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 息  2022 年秋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爱主并彼此相爱，为要生机的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给门徒洗脚，向他们表明祂爱他们到底，

并且吩咐他们要照样在爱里彼此洗脚。 

 

在我们的经历中，脚的玷污指因着与

世界接触而产生与神并与彼此的隔膜；

洗脚指恢复属灵的新鲜与活泼，并恢复

我们与主并彼此的交通。在我们的经历

中，约翰十三章洗涤的水象征圣灵、（多

三 5、）话（弗五 26，约十五 3）和生命；

（十九 34，十 10 ；）主借着圣灵的工

作、活的话语的光照、和内里生命之律的

运行来给我们洗脚。这与用血洗我们的

罪不同；这就是在约翰十二章之后，还

需要十三章这洗脚的事作表号的原因；

属灵的洗脚拯救我们脱离与主交通中的

陈旧。 

 

我们要经历这种洗涤，就需要花时间

在主面前，并与那些满了那灵、话、和神

圣生命的圣徒在一起。如果我们留在主

面前，主就会临到我们，洗涤我们。在我

们的经历中，主耶稣自己和那些满了生

命的圣徒能如此洗涤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如何爱弟兄姊

妹，给他们属灵洗脚的服事，洗净他们属

地接触的污秽；这保守他们是新的、新 

约翰福音是一卷表号的书；十三章所记

载关于洗脚的事，也该视为一个表号，就

是具有属灵意义的象征。我们不该只就着

字面，乃该在内在的意义上，就着更深、

更重要的灵意接受这洗脚的事。约翰一至

十二章说到主作为生命来了，并且产生了

由重生之人所组成的召会；在重生之人

的灵里，他们是在神里面，也是在诸天界

里；但在他们的身体里，他们仍然活在肉

体中，行走在地上；这给我们看见主在十

三章之交通的必需。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祂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

底。…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祂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往神那里

去，就起身离席，脱了外衣，拿一条手巾

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开始洗门徒

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1，

3 ～ 5 节。）主所脱下的外衣，象征主彰

显出来的美德和属性；因此，祂脱去祂彰

显出来的所是。主束腰表征祂以谦卑约

束、限制自己。古时犹太人所穿的鞋，鞋

帮是用条带作的，满了洞孔；由于路上尘

埃多，脚很容易弄脏；他们赴席时，若在

席间伸出脏臭的脚，就难免会阻挠交通；

因此，要有愉快的筵席，就需要洗脚。主

第五篇 生命在爱中维持交通的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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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彼此的服事中，没有一件比洗脚

更重要、更宝贝的。（约十三 17。） 

 

缺了属灵的洗脚，召会生活就无法实

现，召会生活的实际也没有了。要能够洗

别人的脚，我们必须天天充满圣灵，时时

与主有交通，活在调和的灵里。因此，一

面的确需要主自己天天洗脚，另一面也

需要众圣徒彼此洗脚；这样，我们就能

维持美好的交通，借此我们就有真正的

召会生活。『我因司提反和福徒拿都并亚

该古的来临而喜乐，因为你们的不在所

致使的短缺，他们都补足了，他们使我和

你们的灵都畅快。这样的人你们务要赏

识』。（林前十六 17 ～ 18。）但愿我们

天天有新鲜属灵的经历；罗马十五章三

十二节说，『叫我…与你们同得安息畅

快；』这是洗脚的结果。  

鲜的、活泼的；我们这样彼此相爱，就是

我们属于基督的表记。主一直是新鲜的，

祂也要我们一直新鲜，不要我们在属灵上

不振作；所以祂才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

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的魂

苏醒；洗脚维持我们与主之间亲密的交

通，将我们属灵的活力和属灵的新鲜挑旺

起来。我们需要祷告，求主这实际的灵引

导我们进入诗篇一百一十篇三节的实

际—『当你争战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献

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对你

必如清晨的甘露。』 

 

