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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的自由(一) 

 

「內在生活系列」會有一連串講到這個題目「在基督裏的自由」，我相信是因為神要藉著這個專

題，讓神的兒女真的得著作神兒女自由的榮耀；有自由才會有榮耀，你嚐到神的榮耀你就越自由。

但是我發現很多神的百姓，雖然離開了埃及（埃及又稱為「為奴之家」），但是他的思想、動作、

言語還是像個奴僕一樣；人是離開了埃及，但是他的心思沒有離開埃及，心裡繼續住在為奴之家。

因此我盼望藉著這個「在基督裏的自由」的專題讓神的兒女們，真知道、真得著、真活在一個神

兒子該有的自由、榮耀的生活裏。 

 

一．路加福音 4：17-19「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主的靈

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

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這一段的聖經是引用以賽亞書 61：1-2。耶穌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這裏的貧窮的人，就是謙卑的人，他們靈裏覺得貧窮，覺得那麼需要神。還有要醫好傷

心的人，報告（宣告）「被擄的要得釋放、被囚的要出監牢，報告神悅納人的恩年」。恩

年就是禧年，也是「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什麼是禧年？ 

1. 利未記 25：8-14，28，第五十年稱為聖年又叫禧年，在這一年，遍地所有的居民要

宣告自由，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也就是說，你本來是作奴隸，到了禧

年就得自由了，你可以回自己的家，不必再作奴隸。在舊約時代土地很重要，因為

土地是神分給百姓的產業，是祖宗所遺留下來的。可是有些人因為沒有錢就賣了，

就失去了祖宗的產業；但是仍然有希望，因為到了禧年，所有的土地都要歸回原主，

再回到原主的手中。而耶穌來就是要宣告禧年：「我要向你們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2. 利未記 25：9 說：第四十九年的「當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這日就是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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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要在遍地發出角聲」，在這個大贖罪日要吹角，宣告將有一奇妙的日子要來到，

就是第五十年 ─ 禧年。 

這些都在預表我們的主耶穌，藉著耶穌基督為我們贖罪所成全的救恩，以至於可以宣告

有一個奇妙的日子會來到，所有過去所做的錯事，所帶來的虧損、所帶來的失敗、所帶

來可憐貧窮的光景，都可以有一個大轉變，都可以從頭再來。這是何等的恩典，好像一

個人被判無期徒刑，這一輩子都要被關在監牢裏；可是一個新的總統上任，他宣告特赦，

所有被判無期徒刑的都可以出監牢去了。如果你是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囚犯，今天監牢的

獄卒來跟你講：「喂！你可以出去了。」你一定說：「怎麼可能？怎麼可能？這個監牢就

是我的家，我這一輩子就是必須待在這裏。」你剛開始會不太相信，但你發現隔壁囚牢

的人已經出去了，你就試著走出去，發現沒有人把你抓回來，原來你真的自由了！ 

 神的兒子耶穌來了，祂要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要釋放我們脫離魔鬼一切的轄制，祂要

宣告禧年的自由在百姓的身上，所以主耶穌跟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他們剛開始聽的時候，感覺到好高興「哇！這麼好，禧年應驗在我們耳中」，可是再一

