是人真正
的居所。 

B) 有一天浪子归回产业，回到父家，那就是禧
年，就是自由；那也就是一切应心，万事如
意： 
①神在救赎里作了我们的产业，给我们享
受；得救就是归回我们的产业，归回神，
回来归向神，重新享受神作我们的产业。 
弗1:13 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
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祂里面信了，就在
祂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为使神
所买的产业得赎，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②得救就是得着神；我们有了神，就什么
都有了；我们没有神，就什么都没有了。 
③神在基督里作了我们的福分，但许多基
督徒不快乐，像灯不亮，因为他们没有“打
开开关”，没有以神作他们的分。 

C) 父亲悦纳儿子，儿子回到父亲那里并归回
父家，对儿子来说，这就是禧年，恩年： 
①神在基督里作了肥牛犊，给悔改归回的
浪子享受。 
②这符合利未记二十五章十一至十二节，
那里说，在禧年的时候不要种，也不要收，
只要吃和享受；我们一悔改归向神，接受
主耶稣，我们里面就得着神，这也就是我
们禧年的开始。 
③我们不是父亲的雇工，乃是众子享受祂，
并能一直享受神作我们的产业，从现今直
到永远。【金、土】  



经历①：听了禧年的福音得着释放的你，必
须向朋友传扬禧年的福音 

以弗所二章十二节说，今天的人活在世
上没有神，没有指望。无论贫富、贵贱、野
蛮、文明的人都是一样，都没有神，都没有
指望。不仅如此，今天人堕落到一个地步，
把自己卖给了罪，把自己卖给了撒但。 

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卖了身，失去了神，
所以我们就完全丧失自由，丧失产业，成了
奴隶。不要说不信的人，连我们信的人，好
多人仍没有完全脱离法老的奴役。正如保罗
在罗马七章十四节所说的：“我是属肉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 

禧年有这两项主要的福分，就是得回失
去的产业，以及从奴役得着释放。……你若
要得着真正的自由，并且享受神作你的产业，
你就必须接受主耶稣在你里面作你真正的禧
年。你得着了祂，你的产业就得回了，你的
自身也自由了。主耶稣释放了你，使你有神
作你的产业，并且使你脱离罪和撒但的辖制，
你就有了真正的自由。 

我们每一个经历主救恩的人，都能作这
个见证：得救以前，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是
不能作主的。现在我们得救了，主在我们里
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不再作奴隶；我们不
是为奴的，乃是自主的。不仅如此，我们也
得回神作我们的产业。……我们不再是劳苦
担重担的，乃是得释放、享安息的，正如主
耶稣在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凡劳
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
得安息。”不仅如此，我们也不再是贫穷的，
乃是有神作我们的产业。这就是禧年。 

中高生/大学生篇 
OL：在旧约的预表里，禧年持续一年之久，其
应验却是指整个新约时代，恩典时代，这是神
悦纳归回的罪囚的时候，也是那些在罪的捆绑
下受压制的人享受神救恩之释放的时候。 

路加 4:18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膏了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
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
自由， 

19 宣扬主悦纳人的禧年。” 
FN「贫穷的人」：在属天、属灵和神圣的事
上贫穷。 
FN「被掳的」：即战俘，在撒但的辖制下如
同放逐者和囚犯。 
FN「得复明」：得复明，与从撒但权下得释
放有关。 
FN「受压制的」：出于原文意打碎或折断的
动词，指在疾病或罪中受撒但的压制。 

从利未记的禧年得释放的启示中，你要
清楚的认识到：“无论是穷人，普通人，富

人，声望高的人，还是被藐视的人，所有人
都是在撒旦的捆绑和压迫下痛苦着。 

到了新约，主宣扬悦纳人的禧年。哈利
路亚！ 感谢主！作为新约信徒的你，可以过
从撒旦的奴役得释放，享受神作你的份的禧
年生活。在实际的学校生活中，当嫉妒，争
竞心，急躁，暴怒，骄傲，自卑等从里面出
来时，呼求主的名，从这些捆绑中得释放，
经历更丰富的享受主。阿门！  

除了基督徒之外，没有人可以从捆绑中
得释放。从撒旦的捆绑中得释放的，是你。
在日本，包括天主教徒（0.4％），一千人当
中只有七个是基督徒。你要爱日本人，为了
他们，有禧年的欢喜生活的见证，并要立志
向他们传扬福音。你不能认为“我得救了，
但是我的同学是否会得救，这是他们的问题，
与我没有关系。” 

外邦人的特征是捆绑，痛苦，贫穷，黑
暗，奴役。你不应该只在外面判断他们的状
况。无论他们是有钱人的孩子还是名门望族
的后代，每个人都需要听禧年福音的传扬而
得救。首先，请如下祷告， 

