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利米书 
#12:按照我们属灵的经历， 

经历并享受新约的内容，以完成神的经纶
11/23-29 

OL Summary: 
Ⅰ.因着耶利米书预言到新约，基于这事实，耶
利米这卷旧约的书也可视为新约的书；我们需要
看见并取用新遗命的内容，就是神给我们的遗
赠: 
A.在新约里，应许我们四项福分: 宽恕我们的不
义，以及忘记（赦免）我们的罪/将神的生命分
赐到我们里面，借以分赐生命之律/有特权得着
神作我们的神，我们作祂的子民/有生命的功能，
使我们凭生命内里的路认识神｡ 
B.赦罪只是达到神目的的手续，所以这段经文把
赦罪摆在最后说；但以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说，我
们是先因赦罪而得洁净，然后享受神作生命的律，
在生命的律里作神的子民，在里面对神有更深的
认识｡ 
Ⅱ.“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记念他们的
罪”: 
A.基督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以平息神的公义，
也就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得以与神和
好｡ 
B.基督那又宝贵又有功效的血，解决了我们一切
的难处，使我们得以维持在与神不断的交通中，
不断地享受祂生机的救恩｡ 
C.基督的宝血满足神，使信徒能进到神面前，并
且胜过仇敌一切的控告。主的宝血也是永约的血，
由利未记十六章里大祭司借以进入至圣所的血
所预表：立约的血使我们得以进入实际的至圣所，
就是我们的灵里，以享受神并被祂注入｡ 
Ⅲ.“我要将我的律法赐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
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 
A. 新约的中心乃是内里生命的律；神圣生命的律，
生命之灵的律，乃是神圣生命自动的原则和自然
的能力。 
B.三一神已经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和
升天的种种过程，成为生命之灵的律，安装在我
们的灵里作为“科学”的律，自动的原则｡ 
C.今天神与我们的关系，完全是基于生命之律；
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甚至就是一个律；神的
生命是最高的生命，这生命的律也是最高的律｡ 
D.罗马八章的主题是生命之灵的律，这章可视为
全本圣经的焦点和宇宙的中心；因此，我们若经
历罗马八章，我们就在宇宙的中心｡ 
E. 现今神在我们里面乃是自动自发、自然而然、
不知不觉中运行的律，以释放我们脱离罪与死的
律；这是在神经纶里最大的发现，甚至是最大的
恢复之一。 
F.当我们保持与主的接触，留在与主的接触中，
生命的律，生命之灵的律就自动自发，毫不费力
地作工｡ 
G.生命之律的功能需要生命的长大，因为生命之

律只在生命长大时才发挥功能/长子正在为我们
代求，为要叫祂所种在我们灵里的生命被推动，
得以生长、发展并浸润我们里面的各部分，直到
我们完全被祂那得着荣耀和拔高的所是浸透/当
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发挥
功能，使我们成形，将我们模成神长子基督的形
像，使我们成为祂团体的彰显；生命的律不是规
律我们不作错事，乃是规律出生命的形状/这内
住的原型，就是神的长子，作为生命的律，在我
们里面自动地作工，将我们模成祂的形像，就是
“子化”我们；主正在竭力作工，要使我们每一
个人与长子一模一样/我们若与这奇妙的原型合
作，向祂敞开，祂就要从我们的灵向外扩展到我
们的魂里/长子是原型，是标准的模型，为着大
量复制出神许多的儿子，就是长子许多的弟兄，
构成祂的身体，作为新人，作神长子这标准模型
的团体复制和彰显/生命的律发挥功能，主要的
不是在消极方面告诉我们不该作什么；反之，当
生命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在积极方面发挥功能，
使我们成形，也就是把我们模成基督的形像；借
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们都要成为神成熟的儿子，
神也就要得着祂宇宙团体的彰显｡ 
Ⅳ.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A. 神作我们的神，意即神是我们的产业：神创造
人作盛装祂的器皿因此，神是人的产业，正如器
皿的内容就是器皿的产业｡ 
B. 我们作神的子民，意即我们乃是神的产业｡ 
Ⅴ. “他们各人绝不用教导自己同国之民，各人
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
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A.生命的功能使我们凭生命内里的路认识神；我
们能凭生命的感觉，就是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感
觉、知觉，而从里面主观地认识神｡ 
B.“一个基督徒学习事奉神，为主作工，不能与
善恶知识树发生关系。…只有摸生命树的人，他
们的生活和工作才能存留到新耶路撒冷。” 
Ⅵ. 至终，我们对内住之灵这神圣生命自动的律
（生命之灵的律）的享受，乃是在基督的身体里，
并为着基督的身体，这享受有一个目标，就是使
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
为神，以达成神永远经纶的目标—新耶路撒冷｡
(由于OL很长，没有记载的部分大多在CP1～3中
记载)  
  



