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這悅納人的禧年，就是新約的恩典時代，由禧年，亦即
第五十年所豫表 ；在這年所有的奴僕要得自由，各人
的產業要歸回各人—利二五817︒

主題: 宣揚禧年
第一篇
禧年的時代和禧年的例證

週三
三 禧年很容易被人領會僅僅是一年︒實際上中文裡的年，
含有’年代’的意思，所以‘禧年’是指禧的時代，不僅是第
五十年這一年而已︒第五十年乃是豫表一個年代, 一個
時代︒
四 在舊約的豫表裏, 禧年持續一年之久, 其應驗卻是指整
個新約時代, 恩典時代, 這是神悅納歸回的罪囚的時候
（賽四九8, 路十五17~24, 林後六2）, 也是那些在罪的
綑綁下受壓制的人享受神救恩之釋放的時候︒ （羅七
14~八2）
五 信徒在恩典時代對禧年的享受，就是享受基督作為神給
他們的恩典，這享受要帶進千年國裏對禧年完滿的享受
，以及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裹最完滿的享受一約一
16~17羅五17，腓三14，啟二二12上︒

讀經: 利二五817, 2324, 28, 3941; 路四1622上; 賽六十一12;
路十五1132; 徒二十六18; 弗一14; 西一12; 林後六2; 加五1; 太十
一28; 約八34, 36
週一

壹 “當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這是遮罪日，
要在遍地發出角聲。你們要將第五十年分別為聖
，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
的禧年，各人要歸回自己的產業，歸回本家。”—
利二五9～10：
一 禧年就是宣揚神的救贖—9節:
1. 禧年這個字的希伯來文乃是yobel，這辭意指吹角，
持別是指銀號的信號︒
2. 在豫表上，銀表徵救贖︒（出二六19；三十16）因
此，吹銀號指明吹神救贖的號角︒原文的禧年指樂
器本身︑以及吹銀號所引進的節期︒
二 在利未記二十五章描述的禧年中，主要的思想是怎樣顧
到人們的生活︒換句話說, 基本的關切是人的享受—參
路十五23︒
三 宣揚神的救贖，就是宣布自由︑釋放—利二五10詩歌
二四六首︒

週四

叁 禧年乃是基督作為恩典，藉著袍的恩言分賜到我
們裹面，給我們享受的年代；新約的禧年乃是我
們得救的狂喜年代一路四22，詩四五2, 約一14~17,
林後六2:
一 新約時代就是狂喜時代，基督徒乃是狂喜的人；若是我
們從來沒有在神面前狂喜過表明我們對神的享受不殼一
五13，徒十一5，二二17, 詩四三4上, 五一12, 彼前一8,
賽十二3~6︒
二 『禧年』的意思就是無憂無慮︑無牽無曇︑無缺無乏︑
無病無災, 甚麼難處都沒有, 甚麼都是好處；因此，一
切應心︑萬事如意︑逍遙自在︑ 狂喜歡騰︒

週二

貳 “禧年”是指禧年的時代。在路加四章十四至三十節
，我們看見人救主藉著宣揚恩典的禧年，開始祂
的職事:
一 在安息日, 耶穌在拿撒勒的會堂裹讀以賽亞書，宣揚主
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6~21, 賽六一12︒

週五
三 我們必須接受主耶穌在我們裏面作真正的禧年; 我們得
著了祂, 就有神作我們的產業, 並且能蒙拯救脫離罪和

撒但的轄制, 而有真正的自由與安息—徒二六18, 弗一
13~14, 西一12, 太十一28, 約八32︑36:
1. 我們接受基督作我們的救主和生命時，祂就進到我
們裡面作我們的禧年，但我們若沒有讓基督在我們
裡面活著，也不憑基督活著， 我們就還沒有實際地
活在禧年裡—利二五11一12︒
2. 我們的心若放在主以外任何的人事物上, 乃是拜偶
像, 結局都是苦惱—約壹五21; 參結十四3, 5, 六9︒
3. 我們若讓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並憑祂活著, 一切就
都應心︑如意; 否則一切就都是難處, 凡事都沒有禧
年—詩歌二五六首︒
四 只有當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給我們得著了, 給我們享受
了, 我們纔可能一切應心, 萬事如意; 不是外面的人事物,
乃是裡面的基督, 能叫我們安穩無憂地面對各樣的環境
—腓三89, 四58, 1113︒
週六

