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宣扬禧年 

第三篇 

禧年的生活和享受基督作禧年 

读经：利二十五10～12，19～22；太十一28；腓四5～7，9；路
十五23；林前五8；弗三8；腓一19；林后十二9，十三14；珥二
28～29，32上；徒二16～18，21；林前一2；提后二22 

周一 

壹 禧年的生活，是一种活在对基督享受里的生活，
也是一种享受神作我们的基业和真自由的生活－
徒二十六18；约八36；大本诗歌256首： 

一 禧年的生活，就是在禧年里过的生活，是一种安息在美
地并享受美地丰富的生活—串珠申八7～10︒ 

二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该是一种满了自由和释放的生活，也
是一种满了安息︑满足和享受的生活： 
1. 路十五23表明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享受的生活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 
a. 浪子回到父家的结果是他能够和父家里所有的人

一同吃喝快乐︒ 
b. 这说明了我们要吃基督作肥牛犊︑喝赐生命的

灵︑享受三一神和父家的肥甘並一同快乐︒ 
2. 林前五8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节期：”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
的酵，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 
a. 这里的节指除酵节，是逾越节的延续︒ 
b. 这节期共有七日，即一段完全的时间，表征我们

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从悔改之日到被提之
日︒ 

c. 节期不是让我们作工的，而是吃喝︑享受︑满足
并安息的时间；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以基督作食
物︑享受︑满足和安息的︒ 

 

  周二 

3. 保罗在以弗所三章8节说：“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
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
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a. 基督的丰富就是基督之于我们的所是，就如光︑

生命︑义和圣，作为我们的经历和享受；这些丰
富测不透也追不尽︒ 

b. 基督徒的生活是享受基督追测不尽丰富的生活—
串珠罗十12︒  

4. 保罗在腓一19说到耶稣基督的灵丰富的供应；基督 
徒的生活也是享受这丰富供应的生活︒ 

周三 

三 在禧年里，就是吃基督作美地真正的出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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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辖制中得释放—约六57；申八7～10；西一12；约十
五5；诗十六5，九十1；罗六6～7；加五1︒  

四 得释放脱离人生的三种劳苦—作好人的劳苦︑罣虑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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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七24～八2；腓四5～7；林后十二9
︒ 

周四 

五 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一个满了享受主的生活，满了喜乐
和赞美的生活；当我们完全享受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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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前五16～18；大本诗歌521首︒ 
2. 得胜的生命只有在感恩和赞美的环境中才能存活

—18节；西三17；诗一〇六12；代下二十20～22
；大本诗歌新诗第二节︒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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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六16～21；西一17
下，18下︒ 

 



 
周五 

七 保罗学得活在禧年生活里的秘诀，就是在各种环境里赢
得基督—腓四5～7，11～13︒ 

八 因着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下，所以我们应该祷告说：
“主啊，求你充满我︑得着我︑占有我；无论我外在的
光景如何，我就是要享受你︒” 

周六 

贰 彼得最初宣扬福音时，引述了申言者约珥的话，
并宣告了凡信徒都可以藉呼求主名这样的禧年操
练，来享受基督作禧年－徒二16～18，21；珥二28
～29，32上；补充本诗歌225首 

一 约珥书启示出外在人类历史中内在的神圣历史；我们在
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是一个呼求主名︑享受基督丰
富︑为着建造基督身体以完满彰显基督的历史—珥一1
～4；罗十12～13；弗三8，19；一22～23︒ 

二 约珥关于神新约禧年的申言及应验有两方面：在神那一
面，祂在耶稣复活升天时已将祂的灵浇灌下来；在我们
这一面，我们呼求那升天的主名，因为祂已成就︑据
有︑并得着一切： 
1. 呼求主名就是有分并享受那包罗万有的基督所成

就︑据有︑并得着的一切，作为得着我们救恩之必
要操练—林前一2；罗十12～13；五10︒ 

2. 我们可以藉着呼求主名，随时享受主同在的新鲜
（凉爽的︑更新的︑和得释放的）—徒三20；二21
︒ 

3. 耶稣是主的名，那灵是祂的人位；当我们呼求“主耶
稣”，我们就接受那灵—林前十二3下，13︒ 

4. 我们一呼求主名，就享受那灵作为神的救恩应用在
我们身上；当我们操练灵呼求祂，我们就将祂吸入
并喝祂︑享受祂的丰富；这才是真实的敬拜神—徒
二21；罗十12～13；哀三55～56；赛十二3～4；
约四14，24︒ 

