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宣扬禧年 

第二篇 

禧年的福分—归回我们的产业 
和从奴役中得自由 

读经：路四1819；弗一1314；林后六2；利二五9～13，39～
41；诗十六5；九十1；弗二12；行二六18；西一12；罗七14下
；约八34，36；罗六6～7；八2；加五1  

周一 

壹 禧年有两项主要的福分：各人归回失去的产业，
并从奴役得着释放—利二五8～17： 
一 在禧年，每一个卖了他的产业，卖了他所分得的那份美

地的人，都要归回自己的产业，而无须付赎价（10︑
13︑28）；并且每一个卖了自己作奴仆的人，都要重
得自由，归回本家（39～4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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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从一切捆绑得着释放，回到召会，就是他们神圣的
家—弗一13～14，约八32︑36，参诗六八5～6︒ 

  周二 

貳 禧年的第一项福分乃是归回我们失去的产业—利
二五9-13；诗十六5, 2；九十1；行二六18; 弗一14
；西一12：  
一 现在我们来看什么是人的产业︒诗篇十六篇五节说，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分你为
我持守︒』︒地并不是我们真正的产业，神才是我们的
产业，地仅仅是个预表，也是个象征，表号︒ 

二 神把亚当造好之后，乃是把亚当摆在生命树前，表示神
要亚当接受生命树︒什么是生命树？生命树就是神︒—
創二7，9；約六35︒ 

  三 但是亚当没有接受生命树，因此就失去了那一分对神的
享受︒亚当从神前堕落，结果使全世界的人失掉了神︒

因此以弗所二章十二节说，今天人活在世上，乃是没有
指望，没有神︒ 

四 得救就是归回我們的基业；就是归回神；回来归向神，
重新享受神作我們的产业︒神作我們的基业，我們得救
之后，神的灵就在你里面作凭质，作担保，作凭据，作
你得基业的保证—弗一13～14 

周三 

五 歌罗西一章十二节也说，‘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
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分︒’今天神在基督里作了我们
的福分： 

1. 今天我们不再是在基督之外，我们乃是在基督里
（林前一30）︒我们有神，而且我们『打开开关』
享受神作我们的产业︒ —参林前十二3；罗十12︒ 

2. 禧年完全在乎一个产业的问题，而我們的产业就是
神︒有神就有禧年，有神就一切应心，万事如意︒ 

六 在禧年里，我们不是得回产业归我们，乃是我们归回我 
们的产业︒不是神归回我们，乃是我们归回神︒ 

七 在禧年里最大的一个福气，就是我们归回神，归回到我 
们的产业︒这是利未记二十五章的一个重点—诗歌441, 
1～2节︒ 

周四 

叁 禧年的第二项福分乃是那些卖身为奴的人从奴役
中得着自由—利二十五39～41，54；约八34，36；
罗七14；六6～7；八2；加五1： 
一 利未记二十五章另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得了自由—加五

1︒ 

二 因着我们穷到一个地步，不仅失去了神作我们的产业，
并且还把我们自身卖了做了奴隶︒我们既然卖了自己，
我们就失去了自由—罗七14；六6b；约八34︒ 

三 但是到禧年的时候，我们不只归回产业，归回神自己，
并且我们也得了自由，从奴役之下被释放出来—约八
36；路四18～19︒ 



四 人因着堕落失去神，没有神，所以圣经讲禧年，第一就
是要人归回神︒我们有了神并且享受祂，我们就有了真
自由—诗246︒ 

周五 

肆 神的救恩使我们有眞自由；我们的产业是神，我
们的自由来自我们对神的享受：  
一 人若不享受神，是不会有眞自由的；自由就是释放，就

是脱开一切捆绑︑一切重担︑一切压制和一切奴役—约
八32︑36，加五1，林后三17︒ 

二 我们人生里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是我们的辖制；在每一 
件事之下我们都可能作奴隶—约八34，参林前六12︒ 

三 首先撒但把我们俘掳了，然后他就来住在我们里面，作 
我们犯罪的主动者︑主使者；结果他就成了我们非法的
主人，我们就作了他的俘虏，使我们不能做好事，只能
做犯罪的事—罗七14，约壹五19： 

1. 人若没有神，那么他在神以外所尝试享受的一切都
是狗食︑废物︑粪土—腓三7～9，参彼后二22︒ 

2. 撒但称为别西卜（Beelzebul），意『粪堆之王』；
这名源自『别西伯布（Beelzebub）』，意『苍蝇
之王』；撒但专门带着罪人像苍蝇一样以粪为食—
太十25，十二24︑27，王下一2︒ 