在我们里面必须有一种说不出的新鲜、

能力、滋润和供应；人遇见我们，就不能

不寻求神；人遇见我们，与我们谈话时，

应当产生这种渴望寻求神的感觉，他们属

灵的精神应当得恢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被洗脚，也需要预备好能洗别人的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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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 新北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加 5:22-26 6:1-10 6:11-15 6:16-18 弗 1:1-3 1:4-6 1:7-10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13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54~55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生命的认识”：第五篇（请参阅周讯第 7~8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爱主并彼此相爱，为要生机的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晨兴圣言： 

 第五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十册：第 6 课，书报追求进度： 

 “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三十篇。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圣经的核仁”： 

 第八篇（开始）至（缺少基督 ）。 

 
进 度 

市召会周讯，第 578 期】 

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召会生活

的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照着神牧养，使召会

达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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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结晶读经】现场特会时间表 
 
 
 
 
 
 
 

       地点： B 二楼会厅 

 备注： 17/03（周五）晚上将是全召会集中小排聚会，欢迎圣徒们一同赴会。 
 

2. 全召会集中擘饼聚会 

  日期/时间： 19/03/2023（主日）早上 10:00AM       

  地点： A 二楼会厅 

  备注：我们将进入现场特会最后两篇信息，请圣徒们踊跃出席。 

 

3. 全召会青少年福音聚会预告 

  日期/时间： 25/03/2023（周六）晚上 6:00PM  

  地点： A107 会厅 

  备注：会前有爱筵，请青少年们积极邀约福音朋友参加。请二、十二会所的圣徒 

      们扶持 60 人份的爱筵。 
 

4. 2023 年马来西亚大专相调特会 

  日期/时间： 07/04（周五）傍晚开始至 09/04/2023（主日）下午结束 

  地点：古晋市召会聚会所 

  费用：每人 RM80 

 报名链结： https://forms.gle/YPWeyZ977zYNbaqa9 或扫描二维码 
  报名截止： 13/03/2023（周一） 
 

5. 东马众召会相调大会 

  日期： 03-05/06/2023   

  地点：民都鲁市召会第二聚会所 

  费用： 

各项服事：  

 饼杯服事：四会所  儿童服事：一，九会所  交通指挥及巡逻：六会所 

 作饼服事：十一会所  会场招待：十会所  会前整洁（摆椅子）：七会所 

会后整洁：  

   A200 会厅：五会所    A 二楼厕所：二会所      B 二楼厕所：十二会所 

   A 一楼走道：三会所    B 底楼：八会所  

 

二维码 

日期 时间  

16/03（周四）    第一堂  7:30PM – 9:30PM  

17/03（周五）    第二堂  7:30PM – 9:30PM  

18/03（周六）   第三堂  4:00PM – 6:00PM  第四堂  7:00PM – 9:00PM 

19/03（主日）   第五堂  7:00AM – 9:00AM  第六堂  10:00AM – 12:00PM 

类别 费用 类别 费用 

A1 报名费 RM40 C1 NU 酒店住宿而已—双人房 RM210 

A2 儿童报名费(5 岁及以上) RM30 C2 丽华酒店住宿而已—双人房 RM148 

B1 NU 酒店配套—双人房 RM350 D1 单用膳者 RM180 

B2 丽华酒店配套—双人房 RM288 D2 单用膳者—儿童(5~12 岁) RM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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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截止： 27/03/2023（周一） 

  备注： 1.  酒店住宿是以双人房为准，请注明房间配对。酒店用餐都在 NU 酒店。 

          2. 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EMBC”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  

     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6. 特别奉献—为着澳洲，布里斯本召会购买学生中心 

  

 

 

 
 
7. 石隆门和伦乐的召会已经恢复实体的擘饼聚会，圣徒们可前去扶持与当地的 

  圣徒有更多的相调。石隆门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2:30PM-3:30PM，伦乐 

  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10:00AM-12:00PM。 
 
8.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9. 整洁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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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03/06（周六） 第一堂 7:30PM – 9:15PM 