肆 路加四章禧年的宣揚, 控制了整捲路加福音的中心
思想, 而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是禧年絕佳的例證
—11~32節：
一 浪子離開父家, 賣了產業, 也賣了自身:
1. 器皿的內容就是器皿的產業，而人乃是神的器皿；
因此，人如果沒有神作產業和享受，就是空的︑窮
的—羅九21~23，弗二12，詩十六5，啟三17~18︒
2. 亞當沒有接受生命樹時，就失去他享受神的分；世
上一切不信的人都失去神作他們的產業和享受，並
且將自己的肢體賣給罪，成為罪的奴僕—弗二12,
羅七14，六19︒
3. 人生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人生的實況乃是
虛空的虛空，空中之空—都是補風—詩九十10，七
三14·1617︑25，傳一2 ~11︑14︒
4. 墮落的人沒有真實的住處; 他們都是漂泊︑流浪︑
無家可歸的，因為神是人真正的居所—詩九十1，
創二八17~19，約十五4, 太十一28︒

二 有一天浪子歸回產業，回到父家，那就是禧年，就是自
由；那也就是一切應心，萬事如意—路十五20︑24，
參利二五11∼12:
1. 神在救贖裡作了我們的產業，給我們享受；得救就
是歸回我們的產業，歸回神，回來歸向神，重新享
受神作我們的產業—弗一13~14︒
2. 得救就是得著神；我們有了神，就什麼都有了；我
們沒有神，就什麼都沒有了—西一12，詩歌七○一
首︒
3. 神在基督裡作了我們的福分，但許多基督徒不快樂
，像燈不亮，因為他們沒有“打開開關”，沒有以神
作他們的分—弗四18，腓二12~16︒
三 父親悅納兒子，兒子回到父親那裡並歸回父家，對兒子
來說，這就是禧年, 恩年—路十五20：
1. 神在基督裡作了肥牛犢，給悔改歸回的浪子享受
—23節︒
2. 這符合利二五11∼12，那裡說，在禧年的時候不要
種，也不要收，只要吃和享受；我們一悔改歸向神
，接受主耶穌，我們裡面就得著神，這也就是我們
禧年的開始︒
3. 我們不是父親的僱工, 乃是作祂享受的眾子, 並能一
直享受神作我們的產業, 從現今直到永遠—參啟二
一7; 二二12︒

第一周—周一

晨兴喂养

利二五9 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是遮罪日，要在
遍地发出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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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四十九年的遮罪日发出角声，表征禧年是基于遮罪（见十
六），向所有的人宣告完全的自由（10）︒这预表应验于基督完
满的救赎，作为向全人类宣告完全自由的基础（参可十六15，路
二四47）︒（圣经恢复本，利二五9注1︒）
禧年在第五十年（10～11），表征满足神一切要求的完全责
任（由五十这数字所预表）已经履行了，所以人不需要担负什么
责任︒五十年也表征堕落人生的整个过程︒因此，禧年，第五十
年，表征我们堕落人生的结束︒（圣经恢复本，利二五10注1，
第一段︒）
职事选读

基督是堕落之人的禧年，恩年
以色列人蒙了神的救赎，也蒙了神的祝福，至终他们都被带进
迦南美地，并且每一家每一人都分得一分田地︒在神的看顾之下
，不仅以色列人有福，连他们的地都有福︒每到第七年，地就不
必效力︒以色列人在这一年要安息，他们的地也要安息︒一到第
七年，大家都不种地，因为这一年乃是神所命定的安息年︒然后
在七个安息年之後，就到了第五十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后，每
到第五十年就是他们的禧年︒五十年表征堕落之人一生的全程︒
禧年是第五十年，表征我们整个堕落人生的终结︒（利二五9～
10︒）
以色列人蒙神救赎，出了埃及，经过旷野，进入迦南︒他们进
入迦南地后，家家都有一分流奶与蜜的美地，作他们丰丰富富的
享受︒可是有些人又懒又馋︒懒惰的人喜欢吃部卻又不喜歡工
作︒馋和懒合在一起，这人非穷不可︒古代的人没有别的可卖，
穷了就卖地︒地若永卖，累积几代就会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因
此, 神對以色列人說, “地不可永遠賣斷, 因為地是我的; 你們在我