3. 尽管人人心里实在都不愿意犯罪，结果个个都犯了
罪，都身不由己，都成了罪的奴隶—罗七18～23，
约八34︒ 

周六 

伍 保罗在罗马七章二十四节的迫切呼喊，在八章二
节得着回答，那里说，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
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与死的律；这是
基督作为禧年的自由—英诗#508： 

一 惟有通过享受基督作赐生命的灵，我们才能得着释放，
才有眞自由；惟有享受神的人能不犯罪，而有眞自由，
过一个自由︑释放︑脱离辖制的生活—约八36; 林后三 
17： 

1. 生命之灵的律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
这个律就是主自己，祂经过死与复活，成了赐生命
的灵—罗八2； 林前十五45︒ 

2. 如果我们不充分地享受主，就还会在许多事上受捆
绑；立志没有用，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来到主这里，
吃祂并享受祂—林前一9，启二7，赛五五1～2︒ 

3. 惟有享受神的人才不实行罪，才有眞自由—约八11
～12︑24︑28︑31～36︒ 

4. 基督这禧年释放我们脱离贫穷︑被掳︑瞎眼和压制
—传一2︑14，三11，腓三8，彼后二22，路十二
21，启三17︒ 

二 保罗有一个伟大的发现—他得着启示，看见三一神经过
成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的过程，成
了生命之灵的律，装置在我们灵里—罗八3︑11︑34︑
16︒ 

三 生命之灵的律乃是神圣生命自动的原则和自发的能力；
这律是神圣生命所具自然的特性，和自有︑自动的功
能︒ 

四 基督徒的生活不该靠意志的能力，乃该靠他灵里复活生 
命之灵内里之律的能力；这律有最大的能力；这律胜过
死超越死并且不被死拘禁—罗七19，太二六41，弗一
19～23，西一28～29，林后一8～9，约十一25，来七
16，徒二24，启一18︒ 

五 我们能与已装置且在内里运行的生命之灵的律合作，借 
着操练我们的灵，『打开』这律的『开关』，使我们能
享受基督作自由，而过禧年的生活—腓二12～13，罗
八2︑4～6︑13～16︑23，五10︑17，提前四7，提后
四22︒ 

六 打开我们灵里涌流的那灵这神圣奥秘的『电流』，最好 
的路乃是呼求主耶稣的名—林前十二3下，罗十12～13
︒ 

七 我们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接触那灵时，就享受基督作禧年 
无数丰富的方面—罗八4︒ 

 



第二周—周一 
晨兴喂养 

利二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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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在这禧年，你们各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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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每家都分得美地的一分︒以色列人接受了他们的一分
地之后，有些人渐渐贫穷，卖了他们的那一分（25上），因此失
去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基业︒另有人穷到一个地步，甚至卖身为
奴（39上），因此失去他们的自由，并与他们的家人分开︒迦南
美地预表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的三一神（西二9），实化为包罗万
有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林后三17，加三14），作为所分给
众圣徒的分（见申八7注1）︒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定意将祂自己
在基督里赐给人，作人的产业，人的基业（创二9，十三12～15
，诗十六5，九十1）︒然而，人堕落了，在堕落中失去神作他的
产业（创三24，四16，弗二12），并把自己卖给罪︑撒但和世界
作奴仆（约八34，罗七14下，加四8，多三3，约壹五19下）︒神
新约的救恩，由神的恩典，基于祂在基督里的救赎所成就（罗三
24，五1～2，弗二8），将堕落的人带回归向作他神圣产业的神
（徒二六18，加三14，弗一14，西一12，路十五12～24），释
放人脱离罪︑撒但和世界的奴役（约八32，罗六6，14，八2，来
二14～15，约十二31），并将人恢复到他神圣的家，就是神的家
里（加六10，弗二19），使他可以在神的恩典里享受交通（林后
十三14）︒（圣经恢复本，利二五10注2，第一︑二段︒） 