5. 我们操练呼求主名，就能持续地接受那灵的丰富，
神也会成就祂的应许，补还我们“被蝗虫吃掉的年
月”—珥二25；加三2，5，14︒ 

三 使徒行传启示了呼求主名，是人跟随主的表记（林前一
2）；这样的呼求必定是发声的，才能是一个表记： 
1. 希腊原文的“呼求”是指名对象的呼求；所以发声地

喊出来，而且是大声的呼喊，就像司提反的呼求一
样—徒七59～60︒ 

2. 当司提反受到迫害，他就是这样操练的，而且的确
让迫害他的人之一的扫罗印象深刻︒后来那不信的
扫罗，就是这样迫害那些呼求主名的人的—58～60
节；九14，21；二十二20︒ 

3. 当扫罗被主得着后，亚拿尼亚随即把他带进基督身
体的交通中，并指示他要受浸︑呼求主名，让他人
知道他也是这样一个呼求主的人—16节︒ 

4. 保罗是这样操练的人，他也要求年轻的同工提摩太
如此行，才能和他一样的享受主—提后二22︒ 

 
   



第 三 周—周一 
晨兴喂养 

路十五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 
林前五8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

的酵，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 
弗三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

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路十五23的肥牛犊〕表征丰富的基督（弗三8）在十字架上
为作信徒的享受而被杀了︒神的救恩有两面：上好的袍子所表征
外面客观的一面，以及肥牛犊所表征里面主观的一面︒基督作我
们的义，是我们外面的救恩；基督作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是
我们里面的救恩︒上好的袍子使浪子有资格符合他父亲的要求，
使父亲心满意足；肥牛犊使他得着饱足，不再饥饿︒因此，父和
子能一同快乐︒（圣经恢复本，路十五23注1） 

〔林前五8节〕这里的节指除酵节，是逾越节的延续（出十二
15～20）︒这节期共有七日，即一段完全的期间，表征我们基督
徒生活的整个期间，从悔改之日到被提之日︒这是很长的节期，
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就是旧性情的罪，乃要用无酵饼，就
是新性情的基督，作我们的滋养和享受︒惟有祂是纯诚真实的生
命供应，绝对纯净，没有掺杂，并且满了实际︒节期乃是享受筵
席的时候︒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该是这样的节期，这样享受基督
作我们的筵席，作我们生命丰富的供应︒（圣经恢复本，林前五
8注1） 

使徒传的不是道理，乃是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就是基督
之于我们的所是，就如光︑生命︑义︑圣等，以及祂为我们之所
有，并祂为我们所完成的︑所达到的并所得着的︒基督的这些丰
富，测不透也追不尽︒（圣经恢复本， 弗三 8注3） 

职事选读 

我们要继续来看禧年的生活，就是在禧年里所过的生活︒我们
在前一篇信息中曾指出，这种生活乃是安息在美地，并享受美地
丰富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该是满了自由和释放，并满了安
息︑满足和享受的生活︒ 

 

享受的生活 

路十五23指明，基督徒的生活该是享受的生活：“把那肥牛犊
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浪子回到父家的结果，是他和家里
的人都能吃喝快乐︒这指明我们该吃基督这肥牛犊，喝那赐生命
的灵，并且因享受三一神和父家的丰富而快乐︒ 

当我们往前到林前五8，我们会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过节：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纯
诚真实的无酵饼︒”这里的节乃指除酵节，是逾越节的延续（出十
二15～20）︒这节期共有七日，是一段完全的期间，表征我们基
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从悔改之日到被提之日︒这是很长的节期
，我们守这节该用无酵饼，就是基督，作我们的滋养和享受︒惟
有祂是纯诚真实的生命供应，绝对纯净，没有搀杂，并且满了实
际︒守这样的节期乃是享受筵席的时候︒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该
是这样的过节，这样的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筵席，作我们生命丰富
的供应︒因此，在林前五8，保罗嘱咐我们要用基督这无酵饼守
这节︒ 

节期不是工作的时候，而是吃喝︑享受︑满足并安息的时候︒
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基督该是我们的食物︑享受︑满足和安息︒ 