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利二五23） 他們的地, 就是他們從神
所得的產業, 不能賣斷︒这不像今天人卖地，一卖就永远卖断︒
以色列人从神所得的产业，是不可卖断的︒一块地最多只能卖五
十年︒人卖了地之后，等到第五十年禧年来的时候，他的地就要
物归原主，仍归回给他︒
不仅如此，有些人馋︑懒到一个地步，连地都卖光了仍是穷困
，就別無選擇只能卖身为奴︒然而禧年一到，他就不再为奴，可
以自由了︒在禧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得自由，各人要归自己
的产业，各归本家︒（利二五910） 各人不必用钱赎回，乃是白
白得回产业，得回自由︒因此，在第五十年，没有一个人没有地
，也没有一个人受奴役︒每一个人都得有他的自由和他自己的产
业︒禧年對他們就是恩典︒（禧年，第一章）

第一周—周二

晨兴喂养

赛六一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了我，叫我传
好信息给困苦的人；祂差遣我去为伤心的人裹伤，宣
扬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开释；
2 宣扬耶和华悦纳人的禧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
慰一切悲哀的人；
林后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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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禧年乃是主悦纳人的年，就是赛六一1～2所预言，并由路四
16～22主的来临所应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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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四九8，路十五17～24，林后六2），也是那些受罪
捆绑的人享受神救恩之释放的时候（罗七14～八2）︒（圣经恢
复本，利二五10注1，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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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28）；并且凡卖了自己作奴仆的，
要重得自由，归回本家（3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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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恢复本，利二五10注2，第一段︒）
职事选读
因这缘故，以赛亚六十一章二节就称禧年为‘耶和华悅納人的
禧年’，也可譯為‘耶和华的恩年’, 这一节也就是主耶稣在路加四章
十七至十九节所读的经文；但是路加福音将这句经文改为‘主悦纳
人的禧年’︒在以赛亚书里是恩年，到了新约就是禧年；所以禧年
就是恩年︒我们原是大罪魁，既馋又懒，还胡作非为︒馋懒使我
們貧窮，以致我们卖了地；胡作非为使我們貧困，以致我们卖了
身︒结果我们就落到一个地步，没有产业，也没有自由︒但是不
管卖多卖少，只要禧年一到，一切就都归还原主，每个人也都重
获自由︒
政治家和哲学家尽全力想办法应付人的需要；然而他们发明的
主义越多，人们所受的苦也越多︒所以圣经比什么学说主义都
好︒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任何学说主义，我们需要的乃是主耶稣来

到人类中间︒祂来乃是主耶和华膏祂，叫祂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祂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受压制的得自由，宣
扬神悦纳人的禧年，就是神悦纳人的恩年︒禧年的时期乃是神赦
免人︑悦纳人的时期︒
这是旧约的预表，记载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也是旧约的预言，
记载在以赛亚六十一章︒预表是在主耶稣来以前一千五百年，而
预言是在主耶稣来以前七百年︒在這期間, 犹太人对利未记二十
五章里的禧年，和以赛亚六十一章里的恩年所含示的意义是什么
，完全不明白︒许多年来，他们只是按照遗传谨守规条，每逢安
息日作礼拜，到会堂听道︒但有一天，主耶稣来了；祂在安息日
进了会堂，把圣经拿过来，打开翻到以赛亚六十一章︒那里说，
神用祂的灵膏主耶稣，叫祂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并宣揚神悦纳人
的禧年︒然后祂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些犹太人見
證祂，并希奇祂口中所出的恩言︒（路四16～22︒）但他们对这
恩言的真实意义，直到今天仍然不明白︒（禧年，第一章）