04/06 

（主日） 

擘饼聚会 9:15AM – 10:15AM 

第二堂 10:15AM – 11:45AM 

第三堂 4:15PM – 5:45PM 

第四堂 7:30PM – 9:15PM 

05/06 

（周一） 
第五堂 8:30AM – 10:00AM 

第六堂 10:30AM – 12:00PM 

    银行户口：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 KUCHING 

    银      行： PUBLIC BANK  

   户口账号： 3129971112 

因着布里斯本召会来信交通，需要购买现有租用的大专学生中心，作为召会校园

工作的据点。目前尚缺澳币 92 万，盼望古晋市召会能给予扶持。圣徒们可自由的

照着主所给信心的度量，在财物上有份于交通。奉献时请注明，“澳洲-布里斯本

召会”或“Brisbane”即可。奉献期限为 5 月 31 日，请圣徒们在主的给予里给予。

圣徒们也可以通过线上转账方式进行奉献，请把款项汇入召会的户口，并注明

“Brisbane”。 

12/03 26/03 整洁范围 

11 ─ 4 6 ─ 3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3 ─ 4 2 ─ 3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3 ─ 1 3 ─ 2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的阶梯。 

9 ─ 2 9 ─ 5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的阶梯。 

26/03/2023 四会所 12/03/2023 三会所 



 
交 通 被掳归回的需要 

人。祂不要他们离弃祂这活水的泉源，凿出

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偶像）。祂要他们彼

此相爱，不杀人，不犯奸淫，不偷窃，不说

谎，也不贪婪。他们该顾到别人，甚至将遗

失的东西归还主人。这是神所命定的那种

生活，这是属地之人活出的属天生活。有这

样生活的人，必然能称为神的国。 
 

然而，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以后，他们对神

不忠信。以色列人失败了，没有达到神的心

意，至终分裂为犹大国和以色列国。以色列

国成了背道的；他们离弃神，并在耶路撒

冷独一的中心以外另立敬拜中心。后来以

色列国被亚述人所掳，接着犹大国也被巴

比伦人所掳。耶路撒冷城被占据，直到1967

年才归还以色列。 
 

神使以色列人被掳，又应许 

将他们从被掳带回 
 

在历代志下末了，在神眼中，以色列人的

光景和情形是悲惨的。那地被异教徒霸占

并接管，神将以色列人交给外邦人作俘虏。

不但如此，圣殿被焚烧，耶路撒冷的墙被拆

毁。整个美地，所谓的圣地，都被摧毁殆尽。 
 

耶利米看见这一切，他坐在锡安山顶，俯

视耶路撒冷就痛哭。他同胞中所有领头的

人，所有尊贵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只剩

下民中最贫穷的人看守那地。难怪耶利米

会哀哭。至终，他自己也被掳到埃及，在那

里被杀害。何等可怜的情形！ 
 

这样的光景持续 70 年，如耶利米自己所

预言的。耶利米哀哭时，神进来安慰他，告

诉他被掳不会到永远，只持续 70 年。（耶

二五 11。）神向他保证，他的国、他的民、

殿和城悲惨的情形，只会持续 70 年。有些

被掳的人，如但以理，在 70 年满时仍要活 

读经：代下三六 14 ～ 23，拉一 1 ～ 5。 
 

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旧约历史的末后

三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以色列历史的简览 

 

我信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就定意，在巴别的

混乱以后，祂要拣选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

神呼召亚伯拉罕以后，花了许多年训练他。至

终，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以撒。以撒有两个

儿子─神所恨的以扫，和神所爱的雅各。（玛

一 2 ～ 3，罗九 13。）雅各多年在神手下受对

付。雅各生了 12 个儿子，这些儿子成了以色

列 12 个支派。 

 

神呼召亚伯拉罕出迦勒底的巴别地，就应

许要赐给他美地─迦南地。（创十二 1，7，）

祂将亚伯拉罕带进这地。所以，亚伯拉罕是神

选民中第一个进入美地的人。后来，12 个支

派从美地飘流到埃及，留在那里数百年。（出

十二 40 ～ 41。）在埃及这段时期，以色列 12

个支派成了一个约有二百万人的民族。他们

被埃及王法老霸占、奴役并逼迫。他们向神呼

吁，神就差遣摩西将他们从那为奴之地拯救

到美地。神将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训练他

们，并赐给他们约，遗命，包括道德的律法和

礼仪的律法。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用意是要

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 

 