想，怎麼可能？所以他們就沒得著。 

 耶穌在地上的一生，確實把禧年一直帶給人。路加福音 8：27 講到格拉森有一個被很多

鬼所附的人，許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就住在墳墓裏面，還被鐵鍊和腳鐐捆鎖。另外

也有人被癲癇鬼附在身上，而耶穌一斥責那些鬼，他們就得著釋放。今天耶穌在全地仍

然繼續在釋放被擄的。有很多被鬼附的，當他們信主以後，神的靈臨到他們，他們就得

釋放，鬼就出去了，這就是「被擄的得釋放」。 

 劉民和牧師以前吸毒到一個地步，跟他媽媽說：「媽媽，妳把我關起來好了！」他的媽

媽把他關在一個木頭籠子裏面。可是當他毒癮發作的時候，他就把那個木頭籠子破壞，

還是再出去吸毒。後來信了主，藉著禱告，聖靈大大地臨到他的身上，他就得自由了，

這就是「被囚的出監牢」。 

 你或許會覺得，乾脆把我關起來好了，讓我不會去犯罪，可是人裏面還有一個囚牢；外

面的囚牢或許沒有辦法關住人，但是裏面的囚牢卻以深深關住一個人。這就是羅馬書第

七章所描述的光景。後來劉民和牧師從吸毒的囚牢裡出來以後，他就在台灣成立了「晨

曦戒毒中心」，專門幫助吸毒的人和戒煙戒不掉的人，幫助他們得自由，報告「被囚的

出監牢」。今天主耶穌升到天上，把祂復活的靈賜下來；復活的耶穌住在信的人裏面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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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在釋放人。 

 

二．受壓制的得自由 

 「祂要叫受壓制得自由」，你身上有沒有什麼受壓制的？ 

1. 約翰福音 4：1-25，撒馬利亞婦人 

 撒瑪利亞的婦人，是什麼時候去打水？是中午的時候。那有人中午去打水？在

中東地方中午多熱啊！她為什麼中午去打水？因為不好意思見人。她有五個丈

夫，而且現在有的丈夫還不是她的丈夫，她有一個羞恥的過去，使她沒有臉見

人。但是神的兒子特別來到她的面前；當她認識了神的兒子以後，她竟主動的

跑去跟所有的人說：「你們快來看哪！我告訴你們，這位彌賽亞把我所有的事

都講出來，講得好準啊！」別人一定問她，講你什麼事啊？她說：「就是我有

五個丈夫，現在這個還不是我的丈夫。」她敢面對人了，不再是羞羞愧愧的，

不再被拘禁在一個心靈的囚牢裡；她得自由了。 

我們當中或許有人過去有些可憐的、不能見人的事情，但是因著聖靈臨到我們

的身上，我們變成敢公開的作見證，因為我們不再被關在囚牢裏面，我們不再

覺得羞恥。 

2. 路加福音 13：10-13，一個十八年駝背的婦人 

 這個婦人的腰彎得都直不起來，主耶穌釋放她得自由。她看起來只是駝背，但

主耶穌說這個人被魔鬼壓制了十八年。青少年們，你可能外面沒有駝背，但是

你會不會被功課也壓得直不起腰來？為著能夠進入某一所有名的學校，而一直

在被壓制？你不需要如此的。如果成績分數那麼重要，為什麼有些好學生，進

入很好很有名的大學以後就自殺了？你們活著不是為功課，不是為成績，你要

為愛耶穌而讀。這位耶穌為你死，你的前途都在祂的手中；當你為耶穌而讀，

祂就成為你的聰明，成為你的力量。靠自己再努力、再拼，也不一定能達到。

我們都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有的人突然之間出了一個車禍，過去讀的再

多，就變得什麼也不能做，所以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向這位

向你宣告禧年的耶穌而活；你找著祂，你就可以得自由了，你的背就可以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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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 