CP1:你和神之间的新约的内容是 
❶罪得赦免、❷被安置并启动生命之灵的律、 
❸有特权作神的子民，❹凭生命的路认识神 

耶 31:32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
家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
在他们心上。… 
33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
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都必认识我，
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
这是耶和华说的。 
来 8:12 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记念
他们的罪。 
诗 130:4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约壹 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
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
罪。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OL1: 在新约里，应许我们四项福分｡ 
❶宽恕我们的不义，以及忘记（赦免）我们的罪，
❷将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借以分赐生命之
律， 
❸有特权得着神作我们的神，我们作祂的子民，
❹有生命的功能，使我们凭生命内里的路认识神
｡ 
OL2: 赦罪只是达到神目的的手续，所以这段经文
把赦罪摆在最后说；但以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说，
我们是先因赦罪而得洁净，然后享受神作生命的
律，在生命的律里作神的子民，在里面对神有更
深的认识｡ 
OL3: 基督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以平息神的公
义，也就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得以与
神和好｡ 
OL4: 基督那又宝贵又有功效的血，解决了我们一
切的难处，使我们得以维持在与神不断的交通中，
不断地享受祂生机的救恩｡在神面前，主救赎的
血已经一次永远地洁净了我们，这洁净的功效无
需重复｡然而每当我们与神交通，良心蒙了神圣
之光的光照，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良心里，一再
地即时应用主的宝血常时的洁净。神一赦免我们，
就从祂的记忆里涂抹我们的罪，不再记念；赦罪
的意义，就是消除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使我们
免去神公义的刑罚｡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就使我
们所犯的罪离开我们｡ 
OL5: 神赦免我们的罪，结果使我们恢复与祂的交
通，而敬畏祂，并且爱祂｡ 
 
 
 
 
 
 
 
 

应用：新人和青少年・大学生篇 
新人和年轻人们，神与你之间有了新约！新

约的内容是❶罪得赦免、❷被安置并启动生命之
灵的律、❸有特权作神的子民，❹凭生命内里的
路认识神。你越读这约的内容，咀嚼的越多，你
就会越充满喜乐吧。 

例如，当你要去公司工作时，你与该公司签
订了合同。它包含你所享有的权利，如月薪和奖
金的条件，休假制度和会员权益之类的权益。如
果合同内容好，则意味着你所工作的公司经营状
况良好，并且该公司对你评价高。如果你可以与
该公司达成很好的合同，你看到合同内容会很喜
乐吧。当你真正开始工作时，可以享受合同的内
容。同样，首先你要好好读并理解新约的内容。
与你签约的公司是神永远经纶的公司，而约的内
容是永远而杰出的。  

心理医生说，解决对良心的罪的控告的话，
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精神疾病。在神面前罪得赦
免，从罪的重担得释放，拥有洁净的良心是一件
非常棒的事。这样，你在心理上变得稳定而刚强。 

但是目的不是为了罪得赦免。是为了你罪得
赦免后，能够往前经历生命之灵的律。 
约壹1:9FN“一切的不义”: 一切的不义都是罪。
二者都是指我们错误的行为。“罪”指明我们错
误的行为对神对人的亏欠；“不义”指明我们错
误行为的玷污，使我们与神与人都是不对的。亏
欠需要神的赦免，玷污需要神的洗净。为着恢复
我们与神中断的交通，使我们可以用没有亏欠的
良心，在不受打岔的交通中享受神，神的赦免与
神的洗净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例如，你对你的朋友和父母犯了罪。即使你
忽略它，你的良心也会控告你。在这个时候，你
应该认自己的罪，有洁净的良心。但是，仅仅是
洁净是不够的。被洁净，良心的控告消失，是为
了你与主生命的交通。你与主交通，向他们道歉，
在主里合适地恢复与他们的关系。被赦免的人应
该往前，呼求主耶稣的名，经历生命之灵的律。
并与圣徒一起在生命里长大，同被建造，成为神
的一个子民，一个新人，团体的彰显神，代表神。
只有达到这个目标，你才能满足神。 
祷告:“感谢对相信并接受主的我，应许四项福
分。如果我认我所犯的罪，神会从祂的记忆里涂
抹我的罪不再纪念地赦免我的罪，洁净我的良心。
但是目的并不是为了赦罪。乃是带着被洁净的良
心，向生命的交通敞开，更多的得着神。发挥生
命之灵的律的功用，并与弟兄姊妹联结成为神的
一个子民”。 

  