职事选读 

神在救赎里作了我们的产业，给我们享受 
现在我们来看什么是人的产业︒诗篇十六篇五节说，‘耶和华

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分你为我持守︒’地并不是

你的产业，神才是你的产业︒地乃是个预表，也是个象征，表
号︒为什么神是人的产业？从创世记一章二十六節和罗马九章二
十一至二十三節，我们能清楚看见，神所创造的人乃是神的器
皿︒器皿本身是空的，它需要內容︒器皿的内容就是器皿的产
业︒一个空杯，就是一个穷杯︒渴了的人想要喝一点东西，但如
果这里只有一个空杯，就不能满足他的干渴︒空就穷，穷就空︒
人是神的器皿，所以人若没有神就是空的︑穷的︒诗歌七百零一
首第一节副歌说，‘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凡事都虚
空，如捉影，如捕风︒’末一节的副歌就说，‘没有主，就虚空，有
了主，就不空！凡事都虚空！惟有主，不虚空︒’人没有主就是
空︒因此，人真正的产业不是土地房子，也不是妻子儿女；人的
产业乃是神︒神造人作祂的器皿，是为着盛装祂自己︒你这个器
皿里面若没有神作你的内容，你就是空的，你也是穷的︒ 

神把亚当造好之后，并没有告诉亚当别的，乃是把亚当摆在生
命树前，要他接受生命树︒什么是生命树？生命树就是神︒主耶
稣也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信入我
的，必永远不渴︒’（约六35︒）诗篇三十六篇九节也说，‘在你
那里，有生命的源头︒’主就是那一棵生命树，也就是那一道生命
河；信祂的，就吃喝祂，且得着饱足︒確定地說，神就是我们的
产业︒不仅如此，诗篇十六篇五节说，神不仅是我们的产业，神
更是我们杯中的分︒在這一節裡，产业是笼统的说法，杯中的分
是更切身的说法︒神不仅是我们的产业，更是我们杯中的分為著
我們的享受︒神不仅是我们的产业，也是我们真實的享受︒并且
我们所得的，神为我们持守︒（禧年，第二章） 

 
 
   



第二周—周二 
晨兴喂养 

弗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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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祂的荣耀得著称赞︒ 

〔这词凭质可翻成〕预尝，担保︒即象征性的付款，先付的部
分款，保证全额的付清︒我们是神的基业，圣灵在我们身上乃是
印记；神是我们的基业，圣灵对我们乃是这基业的凭质︒神将圣
灵赐给我们，不仅作我们基业的保证，担保我们所承受的；也作
我们从神所要承受的预尝，使我们预先尝到完全的基业︒在古时
，“凭质”的原文是用于土地的买卖，卖主给买主那片土地的一些
泥土作样品；因此，根据古代希腊文的用法，凭质也是样品︒圣
灵乃是我们从神所要完满承受之产业的样品︒（圣经恢复本，弗
一14注2） 

我们蒙神救赎的人——召会，乃是神用基督的宝血所买的产业
（徒二十28）︒在神的经纶里，神成了我们的基业，我们也成了
神的产业︒何等奇妙！我们没有付出什么，却得着了一切！神得
着我们是有代价的，我们承受神却是白白地︒这是使神的荣耀得
著称赞︒（圣经恢复本，弗一14注4） 

职事选读 
神把生命树摆给了亚当，但是亚当没有接受，因此就失去了那

一分对神的享受︒亚当从神前堕落，结果使全世界的人失掉了
神︒因此以弗所二章十二节说，今天人活在世上，乃是没有指望
，没有神︒路加十五章十一至三十 二节的那个浪子，就是所有人 
类的描绘︒从作君王︑总统的，到扫马路︑讨饭的，个个都是浪
子，都变得一贫如洗，跟猪生活在一起︒人堕落，就是从神堕落
，从产业堕落了︒人失去神作他的产业和享受︒这是失喪的头一
步︒ 

人堕落后，第二步就是卖身给罪︒保罗在罗马七章十四节说，
‘我是屬肉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是堕落的罪人，我们失去了
神，我们没有神了︒不仅如此，我们也是将肢体卖给了罪，作了
罪的奴隶︒（六19︒）罪支配了我们︒今天的世人，不管是什么
人，都在罪的支配之下︒有的人理性高一点，还能受理智控制，
为了社会︑亲族︑朋友，不肯在身外胡来；但在心思里他们也都
是胡来的︒谁在心里不是卖给罪的？我们都是将自己卖给了罪︒ 

