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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谢谦弟兄因为工作上的变动，和萌萌姊妹在周三
离开新泽西，搬家到波士顿。由于疫情的原因，不能
和大家当面道别。感谢主保守弟兄一直在身体的召会
生活中，主祝福弟兄一家后面的道路，感谢主。
二、关于奉献，圣徒们可以在网上用 Zelle 奉献，召
会的电子邮件是 TheChurchInHamiltonNJ@gmail.com
第 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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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罚，不再被定罪。这是因着主耶 稣在十字架上，照
着神的公义受死流血，替人受了祂公义的刑罚(来九
22)，满足了祂公义的要 求。所以神按着祂的公义，
就能赦免，也必赦免相信基督之人的罪，消除他们的
罪案，免去他们的 刑罚。神赦免我们的罪，不只在祂
面前免去我们罪的刑罚，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罪离开
我们，并且 还在祂里面忘记我们的罪。祂一赦免我
们，就从祂的记忆里涂抹我们的罪，不再记念。 人是
想神的赦罪，会叫人胆大放肆。哪知神赦罪之恩要叫
人敬畏祂( 一三 4)。经
我们， 人 得着神
的赦罪，人就 敬畏神;人
神赦罪之恩，人就
神有敬畏。......神赦罪之恩，不 只叫人敬畏祂，
叫人 祂 路 4 (
一 卷三，一四五 一

诗 ○ 历告诉
越
耶 31:31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
越
越蒙
越向
大家，另立新约，
更
耶 31:32 不象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
爱 〔 七 7〕 真理课程 级
至
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是他们的丈 夫，他们
却背了我的约;
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四六、一五○⻚)。
耶 31:33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
立的约，乃是这样:
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 里面， 二 “我要将我的律法赐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这些律
写在他们心上;
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 法写在他们心上”-来八 10，耶三一 33 上: 新约的中
耶 31:34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 心，乃是内里生命的律〔参耶三一 33 上〕。......这
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
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 至大 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乃是里面的律 法。就其素质
的，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 说，这律指神圣的生命，而神圣的生命一点不差就是
赐生命的灵，包罗万有的基督， 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
念他们的罪;
念他们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
的神。......我们可以说，律与我们同在。但这律是
神圣的生命，而神圣的生命 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
因着耶利米书预言到新约，基于这事实，耶利米这卷
三一神—奇妙的源头是父，美妙的元素是子，绝佳的
旧约的书也可视为新约的书;我们需要看⻅并 取用新
素质是灵。这是新约 的中心、内容和实际(耶利米书
遗命的内容，就是神给我们的遗赠-耶三一 31~34，来
生命读经，二二一至二二二⻚)。
八 8~12:
律就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一个一直不变的定理。一个
在新约里，神应许我们四项福分:
律不一定是出于一个生命，但一个生命必定带 着一个
1， 宽恕我们的不义，以及忘记(赦免)我们的罪-来八
律。这生命所带着的律，就称作生命的律。这生命的
12。
律，也就是那个生命的一种自然特性， 一种天然功
2， 将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借以分赐生命之律能。例如，猫能捕鼠，......耳能听声，鼻能嗅味，
10 节上。
舌能尝⻝，......这一切的本能，都是 一种生命的自
3， 有特权得着神作我们的神，我 们作祂的子⺠-10
然特性，天然功能。只要那种生命是存活的，是自由
节下。
的，就自然地会发展这种的特 性，彰显这种的功
4， 有生命的功能，使我们凭生命内里的路认识神-11
能。......这种生命里的自然特性，天然功能，就叫
节。 这四点在 耶利米书 31 章都启示出来。
一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记念他们的罪”耶三一 34 下，赦罪的意义......就是消除人在神 面
前的罪案，使人免去神公义的刑罚(约三 18，五 24)。
人在神面前是已经有罪案的，是已经被定 罪的，必须
受神公义的刑罚。神赦免人，就是使人免去祂公义的

作生命的律。

最高
性
超凡 性
然 最高而超凡

超凡
规 最高而超凡
既 重 而

神的生命是
的生命，是
的生命，所以祂这生
命的特 和功能，也定 是
的。这
的特 和功能，就是神生命的律，所以这律也
是
的。我们 因 生 得 着了神的生

最高而
自

命，当然也就从神的生命里得着了这生命最高而超凡
的律(生命的认识，一三三至一三 四⻚)。 三一神经
过了过程，已经安装在我们里面，并且凭着律，而不
是凭着活动，在我们里面运行，这真 是太奇妙了!如
今祂乃是一个律，在我们里面运行。祂在我们里面运
行，不仅是作为全能的神，更 是作为一个自动运行的
律(罗⻢书生命读经，八三○⻚)。
我们整个在神面前的属灵生活，并不是我们自己努力
所能作到的，也不是我们尽力修行所能成功 的，乃是
由我们里面所已经得到的神的生命来负责的。神的生
命带着这生命的律住在我们灵里，我 们若照这灵里生
命的律而活而行，这生命的律就能自然地把神生命里
的一切内容，都从我们里面一 一地“律”出来，正好
符合神在外面那律法的要求，有超过无不及。这就是
罗⻢八章四节所说，“使律 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
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生命的认
识，一三六⻚)
三 “他们各人绝不用教导自己同国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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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利米三十一章，耶利米立下新约的根基，预言神
要将祂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祂要将祂的律法 写在我
们的心思里，使我们认识神;神要作我们的神，我们要
作祂的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教导 我们，因为我们
里面都有教导的生命;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不再记念
我们的罪。在新约里，我们 享受内里生命的律。这生
命的律带给我们神的人位，也带给我们神圣生命的神
圣性能，这能为神成 就一切，以完成祂的经纶。借着
内里生命的律，我们有性能认识神、活神，甚至在神
的生命和性情 上被祂构成，使我们成为祂团体的彰显
(耶利米书生命读经，三○九至三一○⻚)。这就是耶
利米书 三一 34 上所启示的:“他们各人绝不用教导自
己同国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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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来八
10，耶三一 33 下: 罗⻢八章十七节说，我们既是神的
儿女，便是神的后嗣，要承受神作我们的一
切。......在旧约，特 别在耶利米书，多次说到以色
列要作神的子⺠，神要作他们的神。......我们作神

的子⺠，意即我们 乃是神的产业;而神作我们的神，
意即神是我们的产业。在这样互相作产业以前，神与
我们，我们 与神，都是贫穷的。我们在得着神以前，
我们是无有的;神在得着我们以前，祂是没有儿女的。
那 就是为什么祂要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众
人成为祂的儿女;祂所有的儿女现今就是祂的产 业。
现在神是富有的。借此我们能领会这句简单的话的意
义了:“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 ⺠。”
〔三一 33〕今天，我们既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基
督，基督乃是神的具体化身。这位具体化身 在基督里
的神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位和我们的产业。照
样，神也得着了产业。我们乃是祂的产业(以赛亚书生
命读经，四三七⻚)。
希伯来八章十节末了说，“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
作我的子⺠。”在新约里，我们有特权得着神作 我们
的神，我们作祂的子⺠;这生命使我们能在与神的交通
中享受神。在旧约下的人有神，乃是根 据十诫。神作
他们的神，乃是照着旧的字句律法;他们作神的子⺠，
也是照着字句的律法。但是今 天神作我们的神，不再
是照着字句，乃是照着内里的生命;我们作祂的子⺠，
也不是照着成文的规 条，乃是照着里面的生命。神作
我们的神，我们作祂的子⺠，乃是照着生命之律。今
天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基于生命之律;这是在
生命里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无须照
着字 句律法的知识，乃要照着生命之律的知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