3. 路加福音 19：1-9，撒該 

 撒該一方面長得矮，一方面是個稅吏，他知道自己的形象很不好，他的同胞都

很討厭他，覺得他很奸詐，竟然壓榨自己的同胞。這樣的人一生雖然有錢，但

是他並不快樂，因為他沒有朋友，不被歡迎；他就是愛錢，還是繼續訛詐別人。

可是當他遇見了耶穌，耶穌向他說：「撒該，下來，我今天要到你家去。」耶穌

一到了他家，撒該得著自由了。第一：他從金錢的捆綁得到自由了，他把虧負

人的還給人，訛詐人的錢也還四倍，還拿出錢來救濟貧窮人。第二：他也不再

被自卑感所捆綁，以前覺得別人瞧不起，現在他可以站起來，從自卑感得著自

由了。 

4. 路加福音 7：36-50，有罪的女人 

 這個有罪的女人，以及另一個正在行淫時被捉拿的女人，當她們遇見了這位對

她們全然接納、全然了解的耶穌時，都流下感恩的眼淚。有罪的人最怕碰見的

就是法利賽人，因為法利賽人最會定別人的罪。但是這個有罪的女人得著釋放，

因為她知道，有一位真實且有權利審判她的主，竟饒恕她、接納她，所以她敢

來到祂的面前。 

 弟兄姊妹，在你的心裡，有沒有覺得很見不得人、不敢向人說的事；或者覺得

自己的 IQ 比較低、功課比較差、長得比較難看，人家一定很討厭你……？這都

是魔鬼所帶給你的轄制和捆綁，今天主耶穌要向你報告祂悅納你的禧年，你知

道耶穌悅納你嗎？你相信嗎？ 

 

三．羅馬書 5：8「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耶穌是不是等到我們很可愛、很屬靈時，祂才為我們死？不是，乃是在我們還作罪人、

還不認識祂、還抵擋祂的時候，就為我們死，這就是神的愛。但你是否相信耶穌愛你？ 

 有時候主日學老師或者作父母的，會帶給孩子一些錯誤的觀念，例如「你不乖、不聽話，

主耶穌就不愛你！」這是錯誤的。「神愛世人」，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還抵擋神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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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祂就為我們死了，這就是神的愛。 

 我們很需要認識，神的愛是什麼樣的愛。一位神的僕人，在一次四十天禁食禱告當中，

有一天他彷彿看到主耶穌站在他的旁邊，主伸出手對他說：「孩子你往這邊看，你看到

什麼？」他就看到一個很乾淨、而且穿得很整齊，剛出生的嬰孩；後來他又再走近前再

看，就發現那個嬰孩的臉很像他所牧養的教會裏的一個姊妹，他就說：「主啊！這是某

某姊妹！」主就說：「孩子，你認為這個姊妹怎麼樣？」，這位神的僕人就說：「噢，主

啊！我告訴你，這個姊妹過去常常毀謗我，而且又用話傷害我！」他心裏很痛苦地告訴

主說：「這個姊妹就好像扎在我身上的荊棘一樣，令我十分厭煩她。」這時候主就很憐

憫地看著他，而且帶著可以融化他的心的微笑看著他，說：「孩子，你起來，站到我的

後面；你透過我的眼睛你來看這個姊妹。」結果這個神的僕人，就到主耶穌的後邊，從

耶穌的眼睛來看這個姊妹，看了以後就大為震驚！因為他透過主的眼睛，看到這位姊妹

的靈裏面是那麼純淨、沒有瑕疵、美好，而且無可指責。結果主就跟他說：「我親愛的

孩子，不管他們有多少的過犯、罪惡或者缺失，我所有的孩子在我的眼中就是這個模樣。

所以我能夠無條件地、沒有偏私地、沒有保留地去愛他們。而天父也是透過我的眼睛這

樣來看每一個孩子，所以我就成為他們的聖潔、公義和救贖。」 

 弟兄姊妹！這就是今天要跟你們報告的禧年，你永遠不需要為著你先天或者你後天所有

的缺欠、所犯的一切過失，覺得這輩子好像完了！如果我們願意悔改，願意像那個有罪

的女人，哭著在主的面前痛悔，接受主的救恩，你就承受了神悅納你的禧年。所以在以

賽亞書四十章，神藉著以賽亞預言了一個新的時代（預表新約），40 章一開始就寫著：「你

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這就是神要報告我們的恩年─恩典的年歲。這個恩典臨到

我們身上，並不是因著我作了什麼事，乃是因為耶穌基督為我死在十字架上，祂替我成

全了救贖。 

 

四．加拉太書 3：13-14「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

『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



 6 

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耶穌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受」原文作「成」。因為聖經上說：「凡掛在木頭上的都

是被咒詛的」，所以我們全人類所有的咒詛就都在耶穌的身上，「他掛在木頭上替我們成

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贖出我們」就是釋放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 