CP2:生命之灵的律，是新约的中心。 
更新奉献，简短地祷告启动生命之灵的律 

罗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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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1:基督的宝血满足神，使信徒能进到神面前，
并且胜过仇敌一切的控告。主的宝血也是永约的
血。立约的血使我们得以进入实际的至圣所，就
是我们的灵里，以享受神并被祂注入｡按照新约
的启示，借着立约的血，我们不仅被带到神面前，
更被带进神自己里面；救赎并洁净的血把我们带
进神里面！立约的血主要乃是使神作我们的分，
给我们享受｡ 
OL2:最后，基督的血，就是新约的血，把神的子
民引进新约更美的事里，神在这约里，将新心、
新灵、祂的灵、里面生命的律（指神自己及其性
情、生命、属性和美德）、以及认识神的生命性
能赐给祂的子民｡至终，新约的血，就是永约的
血，使神的子民能事奉祂，并将神的子民领进对
神作他们的分（生命树和生命水）的完满享受里，
从今时直到永远｡ 
OL3:新约的中心乃是内里生命的律；神圣生命的
律，生命之灵的律，乃是神圣生命自动的原则和
自然的能力｡三一神已经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
架、复活和升天的种种过程，成为生命之灵的律，
安装在我们的灵里作为“科学”的律，自动的原
则｡今天神与我们的关系，完全是基于生命之律；
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甚至就是一个律。 
OL4:罗马八章的主题是生命之灵的律，这章可视
为全本圣经的焦点和宇宙的中心；因此，我们若
经历罗马八章，我们就在宇宙的中心｡现今神在
我们里面乃是自动自发、自然而然、不知不觉中
运行的律，以释放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这是在
神经纶里最大的发现，甚至是最大的恢复之一｡
我们对罗马八章生命之灵的律的享受，把我们引
进十二章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我们在身体里生活
并为着身体而活时，这律就在我们里面运行。 
OL5:神将祂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把这
最高生命最高的律放在我们灵里，这律又扩展到
我们内里的各部分，就如心思、情感和意志，而
成为几个律｡这律在我们里面的扩展就是分赐。 
 
 
 
 
 
 
 
 
 
 
 
 

 
 

应用：在职者・研究生篇 
  新约的中心，就是安置在你里面生命之灵的

律。这生命之灵的律，是整本圣经的焦点，也是
宇宙的中心。 
  能够在六天创造万物的大能的神，成为人、

经过 33 年半的人性生活、死、复活和升天的过
程。你可以问神，“神经过的这个漫长过程的目
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神经过过程的目的是为了
成为生命之灵的律，安置在你里面。请在信心中
思考这件事并祷告。这样你就会知道它的惊人价
值了！ 
  为了你在在职生活和研究生活中实际经历

生命之灵的律。 
尼 1:3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余民在
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
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亚听到这个消息后，
哀叹，禁食祷告了几天。 
2:1 …我素来在他面前没有愁容。 
2 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
3 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
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 
4 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祷告天上的神。
5 我对王说，王若以为美，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
惠，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
去，我好重新建造那城。 
在这之后，国王命令尼希米重建圣殿和城墙的工
作，最终他完成了它！这个美好的结果始于、“为
神的旨意受阻而有的禁食祷告”(1:3〜4)と“简
短的祷告”(2:4)和这些祷告中产生的“进取性”
(2:5)｡ 
  请更新自己的奉献，并为拦阻神的旨意的禁

食祷告。此外，在在职生活中，请常常呼求主的
名，操练每次发生的事情都要简短地祷告，并将
心思置于灵。这样，生命之灵的律就会自然开始
启动。   
  例如，当你被上司问及重要的事情时，可以

向主耶稣简短祷告而回答。尼希米是你的榜样，
你可以效仿。奥运选手并不是你运动能力中的榜
样，当你做运动的时候，不可效仿他们。但是，
尼希米是信徒的榜样，所以你可以效仿。而且，
你效仿他不是很难，在生命之灵的律内里的运行
中，是容易的。愿你照着耶利米，尼希米，保罗
的榜样，走生命的路，被祝福！最终，生命之灵
的律，会让神圣的生命扩大到你的魂，变化，使
你的召会生活成为基督身体之实际的生活。基督
身体的实际，就是生命之灵的律的运行的目标。  
祷告：“哦主耶稣，感谢神经过过程，现在作生
命之灵的律安置在我的里面。生命之灵的律，是
新约的中心，是整本圣经的焦点，是宇宙的中心。
在职生活中，为了启动我里面的这生命之灵的律，
常常呼求主的名，就像尼希米一样，在每一件事
简短地祷告。也要像尼希米一样，奉献在职生活
为着实行神的经纶。阿们！” 