在弗三8保罗说，“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
，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保罗传
的不是道理，乃是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就是基督之于我们
的所是，就如光︑生命︑义︑圣等，乃是为着我们的经历并享
受︒这些丰富测不透也追不尽︒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享受基督追
测不尽之丰富的生活︒（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六十九篇） 

 
 
   



第 三 周—周二 
晨兴喂养 

腓一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
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林后 
十二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十三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
同在︒ 

原文〔全备的供应〕指歌咏团的首领，供给团员所需用的一
切︒包罗万有之灵这全备的供应，叫保罗在为基督受苦时，能活
基督并显大基督︒（圣经恢复本，腓一19注3） 

主的恩就是主自己作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约一17与注1
，林前十五10与注1）；神的爱就是神自己（约壹四8，16），作
主恩的源头；圣灵的交通就是圣灵自己，作了主恩同着神爱的传
输，给我们有分︒…神的爱是源头，因为神是元始；主的恩是神
爱的流道，因为主是神的显出；灵的交通乃是主的恩同着神爱的
分赐，因为灵是主同着神的传输，给我们经历并享受三一神——
父︑子︑圣灵，连同祂们神圣的美德︒（圣经恢复本，林后十三
14注1，第一︑二段） 

职事选读 

在腓一19，保罗说到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基督徒的生
活，就是享受这全备供应的生活︒ 

在林后十二9我们看见，保罗经历并享受基督的恩典：“祂对我
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
全︒”在林后十三14保罗继续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
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的确，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
的交通是为着我们的享受︒主的恩就是主自己作我们的生命，给
我们享受；神的爱就是神自己，作主恩的源头；那灵的交通就是
那灵自己，作了主恩同着神爱的传输，给我们有分︒享受主的恩
，神的爱和那灵交通的结果就是满足，而这享受和满足的结果乃
是安息︒所有的基督徒都该有这享受︑满足和安息︒ 

然而，只有少数的基督徒天天享受基督的恩，神的爱，和那灵
的交通︒对这享受，我们如何？我们很多人在劳苦，满了挂虑和

烦恼︒不仅如此，我们还有许多盼望或梦想︒至终，因着这些梦
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失望痛苦︒我们许多人天天都在劳苦︑烦
恼︑梦想并痛苦︒有的人也许梦想发财，却导致失望和痛苦︒人
的一生尽是劳苦︑烦恼︑梦想和痛苦︒ 

有些仍在劳苦︑烦恼︑梦想并痛苦的信徒会说，“我以为作了
基督徒以后，生活会好一些，但还是差不多︒那么作基督徒的目
的何在？因着这类问题，许多基督徒听到一些凡事兴旺的教训，
宣称基督徒能致富并成功，就被这些教训所吸引︒然而，事实上
大多数基督徒都在劳苦︑烦恼︑梦想并痛苦︒不仅如此，大多数
的基督徒，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在走下坡路︒（路加福音生命读
经，第六十九篇） 

 
 
   



第 三 周—周三 
晨兴喂养 

林前 
十五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
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
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林后 
十二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
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本节〔林前十五10〕三次所提到的恩，乃是复活的基督成了
赐生命的灵（45），在复活里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
，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能在复活里活着︒因此，
恩乃是三一神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大数的扫罗原是罪人中
的罪魁（提前一15～16），但因着这恩竟成了最前面的使徒，比
众使徒格外劳苦︒他靠这恩而有的职事和生活，对基督的复活乃
是人无法否认的见证︒（圣经恢复本，林前十五10注1） 

“不是我，乃是神的恩，”等于加二20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那推动使徒并在他里面运行的恩，不是任何事物，乃是一
位活的人位，复活的基督，父神的具体化身，成了包罗万有赐生
命的灵，住在使徒里面，作他的一切︒（圣经恢复本，林前十五
10注2） 

…苦难和试炼常是主为我们命定的，叫我们经历基督作恩典和
能力︒因此，主不愿照使徒所求的，叫这刺离开他︒（圣经恢复
本，林后十二9注1） 

要显大主恩典的充足，我们的苦难是不能免的；要显明主能力
的完全，我们的软弱是需要的︒因此，使徒极其喜欢夸自己的软
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恩典是供应，能力是恩典的力量︑
才能︒这二者都是复活的基督，祂现今是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
里面（林前十五45，加二20），给我们享受︒（圣经恢复本，林
后十二9注2） 