 聖經上說：「罪的工價乃是死。」犯罪就要受刑罰，而犯罪的工價就是死。但是耶穌替

我們死，替我們受了刑罰，「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我

們本來是應該是被咒詛、受審判與刑罰，活在恐懼的底下；可是祂替我們受了刑罰、替

我們成了咒詛，贖出我們成了自由的人，脫離律法的咒詛；然後使亞伯拉罕的福臨到我

們這些因著信，跟隨亞伯拉罕信心腳蹤而行的人身上。 

 亞伯拉罕的福是什麼福？神應許要把迦南美地賜給他，以及「亞伯拉罕的子孫可以得著

仇敵的城門」，他可以勝過仇敵。加拉太書講到「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著基督耶穌

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神所應許給亞伯拉罕豐盛迦南美地

的祝福：流乳與蜜、五穀豐收；不需要辛勞地汲水來灌溉，神會按時降下春雨、秋雨來

灌溉這個田地，讓你豐收五穀百果。這樣的一塊神所眷顧之地，這樣的福份要藉著聖靈

賜給我們，帶進我們的裏面。所以神把一切的福，都有形有體地放到耶穌的裏面，然後

耶穌基督來住到我們的裏面，就把這個福所有的豐盛都帶進來，這就是祂要跟我們報告

的禧年。從五旬節聖靈降臨以後，就宣告了這個禧年，我們今天新約的百姓都活在禧年

─ 恩典的年歲裏面，這是何等大的恩典！ 

 藉著聖靈的充滿，彼得第一個反應就是：我看見了主；當他一看見了主，彼得就從他的

失敗、羞愧裏走出來，得到自由。如果你是彼得，你會怎麼樣？可能一輩子活在羞愧裏，

因為以前都說大話：「眾人都跌倒，我彼得絕不跌倒！」可是卻在一個使女的面前，三

次否認耶穌。啊！好丟臉，以前說大話，所以失敗了就羞愧。 

 今天聖靈要臨到我們的身上，藉著耶穌的寶血，要撒去我們心中天良一切的虧欠，要把

我們過去所有的羞愧都灑去。有些姊妹離婚了，就覺得很丟臉，一輩子抬不起頭來。或

者有些父母，他們的兒女做錯了事，被關到監牢裏去，或者沒有考上好學校，或者一出

生就 IQ 比較低，有一些智障，就覺得很丟臉。神要我們從這些羞恥中走出來。 

《讚美的大能》書上說到，有一個人天生就缺了一隻手，因此她每次出門都要用一塊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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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披著不讓別人看見，後來因著她遇見了主，就開始為他的手感謝讚美！她就從這個羞

愧中走出來。可是隔天又習慣性拿起披肩披著，這時主就說：「你不要披，把披肩放下。」

她說：「主啊！對啦！我現在已經沒有羞愧；可是我這樣做，是為著不要讓別人看見我

沒有手就嚇到」。主說：「不，你還是放下披肩，你沒有手，在我的眼中是美麗的。」當

她第一次放下披肩走出去的時候，因著已經被囚多年的習慣，突然沒有披肩遮住，覺得

羞愧見不得人，但是耶穌要釋放她，叫她丟掉那遮蓋羞恥的東西，從此有沒有披肩都不

重要了。 

 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覺得你需要遮蓋你身上的一件東西或一件事，你才能見人？但主耶

穌今天要釋放你！去丟掉那個東西，你可以坦然無懼地去見人，因為你在主耶穌祂的眼

中就是這麼美麗、這麼可愛。你相信神悅納你嗎？你相信神就是喜悅你現在的樣子嗎？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主可能在忍耐我這個樣子，祂要等著我改好一點、有改變了，主耶

穌才悅納我。不是的，主耶穌來，就是要來報告祂悅納我們的禧年。 

 

五．希伯來書 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

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神喜悅你只有一個條件，不在乎你功課怎麼樣、靈修怎麼樣，你最近是否很照顧別人、