“哦，主耶稣、我为自己也为同学过禧年
的欢喜生活。即使有困难，失败了，我认自
己的罪并回到禧年的生活。 

请怜悯我的朋友们。我不想看到他们在
撒旦的捆绑下受苦，最终在火湖中灭亡。我
为他们祷告。给我机会向他们传扬福音。主
啊，请拯救他们！” 

经历②：不是外面的人、事、物，乃是心转
向里面的基督，让基督活的时候，就能过禧

年的欢喜生活 

“禧”这个字，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
“一切应心，万事如意”。应心如意就是禧。
禧就是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缺无乏、无
病无灾，什么难处都没有，什么都是好处，
乃是一切应心，万事如意。今天如何能叫一
个人一切应心，万事如意？我们每天都是事
事不应心，事事不如意。人生岂有一直如意
的事？今天可能如意，明天不一定如意。所
以，人生不是应心的，环境也不是如意的。 

只有当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给我们得着
了，给我们享受了，我们才可能一切应心，
万事如意。保罗在腓立比四章说，他认识基
督，经历基督，达到一个地步，是一切应心，
万事如意。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
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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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
事都能作。”（腓立比书 4 章 11 下~13）不
是外面的人、事、物，乃是里面的基督，能



叫我们安稳无忧地面对各样的环境。 
〔按时代来说，〕基督已经来了，因此

现今乃是禧年的时代。可是就我们来说，我
们若不让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还
没有禧年。不仅如此，即使我们信了基督，
让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却不让基督在我
们里面活着，也不凭基督活着，我们就还没
有实际地活在禧年里。我们在什么事上凭基
督活着，在什么事上让基督活着，我们在那
件事上就有祂作我们的禧年。这样，我们在
那件事上就一切应心，万事如意。 

青职/硕士篇（硕士虽说是学生，硕士的性
质上，一半，算是青职） 

OL:我们的心若放在主以外任何的人事物上，
乃是拜偶像，结局都是苦恼。我们若让基督
在我们里面活着，并凭祂活着，一切就都应
心、如意；否则一切就都是难处，凡事都没
有禧年。 

如果你的心思是置于公司的同事竞争
或升迁，你就会立即在禧年之外成为拜偶像
者。 
约壹 5:21 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避
偶像。 
FN「偶像」：这里的偶像也指一切顶替真神的
东西。我们这些真神的真儿女，应当儆醒、
保守自己，远避这些异端的代替品，以及一
切顶替我们那真实、实际之神的虚空之物；
我们与这位神在生机上是一，并且祂对我们
是永远的生命。这是年老的使徒对他所有孩
子们警告的话，作他书信的结语。 
约壹 2:14 …青年人，…因为你们刚强，神
的话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
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
乃是出于世界。 

作为年轻在职者的你，为了胜过偶像，
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需
要让神的话内住。神的话住在你里面，实际
上就是基督住在你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
你就无法抵挡魔鬼的诱惑，与外邦人一样充
满竞争心和嫉妒，被迫过满了苦恼的生活。
你要在在职生活中追求经历、享受基督。那
样，因着业绩的提升，你就更有可能获得升
迁。但你绝不能按照肉体的欲望去追求升迁。
升迁是虚空的，但基督是实际。追求基督，
愿你的在职生活可以变为禧年的生活，欢喜
的生活。 

祷告：“哦，主耶稣，我想过禧年的生活，欢
喜的生活。但是我承认在我里面有世界和世
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我认我照着情欲和今生的骄

傲而活的罪。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为了胜过撒旦，需要让神的话住在我

的里面。借着你的话洁净，顾惜，喂养，加
强我。阿门！” 

 
詩歌 441 を使って作った新しい詩歌（曲

が異なる） 
1.わがかみ わがあい わが分けまえ 
なれのほか天地に もとむものなし。 
天も地もすべて むなしさのみ! 
なれのよう慕うもの、 天地になし。 

2.なれはわがたから、 いのち、住まい 
他のもの受けても, わが神でない。 
輝く財宝、 なんとむなしい! 
なれに比べれば、おもちゃのよう。 

3.たとえ全地を得て、 星を得ても、 
なれ共になくば あわれの極み! 
莫大な富を、 人は求む。 
されど、なが同在、 われの満足、なれを
求む。 

 
用诗歌 441所作的新诗歌（曲不同） 

1. 我神、我爱、我的永分，你永是我一切； 

你外，在天我有何人，在地有你无缺！ 

天上一切尽都空虚，地上更是如此！ 

并无一物值得欢娱，能与我神相似。 

2. 你是我的财富、生命，我的安稳住处； 

其他事物，我也感领，但非我神、我主。 

闪耀财富，与你相比，不过虚空玩具！ 

何况其他人之所倚，岂不更将人愚？ 

3. 即使全地归我为业，群星也是我的， 

若无你作我的一切，我仍可怜至极！ 

让人伸臂如同大海，笼罗一切财富； 

但我只要你的同在，此外无所爱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