职事选读 

人生的三种劳苦 
我们仔细读圣经，会看见人生有三种劳苦（不包括为谋生而工

作）︒第一种劳苦是要作好人，要有好行为，要改良品格︒在这
种劳苦中，人努力要谦卑︑忍耐︑爱人︒在圣经里，特别在新约

，行为的意思就是行这类的事︒但没有人能因行为得救（弗二8
～9）︒这就是说，没有人能因着努力改良行为和品格，遵守律
法，力求良善︑忍耐︑诚实等行为而得救︒这种努力是真正的劳
苦，在新约里称之为行为︒ 

根据圣经，第二种劳苦是烦恼︑挂虑︒在挂虑之下劳苦是何等
艰难的工作！你若能天天一无挂虑的工作，就会是个健康的人︒
可是，你每天挂虑的时间，可能比工作的时间更多︒你能说，你
今天到现在为止，都一无挂虑︑一无烦恼么？一天过一天，人人
都在挂虑︒你也许挂虑你的健康︑你的工作或许多别的事︒我当
然也不例外︒我从经历中知道，逃避挂虑惟一的路，乃是享受
主︒每当我不享受基督，我就挂虑︒基督与挂虑相对︒在腓立比
书生命读经里，我们释放了许多篇信息，标题是“满了谦让宜人却
一无挂虑的生活”︒ 

圣经所启示的第三种劳苦是痛苦︒痛苦是重大的劳苦︒当我们
在禧年里享受神，我们不该有任何的痛苦︒譬如，保罗因“肉体上
的刺”受苦（林后十二7）︒为这刺，他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
他（林后十二8）︒然而，主没有把刺挪开，却对他说，“我的恩
典够你用的”︒主似乎是告诉保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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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享受主就不会有痛苦，这样说并不表示我们的环境会改
善︒相反的，在许多事例中，环境变得更糟︒想想保罗和西拉在
徒十六章的处境︒当时保罗和西拉被下在腓立比的监牢里︒我们
以为这监禁会使他们大大受苦︒然而，保罗和西拉不是在监牢里
受苦，而是在享受禧年︒他们唱诗赞美主；虽然在监牢里，却有
享受︑满足和安息︒（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六十九篇） 

 
 
 
 

 
   



第 三 周—周四 
晨兴喂养 

太十一 
5～6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患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
，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绊跌的，
就有福了︒ 

帖前五 
16～18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
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 

〔凡不因我绊跌的〕这话〔在太十一6〕含示施浸者约翰也许
会因主绊跌，因为主未照他的办法为他行动︒在这里，主鼓励他
走主为他命定的路，使他蒙福︒这福与有分于诸天的国极有关
系︒（圣经恢复本，太十一6注1） 

〔不住地祷告〕即在我们的灵里，与神有不间断的交通︒这需
要用刚强的灵（弗六18）坚定持续（罗十二12，西四2）︒（圣
经恢复本，帖前五17注1） 

〔凡事谢恩〕这是因为万有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使我
们得以变化，模成基督的形像（罗八28～29）︒（圣经恢复本，
帖前五18注1） 

本句〔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是形容前述三
项︒神要我们过喜乐︑祷告︑谢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神是荣
耀，对神的仇敌是羞辱︒（圣经恢复本，帖前五18注3） 

职事选读 

错误的观念 

我们信徒不该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既然得救，爱主耶稣，将
一切给祂，也愿意为祂作一切，我们的环境就会顺利︒基督徒不
该有这种思想︒如果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哲学，我们就需要弃
绝它︒这样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许多服事主的人都殉道了︒譬如，施浸者约翰，新约的先锋，
被斩首︒当约翰差遣他的两个门徒，要主为他作些什么，主就指
明他不会作什么（太十一2～5）︒主接着说，“凡不因我绊跌的，
就有福了︒”（太十一6）主在这里向约翰指明，祂不会作什么来
拯救约翰免于殉道；他反而要让约翰留在监里被处死︒同样的，
彼得和保罗也都殉道了︒ 

你认为作殉道者是痛苦的事么？事实上，痛苦的人不够资格作
殉道者︒殉道是一种禧年的经历，一位英国传教士于一九三○年
代在中国殉道，他被处死的时候说，“每一位殉道者的脸都像天使