愛別人，神說：「你要蒙喜悅，要有一個條件：信」其實原文的意思是：人到神的面前

來，必須「信神是【存在】」，「He is」。你需要聖潔嗎？祂就是你的聖潔；你需要愛心嗎？

祂就是你的愛心；你需要喜樂嗎？祂就是你的喜樂。「信神是，且信祂那賞賜尋求祂的

人」的另一種翻譯是「且信祂要成為尋求他的人的賞賜」。我只要來尋求祂，祂就成為

我的賞賜、成為我的獎賞。 

 神悅納我們，祂把一個恩典的年歲賜給我們，使我們這一生一世都活在迦南美地裏，但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都要快快樂樂地來到祂的面前，相信祂就是你的供

應，以致於你可以得著這個產業。你如果覺得自己 IQ 不好，數學不好，你再歎息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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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可是如果你來到神的面前，跟神說：「主啊！我的記憶力不好；我背的東西老是

忘掉。」你跟神說，神就可以成為你的記憶力，你相信嗎？ 

 Bill Garther 背聖經的見證。不管你有什麼缺欠，你說：「我脾氣很壞，動不動就發作。」

你要來到祂的面前，相信，並且說：「主！我厭惡這個脾氣，你要成為我的溫柔」，祂就

可以成為你的賞賜。 

有些人是被脾氣捆綁住，有些人是被不好的嗜好捆綁住，但是神要向你報告祂的禧年。

怎麼報告？怎麼釋放？就是你要來到他的面前，相信祂要成為你的賞賜。 

 「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你怎樣被聖靈充滿？ 

1. 要認罪悔改。我過去走我自己的路，現在 1800的轉向，開始來到神的面前，要尋求

祂，我相信祂就是我的聖潔、祂就是我的公義、祂就是我的救贖；相信祂就是我的

智慧；還有我相信祂要成為我的賞賜。這叫悔改，從自己的路轉向神。 

2. 要相信。若要被聖靈充滿，最重要就是你相信，不要再看自己，你要敞著臉看祂說：

「主耶穌，謝謝你！我是你所悅納的。」祂喜悅我們只有一個條件：「我相信」，我

相信祂要成為我的賞賜，就這麼簡單。自我的論斷最會使我們遠離神，常常我們自

我論斷：「我是不配的；我很糟的，神一定不喜歡我。眾人都會被聖靈充滿，只有我

不會被聖靈充滿。」就是這種自我論斷，攔阻了神那極大的恩典臨到我們的身上，

所以你要脫離自我論斷，接受神的話。我想最好的表達方法就是感謝祂！讚美祂！

「主，我謝謝你要賞賜我，謝謝你要用聖靈來給我施洗，謝謝你愛我，謝謝你喜悅

我。」 

 

六．以賽亞書 61：3「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

靈，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 

 在六十一章一開始就講到：耶穌來了，祂藉著聖靈所要帶給我們的日子，是要宣告報仇

的日子，祂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也就是說，神為祂的百姓這樣子被仇敵擄去（那些有

憂鬱症、自卑感的人，都是被仇敵所轄制的），非常地憤恨。然後祂說，祂要把華冠賜

給這些悲哀的人，代替灰塵。他們因為悲哀，所以整個人就全身都像蒙上灰塵一般，而

神要把華冠賜給我們。祂說：「喜樂油要代替悲哀，讚美衣要代替憂傷之靈」，神要我們

活在這個恩典時代裏的百姓，要常常歌唱讚美，叫神得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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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就會帶來榮耀。所以今天我們活在新約中的百姓，因為活在這個恩典的時代，我們

沒有做什麼，神就這樣白白地悅納我、無條件地愛我；祂要我們歌唱、要我們讚美、要

我們喜樂、要我們歡呼。這就是聖靈來所作的工作。你有沒有發現？當聖靈一充滿一個

人，那個人就從裏面開始湧出讚美來，聖靈來就是要叫我們得自由。 

 林後 3：17 講到「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主的靈臨到我們身上，就是要叫

我們得自由。特別是我們中國人，因著時代的背景、祖宗的遺傳，就有好多的枷鎖在我

們的頸項上，讓我們習慣於悶悶的。爸爸在家就是悶悶的，而媽媽也常常發脾氣。今天

我們要報告耶和華的恩年，要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要歡呼在主面前；神要藉著讚美衣