第一周—周三

晨兴喂养

路四18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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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主悦纳人的禧年︒”
弗二12 那时，你们在基督以外，和以色列国民隔绝，在所应
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在属天︑属灵和神圣的事上贫穷（十二21，启三17，参太五3
）︒（圣经恢复本，路四18，注4︒）
〔被掳的〕即战俘，在撒但的辖制下如同放逐者和囚犯（赛四
二7）︒（圣经恢复本，路四18，注5︒）
得复明，与从撒但权下得释放有关（徒二六18）︒（圣经恢
复本，路四18，注7︒）
〔瞎眼的〕指肉身和属灵的瞎眼（番一17，约九39～41，约
壹二11，启三17）︒（圣经恢复本，路四18，注6︒）
〔受压制的〕出于原文意打碎或折断的动词（太十二20），
指在疾病或罪中受撒但的压制（十三11～13，约八34）︒（圣经
恢复本，路四18，注8︒）
〔主悦纳人的禧年〕指禧年（利二五8～17）所预表的新约时
代，那时神要悦纳（赛四九8，林后六2）归回的罪俘，并且在罪
的辖制下受压制的人，可享受神救恩的释放，而过新约的禧年︒
（圣经恢复本，路四19，注1︒）
职事选读
然而今天，对于主所说的恩言，我们懂得其真实的意义︒神创
造人，目的是要人作盛装祂的器皿，以彰显祂自己︒因此，人被
造之后，神接着就要将祂自己赐给人，作人的产业︒神所给我们
的产业就是神自己，神没有给我们祂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作我们
的产业︒从神的眼光来看，神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是粪土︒圣经里
所说的产业，就是叫一切信入祂的人与圣徒一同承受的产业︒
（徒二六18︒）这产业乃是指神说的︒我们是一同承受神作产
业︒神创造亚当之后，并没有告诉亚当别的事；祂乃是要亚当接
受祂自己成為他真正的产业︒但是人堕落了，离弃了神, 失去了
神作他的产业, 墮落到世界裡︒到了一個地步, 人不僅把自己的產
業賣了, 也把自己賣了…

因此以弗所二章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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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明显的将自己卖给罪恶的事，就如吃︑
喝︑嫖︑赌︑吸毒等等︒有的人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卖了身，没
有自由，不能自主︒没有结婚的人，以为结婚是出路；那知道结
婚后发觉自己不是得自由，而是入了鸟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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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属肉的，是已
经卖给罪了︒’
因此禧年有两项主要的福分，就是得回失去的产业，以及从奴
役得着释放︒我們若要得着真正的自由，并且享受神作我們的产
业，我們就必须接受主耶稣在我們里面作真正的禧年︒我們得着
了祂，我們的产业就得回了，我們的自身也自由了︒主耶稣释放
了我們，使我們有神作我們的产业，并且使我們脱离罪和撒但的
辖制，我們就有了真正的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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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我们也得回神作我们的产业︒主耶稣在马太十一章
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
安息︒” 我们不再是劳苦担重担的，乃是得释放︑享安息的︒不
仅如此，我们也不再是贫穷的，乃是有神作我们的产业︒（徒二
六18，弗一14，西一12︒）这就是禧年的意義︒（禧年，第一
章）

第一周—周四

晨兴喂养

林后五13 因我们或是癫狂，乃是向着神；或是谨守，乃是为
着你们︒
诗四十三4 我就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职事选读

禧年乃是得救的狂喜年代
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照着中国字，给禧年一个中文的意义，
就是 ‘一切应心，万事如意’︒在禧年裡, 我們一切应心，万事如意
，逍遥自在，狂喜欢腾︒禧年在英文里是Jubilee，意思就是狂喜
，欢呼︒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乃是yobel，意思就是欢呼，喊叫，吹
角声，也就是人的呼喊，甚至用号角，号筒呼喊︒不是宣布悲哀
，不是宣告哀歌，乃是宣扬福音，传报大喜的信息…
禧年就是狂喜年代︒什么叫作新约时代？新约时代就是狂喜时
代︒基督徒就是狂喜的人︒五十多年前我听倪柝声弟兄讲道，他
讲到一个地步，说，‘你作基督徒若没有作到癫狂的地步，你就作
得不够资格︒’他还说我们在神面前应当癫狂，在人面前就要谨
守︒有的人就抓住这话说，你看，倪弟兄不是说要谨守么？不错
，你在人面前要谨守，但你在神面前癫狂过没有？圣经是多面的
，我们不能只看片面︒不错，在人面前是要谨守，但这谨守不一
定就是安静︒我们在聚会中欢呼，但我们还是谨守的；我们不是
得了神经病，狂呼乱喊︒我们一面是喜乐欢呼的，一面却是谨
守︑适可而止的︒我們作基督徒，若是从来没有作到癫狂︑疯狂
的地步，我們就作得不够资格︒若是我們从来没有在神面前狂喜
过，我們就不够格，因为这证明我們对神的享受不够︒我們享受
神若是够了，必定会欢跃︒我常常在神面前癫狂，连李师母都不
知道︒她以为她这个老丈夫天天是严肃的，出入都是按部就班的
；然而神知道我这个老人家常是癫狂的︒癫狂都是有原因的︒我
們里头若是没有喜乐，我們会癫狂么？我們若一直享受神，到一
个地步，我們就没有办法不癫狂︒照样，因着以色列人享受了神
全备救赎的恩典；所以他们一过红海，就都欢呼跳跃，大声赞美
歌唱，欢呼不已︒