的脸，每一位殉道者的心都像狮子的心︒”司提反殉道时的确不是
在受苦︒他将被石头打死的时候，面貌放光，好像天使的面貌
（徒六15）︒司提反不是在受苦，乃是在享受主︒ 

愛神以外的事物 

我们若感觉自己在某种环境里受苦，这指明我们仍然爱神以外
的一些事物︒我们若单一且完全的爱神，就不会为任何环境所困
扰︒这就是主耶稣指明我们必须爱祂过于爱父母︑弟兄︑姊妹︑
妻子或儿女的原因（太十37，路十四26）︒我们若觉得失去父
母︑儿女︑妻子或丈夫会痛苦，这表示我们不是单一的爱主︒这
就是说，我们将我们的爱置于神以外的人事物上︒我们若单一的
爱神，将我们的爱完全给祂，没有什么事物分割我们的爱，我们
就不会被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所搅扰︒ 

假设你失去了房子，那对你会是痛苦么？你仍然能赞美主，甚
至为你失去房子赞美主么？若失去房子是痛苦，你也不愿为此赞
美主，这指明你爱神，也爱你的房子，也许爱房子过于爱神︒你
若不爱房子，就不会因失去房子而痛苦︒你反倒会说，“阿利路
亚！我的房子没有了，但我的神还在︒祂现在对我比以前更重
要︒我有好房子的时候，神对我不是这么重要︒但我现在失去了
房子，神对我重要多了︒”（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六十九篇） 

 
 
 
 

 
   



第 三 周—周五 
晨兴喂养 

太六31  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披戴什
么？ 

32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
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33  但你们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
们了︒ 

国度子民有天父神圣的生命，作他们遵行国度新律法的力量︒
他们也有天父顾念他们物质的需要，使他们不需要为此忧虑︒天
父是他们力量和供应的源头︒因此，他们无需软弱，也无需缺
乏︒（圣经恢复本，太六32注1） 

父的国是今天诸天之国的实际（就是今天召会生活的实际），
也是来世诸天之国的实现；父的义乃是因遵行国度新律法而有的
义（就是国度子民所活出的基督），如〔马太〕五20所说的︒因
着国度子民先寻求他们天父的国和祂的义，不仅祂的国和祂的义
要赐给他们，连他们一切的需用也都要加给他们︒（圣经恢复本
，太六33注1） 

职事选读 

我身为许多孩子的父亲，和更多孙儿的祖父，因而知道作父母
的都要儿女成功︒也许你希望你的儿女成为使徒︑长老︑执事︑
女执事，或是要他们成为医生︑律师︑电脑学家︒但是你的儿女
若没有一个是使徒︑长老︑执事︑女执事，或者没有一个有受人
尊敬的职业，你会有怎样的感觉？你会快乐还是失望？最近我听
到有人为儿子做了医生赞美主︒但我从来没有听到父母为孩子成
绩不及格赞美主︒ 

这些例证点出，甚至寻求主的基督徒也可能没有过禧年的生
活︒相反的，因着他们爱神以外的事物，他们就没有享受︑满足
和安息，反而有痛苦︒ 

我们都该工作；然而，我们不该劳苦，诸如努力作好︑烦恼︑
梦想和受苦︒我们应当能说，“我只爱我的神，祂是我的分︒除祂
以外，没有什么人事物是我的分︒新车︑华厦︑升迁︑高薪—这
一切都不是我真正的分︒” 

在禧年里没有忧虑 

我们若是在禧年里生活，就不会有忧虑︒论到忧虑，主耶稣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
么︒……你们中间谁能因忧虑使自己的身量多加一肘？……所以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
天当就够了︒”（太六25，27，34）我们不需要将明天的忧虑借
来今天当︒一天有一天的难处︒然而，有些圣徒，不论年轻或年
长的，不仅忧虑明天的事，也忧虑来年的事︒这就是说，有些人
不仅忧虑明天的事，也忧虑从现在起许多年间的事︒有些祖父母
甚至为他们的第三代忧虑︒他们事实上是将未来的忧虑借了来，
今天就在这忧虑下劳苦︒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为今天和明天忧虑？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没有
完全的地位︒我们仍然将我们这人的“一个角落”给了其他的事物
，而那一个角落就使我们受到困扰︒然而，我们若将心里所有的
空间都给神，就不会因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忧虑或困扰︒在我们
心中，若是神以外的人事物都没有地位，神就要一直成为我们的
享受︑满足和安息︒环境会改变，但祂仍然一样︒ 