CP3:凭生命的感觉、从内里主观地认识神。心思
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OL1:当我们保持与主的接触，留在与主的接触中，
生命的律，生命之灵的律就自动自发，毫不费力
地作工｡生命之律的功能需要生命的长大。 
OL2:“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来八 10，耶三一 33下｡神作我们的神，意即
神是我们的产业｡神将圣灵赐给我们，不仅作我
们基业的保证，也作我们从神所要承受的预尝；
圣灵作质一点一点把更多的神加到我们里面，直
到我们进入永世，得着神作我们的全享｡ 
OL3:我们作神的子民，意即我们乃是神的产业｡
我们不仅承受神作我们的基业，给我们享受，也
成为神的基业，给神享受｡我们乃是借着神作到
我们里面，被构成为神的基业；这就是变化，这
也是主观的圣别。神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作印记，
将我们标出，指明我们是属神的；这印记是活的，
在我们里面作工，用神的神圣元素浸润、变化我
们，直到我们的身体得赎｡ 
OL4:“他们各人绝不用教导自己同国之民，各人
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
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来
八 11，耶三一 34 上｡我们从里面主观地凭生命的
感觉认识神。生命的感觉，就是我们里面神圣生
命的感觉、知觉｡生命的感觉来自神圣的生命、
生命的律和那灵的膏油涂抹｡生命的感觉在消极
一面是死的感觉，在积极一面是生命平安的感觉
｡我们应当照生命的感觉，按生命的原则而活，
而不是照对错的原则，就是死的原则而活｡这是
照着生命树的原则，而不照着善恶知识树的原则
而活｡生命的感觉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天然的
生命里，或活在神圣的生命里，也使我们知道我
们是活在肉体里，或活在灵里｡“一个基督徒学
习事奉神，为主作工，不能与善恶知识树发生关
系｡” 
OL5:至终，我们对内住之灵这神圣生命自动的律
（生命之灵的律）的享受，乃是在基督的身体里，
并为着基督的身体，这享受有一个目标，就是使
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
为神，以达成神永远经纶的目标——新耶路撒冷
｡ 

 
 
 
 
 

应用：服事者篇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
乃是生命平安。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
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
命隔绝了； 
19 他们感觉既然丧尽，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
贪行种种的污秽。 

消极的一面生命的感觉是死的感觉。那是软弱、
虚空、困难、不安、压迫，干渴、黑暗、痛苦、
及其他消极一面的内里的感觉。积极一面的生命
的感觉是力量、满足、平安、安息、解放、活泼、
滋润、开朗、舒适、安慰等。这些生命的感觉会
让你知道你是活在天然的生命里还是活在神圣
的生命里。然后，告诉你是活在肉体里，还是活
在灵里。 

接下来，你必须学会向主敞开，操练灵，服
从生命的感觉。当你有生命的消极感觉时，你应
该悔改改变方向。当你对生命有一种积极的感觉
时，你应该继续并加强对当前生命的实行。这样
让主在你的生命中带领你，往前，建造新耶路撒
冷，停留其中并继续前进。 
    如果能凭生命的感觉而行，那么生命之灵的
律就会在内里更加做工，使你成全新人，使他们
的功用得到发挥。生命之灵的律是在基督的身体
中工作，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最终，生命之灵
的律的享受，使我们不在神格里，而是在生命、
性情、彰显上成为神，完成神的永远的经纶，新
耶路撒冷。 
弟兄的见证:我住在大阪在准备转职时，拿到了
一家大阪的大公司和神户的中小型公司的内定。
在这件事上，我和台湾的同工商量，他强烈劝我：
“神户虽然是大城市，但是没有地方召会，去神
户吧。”听了那话的时候，感觉里面有圣灵膏油
的涂抹和平安。但是，当时住在岳父为我们买的
大阪公寓并且神户的公司是中小企业，所以就决
定不去神户。那时内里生命积极的感觉失去了。 

但是，之后由于主的怜悯和惊人的带领，最
终还是照着生命的感觉，转职到了神户的公司。
赞美主！1992年4月开始在神户开始了3个人的主
日聚会。 

因为这家公司没有带薪假期，所以无法去台
湾访问召会。我为此事祷告，后来转职到了一家
外资大企业。当我顺从生命的感觉祷告时，在心
里说，“是主让我转职，所以带薪假期不为自己
必须为相调而使用。”之后我也注意生命的感觉，
并且诚实的顺从，所以主用很好的方法带领了我
和家人，让我一直留在了生命的路上。 
祷告：“哦，主耶稣，生命的感觉在消极方面是
死的感觉。例如，当你感到内心脆弱、空虚、困
难、不安、压迫、干渴、黑暗、痛苦时，认识这
不是凭灵而是凭肉体而活。悔改操练灵呼求主名，
将心思置于灵里。在与主，以及与往前的弟兄姊
妹的交通中，内里有圣灵膏油的涂抹和平安、能
力、满足等的时候，马上顺从生命的感觉。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