以色列人将要进入迦南地时，神借摩西嘱

咐他们，要杀尽所有的迦南人。祂也嘱咐他们

要除灭所有的偶像，以及与拜偶像有关的一

切。约书亚接受这嘱咐，也忠于这嘱咐，但他

不是完全的忠信。他没有杀尽所有的迦南人，

反而允许一些人存留。 

 

在西乃山上所颁赐的律法里，神吩咐以色

列人在与祂的关系并彼此的关系上该如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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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与海。这要回到地上的一位，就是神人

耶稣基督。祂来的时候，其他的神人─得胜

者─要与祂同在。 

 

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新约信徒 

作神选民的预表 

 

我们需要记得，以色列人所有的历史都是

预表，表征新约信徒作神的选民。所以，以

色列是召会的预表。召会是由作元首的主

借着祂的使徒，在第一世纪建立的。但在第

一世纪末了，召会堕落了。这就是说，召会

被掳了。 

 

即使在我们中间，就个别而言，无论谁在

属灵生命上失败，就是被掳的。这样的人要

留在被掳中，直到他悔改。借着悔改，他就

被带回。我们的被掳，乃是被掳离开对基督

的享受。但我们的悔改把我们带回到祂面

前，回到对基督的享受。今天我们所处的情

形，是以斯拉时代的情形所预表的。我们有

些人已经归回，其他的人仍在路上。 

 

我们需要清楚三种情形 

 

我们都需要清楚三种情形：世界的局势，

基督教的局面，以及我们在主恢复里的情

形。世界的帝国是篡夺者，基督教是反对我

们的。我们身在主的恢复里，不该认为自己

算不得什么。我们认识世界的局势，认识基

督教的局面，也认识隐藏的神。 

 

我有完全的平安，知道我们是在那无所不

在、无所不能，却隐藏的神手中，祂正运用

祂智慧的主宰保护我们，保守我们，并拯救

我们。我们不需要忧虑谁会反对我们或逼

迫我们。我们必须相信这位隐藏的神。祂是

智慧的，也是主宰一切的。在祂智慧的主宰

之下，祂能作一切的事。 

着。所罗巴伯带领头一批人从巴比伦归回耶

路撒冷时，但以理仍活在巴比伦。所以，神安

慰耶利米，向他保证，祂怎样使百姓被掳，也

要怎样将他们从被掳中带回。神要将他们带

回，不是作俘虏，乃是作凯旋的战士。 

 

借着隐藏的神秘密保守的眷顾， 

从被掳归回 

 

在历代志上、下以后，有以斯拉记、尼希米

记、以斯帖记。以斯拉记与归回耶路撒冷重建

圣殿有关；尼希米记与修复、重建城有关；

以斯帖记给我们看见，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神，如何成了隐藏的神，保护在被掳中祂分散

的选民。 

 

表面看来，神不愿为祂的子民作什么，因祂

是自隐的神。（赛四五 15。）这就是为什么

在以斯帖记里，没有用任何神圣的称呼题到

神。这卷书没有明白的题到神，甚至没有使用

“神”字。但这卷书给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是

隐藏的，祂以最智慧的方式运用祂的主宰保

守祂的选民。因此，祂的选民在被掳、受逼迫

之下，还能存活并繁增，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

神带回他们列祖之地。 

 

头一批以色列人在大卫王室后裔所罗巴伯

带领之下归回。所罗巴伯被古列王立为犹大

省长。第二批在祭司兼经学家以斯拉带领之

下归回。如我们所指出的，这次他们乃是借着

隐藏的神，在他们被掳之中秘密保守的眷顾，

才得以归回。神容让祂的子民被掳，且在被掳

中分散。祂也容让圣地被篡夺、霸占，任凭耶

路撒冷城荒凉。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

没有为祂的子民作什么。但事实上，祂在隐藏

的保护、保守他们。 

 