我们很难将里面所有的地位都给神，因为我们是堕落的，有堕
落的性情︒我们物质身体的细胞和纤维，我们整个的魂，包括我
们的心思︑意志和情感，都从神︑从对神的享受︑从神里面的安
息堕落出去了︒我们已经堕落到神以外的许多事物里︒任何神以
外的事物，不论好坏，都会成为忧虑的源头︒只有神是享受；只
有神是满足和安息︒不管别的事物多好，都不能成为我们的享
受︑满足和安息︒（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六十九篇） 

 
 

 
   



第 三 周—周六 
晨兴喂养 

徒二21  “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罗十12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

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 
提后二

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
求公义︑信︑爱︑和平︒ 

…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救赎我们，称义又圣别我们，模成且
荣耀我们，都是要我们得享祂在基督里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弗三
8）︒得享的秘诀乃是呼求祂的名︒（圣经恢复本，罗八2注3） 

呼求主名…是饮于神救恩泉源的喜乐之路（赛十二3～4），
也是以神为乐的享受之路（伯二七10）︒以神为乐就是享受神︒
因此，神的子民必须天天呼求祂（诗八八9）︒这是约珥关于新
约禧年所预言的欢乐作法（珥二32）︒ 

在新约里，彼得在五旬节那天，首次提起呼求主名，应验了约
珥的预言︒这应验是关乎神在经纶一面，将包罗万有的灵浇灌在
祂所拣选的人身上，使他们能有分于新约的禧年︒约珥关于神新
约禧年的预言及其应验有两面：在神那一面，祂在复活基督的升
天里，将祂的灵浇灌下来；在我们这一面，我们呼求这位成就一
切︑达到一切并得着一切，升天之主的名︒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
信徒，要有分于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和祂所成就︑所达到︑
所得着的一切，呼求祂的名是极其需要的（林前一2）︒在神新
约的经纶里，这是一种主要的作法，使我们能享受这位经过过程
的三一神，叫我们完全得救（罗十10～13）︒… （圣经恢复本
，徒二21注1，第一︑二段） 

职事选读 

活神的生活 
禧年的生活，就是在禧年里所过的生活，就是活神的生活︒有

些人听见这话，可能说，“这不就是得胜的生活么？这不就是圣别
的生活︑那灵的生活么？是的，禧年的生活就是得胜和圣别的生
活，也是那灵的生活︒但我们虽然听过许多信息说到在灵里生活
，却仍然没有常常在禧年里生活︒我们反倒有努力改良自己的劳
苦︑挂虑的劳苦︑梦想的劳苦和痛苦的劳苦︒努力作好，这是何

等的劳苦！烦恼︑挂虑更是劳苦︒梦想︑盼望也是劳苦︒每种盼
望都是梦想︒末了，还有痛苦的劳苦︒我们有痛苦时，就不能有
享受︑满足和安息︒ 

我们怎能从这一切劳苦得释放？得释放惟一的路，乃是接受三
一神作我们的分︒我们若是呼求主耶稣的名，包罗万有的灵就会
给我们全备的供应，然后我们就会在甚督这流奶与蜜的美地上享
受神，使我们有享受︑满足和安息︒我们都需要这禧年︒ 

路加福音引导我们进人禧年的生活︒人救主拯救我们脱离辖制
，进入禧年︒祂将我们拯救到神禧年的自由︑享受︑满足和安息
里︒ 

整个新约论到基督徒生活的教训，也把禧年包括在内︒当国度
来临，我们享受的禧年要比今天所享受的更大︒然后在永世里，
在新耶路撒冷同新天新地里，我们会有最大的禧年︒我们会完全
享受神作我们的满足和安息︒今天我们是预尝这禧年︒ 

我们该终日享受神作我们的享受︑满足和安息︒我们不该挣
扎︑烦恼︑梦想或痛苦︒甚至在最艰难的光景里，我们仍然能享
受主︒我们若把里面所有的地位都给神，并且享受祂，甚至殉道
也不会成为我们的痛苦︒我们没有挣扎︑挂虑︑梦想和痛苦，却
有包罗万有︑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作我们的享受︑满足和安息︒
基督的恩，神的爱，那灵的交通将是我们的︒这就是禧年的享
受︒（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六十九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