來代替憂傷之靈，叫仇敵羞愧，使我們頸項上的鎖鍊都脫落。 

 仇敵藉著每一個環境，都可以把我們關在籠子裏面。別人看我們一眼，我們就覺得他是

不是討厭我？是不是瞧不起我？別人對我們一個嘲笑，覺得怎麼這麼奇怪可笑，我們可

能馬上就自卑了，就被仇敵擄去了。可是感謝主！神的兒女可以不需要這樣。「仇敵如

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喫的」，我怎麼能夠保守自己不被仇敵擄去呢？藉著

使用你的劍。詩篇 149 說到，祂的聖民都有這個榮耀，就是手中有兩刃的劍。藉著我們

感謝讚美神，我們的手中就有兩刃的劍。仇敵開始要用繩子來綁住我們，我們說：「讚

美主！哈利路亞！」我們就把繩子砍斷了！ 

 

七．結語 

 「自由」的希臘原文也常常被翻譯成「釋放」；也就是在原文裡，自由跟釋放常常是同

一個字。自由要帶給我們釋放，神的兒子來就是要叫我們得自由、得釋放。怎麼樣來得

著自由、釋放？就是藉著讚美。 

 一位弟兄開車被撞的見證：當我們願意感謝讚美，可以把一件好像很倒霉的事，變成領

受神的祝福。有很多人發生車禍，可能害怕五年、十年，心被關在害怕的囚牢裏面，再

也不敢開車了。每一件事仇敵都可以把我們擄去、把我們關起來；但如果我們靠著聖靈

大聲地感謝讚美，就可以一直進入神的榮耀、神的喜樂裏面，神可以釋放我們得著神兒

子真實的自由。 

 弟兄姊妹想一想，你還會不會常常害怕這個或那個被別人家看見？今天主耶穌要來釋放

你。即使別人不喜歡我，別人覺得我不可愛，神覺得我可愛、神悅納我，我要得著祂的

喜悅只有一件事：歡歡喜喜地來到祂的面前，充滿了信心，知道祂要成為我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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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的自由(一)作業 

 

1. 路加福音 4：17-19「……，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貧窮的人」指的是什麼？「禧年」指的是什麼？ 

2. 在人的裏面有時候會有一個囚牢，你有嗎？如果有，是什麼？ 

3. 你有沒有一些過去是可憐的、不好見人的事情，因著聖靈臨到你的身上，變成敢

公開的作見證，不再覺得羞恥？ 

4. 弟兄姊妹，在你的裏面，有沒有覺得很見不得人、不敢向人提說的事，或者覺得

自己的 IQ 比較低、功課比較差、長得比較難看，別人一定很討厭我……，種種的

自卑感？ 

5. 耶穌是不是在你很可愛時，祂才為你死，或你很屬靈時祂才為你死？事實是什麼？ 

6. 一位神的僕人有一次四十天禁食禱告，他從耶穌的眼光，看到那位以前中傷過他

的姊妹是如何的情況？ 

7. 加拉太書 3：13-14「……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

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什麼是亞伯拉罕的福？ 

8. 「讚美的大能」中描述一個人，她天生就缺少一隻手，後來遇見了主，就從這個

羞愧中走出來。可是隔天她又習慣性拿起披肩披著，主就在裡面對她說什麼？你

相信主也是這樣看你的缺欠嗎？ 

9. 神喜悅你只有一個條件，不在乎你功課怎麼樣、靈修怎麼樣，你最近是否很照顧

別人、愛別人，那個條件是什麼？ 

10. 自我的論斷最會使我們遠離神，你會不會常常自我論斷？ 

11. 「自由」的希臘原文也常常被翻譯成什麼？ 

12. 「信神是，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的另一種翻譯是什麼？ 

13. 神悅納我們，祂把一個恩典的年歲賜給我們，叫我們這一生一世都活在迦南美地

裏面，但我們要怎樣來得著這個產業？ 

14. 背聖經：路加福音 4：17-19，羅馬書 5：8，加拉太書 3：13-14，希伯來書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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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參考詩歌「湧出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