不仅如此，神还领他们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并且把迦南美地
分给他们︒每一支派各自分得一块地，每一支派内的各族也各自
分得一块地︒在一族之内，每一家又各自分得一块地︒所以他们
一进了迦南，家家户户就都拥有一块地；没有贫的，也没有富的
，家家均等，都有一块地︒人也不用去作奴隶，因为个个都是地
主︒既不是小地主，也不是大地主，但都是地主︒他们都过着丰
富的生活，因为那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是在他们分地之后，慢慢就有人走下坡了，懒惰了︒有的人
好吃懒作，慢慢的就变穷了；于是开始变卖所有物，甚至到一个
地步，连地也卖光了，就卖身为奴︒神是有智慧的，祂預知这一
切，就立定一个简单的条例︒以色列人进迦南，过了四十九年后
，就要在第四十九年的七月初十日，在遍地吹起号筒︒七月初十
，就是赎罪日，当那一日要根据救赎，在全以色列民中间宣布自
由︒因此你若曾卖出田地，那田地就可以再归回你自己︒你若已
经卖身为奴，在这日也可以重得自由︒在那里大部分的人可能都
卖了地，也卖了身︒所有这些失去产业︑作奴隶的人，一听见宣
告禧年的角声，银号声，怎能不跳舞︑不狂喜？这就是禧年︒神
的智慧实在真是广大，也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一到第五十年，没
有卖地的了，也没有卖身的了，家家户户又重新有了地︒这是最
公平的平均地权，每五十年就平衡一次︒（禧年，第二章）

第一周—周五

晨兴喂养

腓四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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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事选读

一切应心，万事如意
主对保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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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二六18︒）这一节里所说的基
业，就是神自己︒所以，保罗在林后六章二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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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劝我们
要快快接受神，因为现在正是神悦纳人的禧年︒禧年就是圣年，
就是恩年︒如果我們有了禧年，就有神；如果我們有了神，也就
有了恩典︒
‘禧’这个字，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一切应心，万事如意’︒當
我們在一切上应心如意就是有了禧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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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着了，
给你享受了，你才可能一切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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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13︒）不是外面的
人︑事︑物，乃是里面的基督，能叫我们安稳无忧的面对各样的
环境︒
按时代来说，在基督还没有来的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人乃是
在为奴的地位上︒直等基督来了，祂就宣报禧年的来临︒（路四

16～21︒）禧年很容易被人领会仅仅是一年︒实际上中文里的年
，含有‘年代’的意思，所以‘禧年’是指禧的时代，不仅是第五十年
这一年而已︒第五十年乃是预表一个年代，一个时代︒就分賜来
说，禧年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新约时代，就是今天恩典的时代
；还有一个就是千年国的时代，千年国乃是禧年的完滿︒
就神的分賜來說, 基督已经来了，因此现今乃是禧年的时代︒
可是就人来说，我們若不让基督进到我們里面，我們里面就还没
有禧年︒因此就着经历说，基督还必须进到我們的里面，祂对我
們才是禧年︒不仅如此，即使我們信了基督，让基督进到我們里
面，我們却不让基督在我們里面活着，也不凭基督活着，我們就
还没有实际的活在禧年里︒如果我們在什么事上凭基督活着，让
基督活在我們裡面，我們就能在那件事上享受祂作我們的禧年︒
这样，我們在那件事上就一切应心，万事如意︒我們若在婚姻生
活中让基督活着，凭基督活着，我們的婚姻就一切应心，万事如
意︒不应心的应心了，不如意的也如意了︒读书︑教书︑作生意
也都是这样︒我們若让基督在我們里面活着，凭祂活着，一切就
都应心，一切就都如意；否则一切就都是难处，凡事都没有禧
年︒换句话说，當基督进到我們里面，禧年就进到我們里面︒不
要以为我們得救了，就必定有禧年︒我們什么时候凭基督活着就
有基督作我們的禧年︒我們什么时候不凭基督活着就没有基督作
我們的禧年︒
禧年就是基督，所以禧年乃是恩年，因为恩典就是神自己在基
督里作我们的享受︒當我們听见福音，就是听见禧年︒當我們一
悔改信主，禧年就进到我們里面︒从那时起，无论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事上，对任何人，对任何事，若我們凭基督活着，基督就
是我們的禧年︒（禧年，第一章）