神呼召保罗，对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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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基业
就是神作我们的产业，也就是神作我们丰富出产的地业︒今天人
都需要有地养生，也都需要有屋安身︒如我們看過，诗篇十六篇
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九十篇一节说，‘主阿，你世世代代作
我们的居所︒’诗歌第四百四十一首，就是根据这两篇诗篇写的，
大意是说，神是我们的永分，是我们的一切，也是我们的安稳住
处︒神是我们的地业，也是我们的居所︒难怪主耶稣来了，就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太
十一28︒）在约翰十五章祂又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4︒）
今天所有的人，都把神失掉了，就是把产业丢了，并且没有真实
的住处︒堕落的人类，没有真实的住处，他们都是漂泊︑流浪︑
无家可归︒表面看来他们有高楼大厦，实际上他们里面却没有安
息，没有住处︒人之所以是漂泊的，乃是因为人失掉了神︒神是
人真正的居所，神也是人真正的产业︒ （ 禧年，第二章 ） 
 
   



第二周—周三 
晨兴喂养 

西一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分
； 

林后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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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神用子神的救赎，借灵神的圣别，使我们够资格同得包罗万
有的基督，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化身，作众圣徒的分︒（圣
经恢复本，西一12注1） 

〔所分给众圣徒的分〕指业分，如以色列人分得迦南美地之分
，作他们的产业（书十四1）︒新约信徒的基业，我们所分得的
分，不是物质的土地，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祂是众圣徒所分得
的分，作了我们神圣的基业，给我们享受︒（圣经恢复本，西一
12注3） 

职事选读 

传福音就是宣告神的禧年，叫人得救归回产业享受神 
我们传福音，就是向人宣告神的禧年︒主耶稣在路加四章十八

至十九節就作了这个宣告，祂宣告禧年的来临︒路加四章的禧年
控制了整卷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而路加十五章浪子回家的故事
是禧年極佳的說明︒在看這預表之前，还需要看幾處經節︒保罗
在以弗所一章十三和十四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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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赎
，使祂的荣耀得著称赞︒’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归回我們的基业
；就是归回神；回来归向神，重新享受神作我們的产业︒神作我
們的基业，我們得救之后，神的灵就在你里面作凭质，作担保，
作凭据，作你得基业的保证︒在希腊文里，凭质，担保品就是样
品的意思︒样品是给你预尝的，担保将来你会全享︒圣灵今天在
你里面，就是神作你享受的担保品，样品，先给你尝尝味道，担
保将来你会完满的享受神︒所以，得救就是得着神︒不光是得了
救，更是得了神︒你有了神，就什么都有了；你没有神，就什么
都没有了︒你得着神才是得救了，有了神一切就都有了︒神就是
你的基业︒ 

歌罗西一章十二节也说，‘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
所分给众圣徒的分︒’今天神在基督里作了我们的福分︒在基督以
外，人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在基督以外，你活在地

上没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说你还在基督之外︒你
乃是在基督里，是有神的人︒我们有神不是一个说法，乃是一个
事实︒但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仍然不快乐？比如装电
灯，电灯装了，也接上电了，但开关若不灵，灯就仍然不能发
光︒有电，卻沒有光，實際上有电等于没电︒有些基督徒就是这
样，虽然有神，却像灯有电而不亮，因为他們沒有取用神作他們
的分，來『打開開關』︒ 

就如保罗所说的，你们从前是在基督之外，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神︒（弗二12︒）但今天我们不再在基督之外了︒我们乃
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神，而且我们『打開開關』享受神作我们
的产业︒所以禧年完全在乎一个产业的问题，产业就是神︒有神
就有禧年，有神就一切应心，万事如意︒我们传福音就是吹救赎
的号筒，向世人宣告说，‘看哪，今天就是神悦纳你的禧年︒’正如
林后六章二节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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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人堕落远离了神，神却在等候你，巴望 
你回来︒（禧年，第二章） 

 
 
 

 
 
   



第二周—周四 
晨兴喂养 

加五1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
住，不要再受奴役的轭挟制︒ 

林后三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 

〔加拉太书五章1节的自由〕指从律法的奴役下得以自由︒基
督借着祂救赎的死，和分赐生命的复活，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在
恩典中得以享受这自由︒（圣经恢复本，加五1注1） 

那灵，就是三一神终极的表现，在约七39时还没有，因为那
时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是神的具体化身，那时还没有完成祂
必经的过程︒三一神为着祂救赎的经纶，必须在人里面经过成为
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这些过程︒在祂复活之后，就是在祂完成
了一切的过程之后，祂就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这赐
生命的灵，在新约里称作“那灵，”（罗八16，23，26～27，加三
2，5，14，六8，启二7，三22，十四13，二二17），就是那赐
给我们神的生命（6，约六63），并释放我们脱离律法辖制的
灵︒（圣经恢复本，林后三17注3） 