今天关于中东的情形也是一样。关于以色

列的裁决不在于政治家，乃在于隐藏的神。有

一天，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要显现为人

子，要回来据有这地。祂要右脚踏在海上，左

脚踏在地上，（启十 1 ～ 2，）指明祂已来据

生命读经，第一篇】 

 【摘自：以斯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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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 生命的感觉（一） 
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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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主日，你在下午体贴一下肉体，到晚

上擘饼，里面就感觉软弱，就爬不起来了。

同时你里面也会感觉虚空，沉闷，也许还会

感觉黑暗，痛苦。这些感觉，都是死的感觉，

有时是这样重，有时是那样重，还有时是几

样并重，但无论是怎样，都是因体贴肉体而

叫我们感觉到死的。 
 

生命的感觉和死的感觉正相对。死的感

觉，是叫人感觉软弱，虚空：生命的感觉，

叫人感觉刚强，饱足。死的感觉是叫人感觉

沉闷，黑暗，痛苦；生命的感觉，叫人感觉

活泼，明亮，舒服。因为生命的感觉是这样

叫人感觉刚强，饱足，活泼，明亮，并舒服，

所以也就叫人有平安的感觉，就是感觉妥

贴，自然。 
 

我们要知道，罗马八章六节所说的东西，

都是对比的。肉体和灵相对，死和生命并平

安相对。死的对面不光是生命，也是平安。

所以死里不光有软弱，虚空，沉闷，和黑暗，

并且还有痛苦。软弱，虚空，沉闷，和黑暗，

是重在和生命相对，而痛苦就是重在和平

安相对。 
 

死的感觉是因体贴肉体而有的，生命和平

安的感觉是因体贴灵而有的。当我们活在

灵里，随从灵，体贴灵的时候，我们里面就

觉得刚强，饱足，同时也会觉得活泼，明亮，

舒服，妥贴。比方圣灵给你一个感觉，你体

贴顺从了，你里面定规感觉刚强，饱足，同

时也定规感觉活泼，明亮，舒服，妥贴。这

样，你就有了生命和平安的感觉，乃是因你

体贴灵而有的。 
 

罗马八章六节所以能说到生命的感觉，是

因为它前文说到三件东西，就是灵，生命，

和律。灵是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灵联为一

灵；生命是含在灵里，是灵的内容；律又 
 
 
 
 

我们看过了什么叫作生命，什么叫作生命

的经历，也看过了生命的第一个经历就是重

生，和重生叫我们所得着的种种东西。我们看

过了这些，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个东西，就是生

命的感觉。 
 

生命的感觉，就我们而论，是非常主观，切

身，又实际的。所以我们要在生命上有追求，

就不能不注意，就不可不认识这生命的感觉。

凡是在生命上有经历的人，都知道生命的感

觉，和生命的经历，有何等深切的关系。所以

我们要看对生命的认识，也就不能不把生命

的感觉看一下。 

 

壹 圣经的根据 

 

圣经虽无明文题到生命的感觉，却实在说

到生命感觉的事。罗马八章六节说，‘体贴肉

体的就是死；体贴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话

很明显的是说到生命的感觉。因为它所说的

‘平安，’明显是感觉的事。这‘平安，’不

是指外面的环境，乃是指里面的心境说的，所

以绝对是感觉的事。这话所说的‘平安，’既

是如此，就这话所说的‘死’和‘生命，’也

必都是感觉的事。 
 

死的感觉，就是叫我们感觉死的成分。死的

成分，就是软弱，虚空，沉闷，黑暗，和痛苦。

死，最低限度包括这五种成分。这五种成分加

起来，差不多就等于死。死叫人软弱；人软弱

到极点就是死。死也叫人虚空，因为死叫人一

切都完了。死也叫人沉闷，使人下沉；最沉寂

的人，就是死了的人。死也叫人黑暗；最黑暗

的人，就是进入死里的人。同时，死也叫人痛

苦；最痛苦的人，就是落到死里的人。这些都

是死的成分，所以感觉这些，就是感觉死。 
 

这些死的感觉，是因体贴肉体而有的。我们

一体贴肉体，马上就有这些死的感觉。比方，



是生命的自然能力，自然功能；三者相联为

一，就成为生命之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负我们

一切生命的责任，随时随地都叫我们里面有

感觉。我们若体贴灵，随从灵而行，而活，这

律就叫我们觉得生命和平安。觉得生命，就是

觉得刚强，饱足，活泼，明亮，并新鲜。觉得

平安，就是觉得舒服，妥贴，安适，自然。我

们若体贴肉体，随从肉体而行，而活，这律就

叫我们觉得死，就是觉得软弱，虚空，沉闷，

黑暗，并痛苦。 

 