第一周—周六

晨兴喂养

路十五17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么？
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热切的与他亲嘴︒
有时候我們也許会有把基督摆在一边的痛苦经历，，而暫時失
去了神的同在︒我們一没有了神，我們就是卖身，再度作了奴
隶︒但是當我們重新開始享受主耶稣，我們就有神，我們就得着
自由︒这时候在我們里面就是一切应心，万事如意；这时候在我
們里面就是禧年︒我們不仅欢喜快乐，不仅有福有寿，乃是一切
应心，万事如意，这就是禧年的意義︒（禧年，第一章）
职事选读
路加四章的禧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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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十五章的主题，不是讲
浪子回家，乃是讲父亲盼望儿子回来，然后悦纳儿子，抱着儿子
亲嘴︒父亲悦纳儿子，讲父亲悦纳儿子的禧年︒⋯〔在这个比喻
里〕那个父亲不是偶尔才出门看看；他乃是敞开家门，天天都站
在家门口巴望儿子回来︒因此儿子一回来，父亲就能远远望见，
并且马上跑上前去抱着他亲嘴；这就是悦纳︒浪子回来的那一天
，就是他的禧年，就是神悦纳人的恩年︒神悦纳一切堕落却悔改
的浪子︒
就属灵的意义说，这个故事乃是描写一个堕落的人，完全丢弃
了父神家的产业︒他离开了自己的产业，也卖身为奴︒今天所有
堕落的人，不论是总统︑君王，或是贫穷︑讨饭的，无论是那一
行业，实际上都是放猪的︒什么叫放猪？就是所作所为不干净︒
有人说政治是黑暗的，其实那一行不黑暗？有人说政治第一黑暗
，商业第二黑暗︒那么教育不黑暗么？得了博士学位的︑作了医
生的不黑暗么？都是黑暗的︒人人都在放猪︒放猪最显明的意思
就是污秽，指明作污秽的事情⋯这个故事描写堕落的人一旦离开
了神，就是去放猪︒无论他作什么行业，只要他离开神，他就是
在放猪︒你们认真想想看，你们作事的时候干净么？在社会上作
事的，都是在猪圈里打滚，只不过有的人吃好一点的豆荚，有的
人吃差一点的豆荚︒但都是在放猪，都是在吃豆荚︒

这个浪子想一想，自问说，我为什么作这个？我父亲富有得很
，我在这里饿死么？这就是罪人悔改了︒但罪人悔改后的观念，
就是回家作工︒所以他接着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
他说，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并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
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罢︒”（路十五18～19︒）他就起来到
父亲那里，准备照样说︒但父亲不喜欢听这话；所以他这话还没
有说完，父亲就打断他的话，马上告诉仆人说，“快把那上好的袍
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
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22～23︒）那个肥牛犊就
是预表基督，基督就是神；神在基督里作了肥牛犊，给我们这些
悔改归回的浪子享受︒对我们而言，这就是禧年︒
所以路加十五章就是路加四章禧年的例证︒浪子卖了产业，也
卖了自身︒有一天他归回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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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只有享受，只有吃喝
，没有劳苦︒所以利二五章那里说，在禧年的时候不要种，也不
要收，只要吃︒没有种，没有收；就是吃，就是享受︒要吃地里
自产的，就是吃神所供给你的，不需要你去劳苦︒这就是路加十
五章，父亲不要听儿子所说作雇工的话的原因︒父亲乃是给儿子
肥牛犊，要他吃喝享受︒这里没有不配，全是配；因为神说，“我
悦纳你︒”禧年就是神悦纳人的年代，是神悦纳人的时候︒这就是
路加十五章那个父亲悦纳回头的浪子所指明的，这是真正的禧
年︒（禧年，第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