职事选读 

人真实的光景— 
贫穷︑被掳︑受压制 

人因着堕落失去神，没有神，所以圣经讲禧年，第一就是要人
归回神︒你有了神，你享受祂，那才是真自由︒旧约的预表是这
样：一到禧年，一个原来卖身为奴的人，就回到自己的产业，也
回到自己的家属那里，与亲人团聚；同时他自身也脱离了奴仆的
轭，不再作奴隶︒到了新约时代，主在路加四章那里说到三种人
的光景︒十八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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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里有贫穷︑被掳︑受压制的这三种人
；但实在说来，这不是三种人，乃是人的三种光景︒当你失去神
，你就成为贫穷的；贫穷的结果，你就被掳了；你被掳以后，就
受压制了︒然而禧年一到，就叫你得着自由，能以脱离贫穷，脱
离被掳，也脱离压制︒ 

我年幼的时候读到这一节，我不懂贫穷人是指什么说的，是指
物质贫穷，还是属灵贫穷？有的人说，这里的贫穷是指物质贫穷
，而物质贫穷就是象征属灵贫穷︒那个讲法不对︒真正贫穷的人

并不是指没有钱的人︒真正贫穷的人，就是没有神的人︒请看今
天的万贯富翁，他虽拥有财富，但他深处的虚空若无法得到满足
，难道他不贫穷么？无神就是真正的贫穷︒一切物质的财富都算
不得什么；保罗说，所有物质的东西都像粪土︒他说，‘我因祂
（基督）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腓三8
︒）他为基督的缘故，把万事万物都看作粪土︒粪土原来的意思
是狗食，是给狗吃的渣滓︑垃圾︒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人在地上
若没有神，那么他在神以外所享受的一切都是狗食，只有神才是
人真正的食物︒主耶稣说，祂是生命的粮︒在祂之外的一切，都
是狗食，甚至比狗食还不如︒路加十五章的那个浪子离开父亲时
，就是离开了他的产业；结果他所吃的比狗食还差，他吃的是猪
食︒这个浪子的父家口粮有余，但他自己穷到一个地步，只得吃
豬食 ︒所以请你记得，不是没有钱的人叫作贫穷，乃是没有神的 
人才叫作贫穷︒（禧年，第三章） 

 
 

 
   



第二周—周五 
晨兴喂养 

约八34  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36  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32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真理，并不是道理上所谓的真理，乃是神圣事物的实际，就
是主自己…︒〔约八32〕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6节说，
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这证明神的儿子，主自己，就是真理︒主
既是神的具体化身（西二9），祂就是神所是的实际︒因此，实
际就是神的神圣元素，给我们实化︒当主这位伟大的“我是”进入
我们里面作生命，祂就在我们里面作光照耀，将神圣的元素带进
我们里面作实际︒这实际，就是那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神圣元素，
给我们实化，借着神的生命作人的光，使我们得以自由，脱离罪
的奴役︒主作神的话成为肉体（一14），就是把神当作这实际带
给我们，作我们享受的恩典（一17）︒（圣经恢复本，约八32注
1） 

职事选读 

路加四章十八节又说，‘宣扬被掳的得释放︒今天在美国最自
由了，谁也不能掳谁︒然而实际上，个个都被掳了︒总统被掳了
，老百姓也被掳了︒是谁把他们掳去的？在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
，主对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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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我们个个人都被撒但
掳去了︒人类不论士农工商，不分男女老幼，个个都是撒但的俘
虏，都在撒但的权下︒表面看，人有自由；实在说，全世界没有
一个人有自由，乃是都在撒但的权下作俘虏︒世上的人都是被动
地留在那恶者撒但的势力范围里，在他的霸占并操纵之下......︒ 

所以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都是撒但的俘虏，都被他掳去了︒他
俘虏我们之后，就进到我们里面作别西卜，作苍蝇之王，带着我
们到处犯罪︒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愿意犯罪，但是当你上了瘾的
时候，给别西卜一挑动，你就非跟着他，让他牵着鼻子走不可︒
等到事过之后，你就懊悔：‘我真笨阿，我这是在作什么，何必作
这个？’人人心里实在都不愿意犯罪，结果个个都犯了罪，都身不
由己，都成了罪的奴隶︒因此主耶稣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
仆︒’（约八34︒） 