所以罗马八章六节所说的，全是感觉的事。

这感觉乃是生命之灵的律所给我们的。这生

命之灵的律，既是属于生命的，就它所给我们

的感觉，也必是属于生命的。因此罗马八章六

节所说到的感觉，既是这律所给我们的，也就

是属于生命的感觉。 

 

圣经第二处说到有关生命感觉的事，是在

以弗所四章十九节说，外邦人‘既抛弃了一

切的感觉，就任凭自己放荡，贪行种种的污

秽。’（原文。）这话叫我们知道，世人所以

任意犯罪作恶，是因为他们抛弃了一切的感

觉。是的，人犯罪作恶，定规是抛弃了里面的

感觉。一个人犯罪作恶的时候，不敢说他没有

感觉，起码他是把感觉摆在一边。人如果不把

感觉摆在一边，人如果受里面感觉的约束，你

想看，人还能犯罪作恶么？所有犯罪作恶的

人，都是把感觉摆在一边的。任何人犯罪作

恶，都要把感觉丢在一边。人骗人，人偷人，

人打人，人抢人，或是人作任何坏事恶事，都

要把感觉丢在一边。人越犯罪作恶，就越要把

感觉丢在一边。所以越是凶恶的人，就越没有

感觉；越是良善的人，就越有感觉。 

 

那么，弟兄姊妹，是我们基督徒里面的感觉

强呢，还是外邦人里面的感觉强？我们基督

徒和外邦人比较，是我们的感觉强呢，还是他

们的感觉强？是我们的感觉强。因为我们里

面除了有他们所有的感觉之外，还有生命的

感觉，是他们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如果要犯罪

作恶，就需要比他们更厉害的把感觉摆在

一边才可以。就是为这缘故，圣经才劝我们

不要像他们那样抛弃一切的感觉。圣经这

样劝我们，就是要我们顾到我们里面的感

觉。这当然是重在要我们顾到里面生命的

感觉。因为以弗所四章劝我们不要像外邦

人那样抛弃一切的感觉之后，接着就说我

们是脱去旧人而穿上新人的。新人是属于

灵里生命的。要活在新人里，就必须活在灵

里的生命里。所以以弗所四章劝我们不要

像外邦人抛弃一切的感觉，乃要活在新人

里，就是要我们活在灵里的生命里，也就是

要我们顾到灵里生命的感觉，凭这生命的

感觉而活着。 

 

还有使徒们写书信，差不多都有祝福问安

的话，说到恩典和平安。恩典就是神给人得

着。平安就是神给人得着的一个感觉。神给

我们得着，来作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

就是恩典。这恩典在我们里面带来一个结

果，就是平安，也就是叫我们里面觉得平

安。一个人天天都在经历神，享受神的生

命，尝到神生命的能力，这人里面定规是平

安的。这平安乃是他得享恩典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里面若没有平安，或不够平安了，

就是证明我们里面缺乏恩典。缺乏恩典，就

是缺乏神。因为我们里面得着神不够，得着

神生命的供应不够，经历神生命的能力不

够。所以我们里面就不够平安。我们里面若

够多的得着神，够多的经历神和神的生命，

我们里面就必够平安。这平安不是环境的

平安，乃是心境的平安。我们应该信，使徒

们祝福问安所说的平安，就是这种心境的

平安。心境的平安是感觉的事。他们愿人有

平安，就是愿人有这种里面感觉的平安，也

就是愿人里面有平安的感觉。里面平安的

感觉，就是生命的感觉。所以他们愿人里面

有平安的感觉，也就是要人注意里面生命

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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