一个人无论对谁生气，之後馬上气就能消的，他就可以说是圣
人君子了︒我们这些得救的圣徒，照理应该是超过圣人君子︒但
你生气后，能不能马上气就没有了？生气后回到主面前，就我们
来说还是不容易︒也许你相当有学习，你回到主面前，气就消了
；但等你从主面前出来，再看见那个得罪你的人，你的气又来
了︒我们可以说，木头︑石头不生气，人没有不生气的︒我不是
要说姊妹们的短处；我劝你们弟兄最好不要得罪姊妹们，只要一
得罪了她们，她们就很难忘掉︒这都是因为人受了辖制，没有自
由︒罪在我们里面的确是个真正的辖制，所以保罗到罗马七章末
了就说，‘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感谢神，罗马八章二节
说，在基督里有一个生命之灵的律，释放了我们脱离罪与死的
律︒说句不好听的话：只有死人不生气︒但是感谢主，蒙主的怜
悯，我可以对你们作见证：我现在生气，半分钟就过去了，并且
不再气了︒为什么？这是因为生命之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不必
再受罪的辖制了！（禧年，第三章） 

 
 

 
   



第二周—周六 
晨兴喂养 

罗八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
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启二7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
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生命之灵的律，是〔罗马书八章〕的主题︒〔二〕节只说到与
这律的运行有关的那灵和生命︒生命乃是那灵的内容与流出，那
灵乃是三一神终极完满的显出︒这位三一神，经过成为肉体︑钉
死并复活的过程，成了内住︑赐生命的灵，作所有在基督里之信
徒的生命︒罪的律，乃是出于住在我们堕落身体肢体中的撒但
（七23，17）︒那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这罪律的，乃是这生命
之灵的律︒不是神，也不是那灵，乃是这律，在我们里面运行，
救我们脱离肉体中罪律的运行，并使我们认识神，得着神，而将
祂活出︒这生命之灵的律，是生命之灵的自然能力，只要情形符
合这律的要求，这自然的律就会自动运行…︒ 

不论撒但还是神，在进入并住在我们里面以后，其运行都不是
借着外面客观的活动，乃是借着里面主观的律︒生命之灵的律的
运行，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在我们灵里的运行，也就是这三
一神在祂生命中，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经恢复本，罗八2注3
） 

职事选读 

惟有享受神作赐生命的灵，才得着释放，而有真自由 
在路加四章十八至十九節这里，主耶稣引旧约以赛亚书的话，

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就是传福音给失去神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
眼的得复明，叫那受辖制的（就是作奴隶的）得自由，宣扬主悦
纳人的禧年︒’不要以为只有在你得救那一天，禧年才来到，你才
得自由︒实在说，整个新约时代，就是禧年时代；我们基督徒的
一生，都是在过禧年，这一生都是过一个自由︑释放︑脱离辖制
的生活︒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宣扬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这
就是禧年的自由；这就叫禧年的福分，也就是福音的福分︒什么
是福音的福分？福音的福分就是归回神，得着神，也就是神作了
我们的产业︒我们一享受神作产业，我们就自由了︒惟有享受神

的人能不犯罪，惟有享受神的人有真自由︒约翰八章三十六节说
，‘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們要自由，要能
不犯罪，就必须享受神的儿子，得着神的儿子︒今天神的儿子就
是赐生命的灵︒这赐生命的灵就是生命之灵，祂在我们里面就是
生命之灵的律︒因此，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就是主自己︒主经过死
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也就是生命之灵︒每個生命都有一个
律，这个生命的灵也有一个律︒这个生命之灵的律，把我们释放
了，叫我们脱离罪的律︒我们不仅在信主的那一刹那，享受禧年
的自由；我们乃是从那一天起，一生都应该享受这个自由，并且
一直享受到永世︒这个自由乃是从享受神来的︒祂作了我们的产
业，给我们享受；我们一享受祂，就得着自由︒这样，我们就有
真正的自由，而不再受捆绑︒但如果我们享受神不够，就在许多
事上还会受捆绑︒ 

总而言之，禧年乃是我们归回神作产业，作我们的享受，我们
就自由了，就从一切的辖制下得释放，而从撒但权下归回神，从
罪恶的奴役之下得了自由︒因此挣扎努力是没有用的，相信福
音︑享受神才有用︒有人也许会说，‘真好，我回家去，要立定志
向，不再生气，不再发脾气︒’但立志为善由得你，行出来却由不
得你︒立志没有用，一定要享受主︒我们一定要学习接触这位又
真又活的主，享受祂︒这样，祂在我们里面就作我们的释放，作
我们的自由︒结果我们又有产业，又有自由︒（禧年，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