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伯记结晶读经 2/8-14
#2:神、人和撒但 OLSummary:
Ⅰ. 全本圣经就是记载神、人、和撒但的事；所以我
们读圣经，不仅要懂得神的事和人的事，还必须懂得
撒但的事:
A. 撒但原是神在创造地以前所创造的一个天使和受
膏的基路伯；他原是天使当中最高的一位。
B. 撒但对神的背叛启示于以赛亚十四章十三至十四
节和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五至十八节/撒但背叛神是由
于他心里骄傲；他因美丽心中高傲/撒但背叛的意图
乃是要推翻神的权柄，高举自己与神同等；在他对神
的背叛里，他要与神同等｡
C. 因着背叛，撒但就成了神的对头，神的仇敌/“撒
但”意“对头”；撒但是神的对头，是与神作对的/“仇
敌”是指在神国之外的敌人，而“对头”则指在神国
之内的敌人。/撒但不仅在神国之外作神的仇敌，也在
神国之内作神的对头，背叛神｡
Ⅱ. 约伯记一至二章的景象描述在天上所举行关
于约伯的两次会议:
A. 因着神对约伯有爱的关切，所以就在天上举行
两次会议讨论约伯｡
B. “神的众子”，就是众天使，来侍立在耶和华
面前，撒但，就是那对头，也来在其中。
C. 神按祂的智慧和主宰的权柄，还未在撒但身上
执行祂的审判，反而给撒但有限的时间，让他作些
事，好应付一些消极的需要，以完成祂的经纶。』
Ⅲ. 撒但有他的国，就是黑暗的权势:
A. 撒但有他的权势和他的使者，就是他的从属，
是这黑暗世界的执政者、掌权者和管辖者；因此，
他有他的国，就是黑暗的权势｡
B. 撒但是这世界的王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Ⅳ. 主耶稣借着祂在地上的职事和祂在十字架上
的死，胜过了撒但:
A. 得胜的基督在祂地上的职事里击败魔鬼并消除
魔鬼的作为。
B. 得胜的基督在祂钉十字架时，赶出这世界的
王，废除魔鬼，使执政的和掌权的被脱下，并把
死废掉。
C. 借着国度的福音，神将人带到诸天掌权的管
治之下，使他们成为祂的国度，就是受祂权柄管
理的人｡
Ⅴ. 作为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我们需要
学习在基督里胜过撒但:
A. 我们不该不晓得撒但的阴谋/译为“阴谋”的原文，
意即计划、策略、企图、计谋、打算、目的/那恶者撒
但，在每件事的幕后藏着，在每件事，甚至在召会生
活里面作祟｡

B. 我们需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我们能以站住，抵
挡魔鬼的诡计。
C. 我们需要儆醒防备我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
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儆醒犹如战
争中的警备，如同在前线的士兵/彼前五章八节的“儆
醒”一辞含示争战；我们乃是在争战之中，我们需要
警备/我们若警备，就会抵挡我们的对头，在信上坚
固/抵挡不是反抗，也不是苦斗，乃是在吼叫的魔鬼
面前，在我们信的立场上站稳如磐石/彼前五章九节
里的信，实际是说你们的信，指信徒主观的信，就是
相信神保护的能力和爱的关切。
D. 我们胜过撒但最好的路乃是活在调和的灵
里。』
Ⅵ. “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的脚下”:
A. 践踏撒但与召会生活有关；召会生活是神胜过撒
但最有力的凭借｡
B. 罗马十六章二十节的“你们的”在原文是复数，
指基督的身体。
C. 将撒但践踏在我们脚下的那一位是平安的神，这
是很有意义的。
Ⅶ. 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之后，天上就有争
战，撒但和他的使者要被摔在地上，并且神的国要
显明:
A.男孩子是由得胜者所组成，他们替召会站住，站
在全召会所当站的地位上，替召会作事情/男孩子
在地上总是不断从事与神仇敌撒但的争战/天正等
待男孩子—得胜者—到达那里，好进行争战，把撒
但从天上摔下去。
B.魔鬼，那控告者，现今在神面前昼夜控告信徒，
但构成男孩子并受神的仇敌撒但敌对且毁谤的得
胜信徒，胜过他/他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为着救赎我们之羔羊的血，在神面前答复魔鬼对我
们一切的控告，使我们胜过他/每当我们感觉魔鬼
的控告，就需要应用这血/他们胜过他，是“因自己
所见证的话”/自己所见证的话，就是见证魔鬼已经
受主审判的话/每当我们感觉魔鬼的控告，就当发
声宣告，主胜过了他/得胜者不爱自己的魂生命/不
爱自己的魂生命，乃是我们胜过撒但的根据/不爱
自己的魂生命，乃是能舍得自己的魂生命，不在乎
自己的魂生命/撒但只怕一种人，就是那些不爱自
己魂生命的人｡
C. 男孩子与神最重要的时代行动有关/神要结束
这世代并带进国度时代；为此神必须得着男孩子作
祂时代的凭借。

CP1:撒但由于他心里骄傲而背叛了神。你如果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骄傲就成了跟从撒但的人，神会与你为敌。
青少年和新人们，不能看到自己天然的长处
但是谦卑的话就会蒙恩
或者属灵的恩赐就骄傲。你有这样的优点是神的
OL1:全本圣经就是记载神、人、和撒但的事；所 恩典。不能像撒但一样，因美丽而心中高骄傲，
以我们读圣经，不仅要懂得神的事和人的事，还 乃至忘了神。
必须懂得撒但的事。
林前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
OL2:撒但原是“明亮之星，清晨之子”，是神在 人。
宇宙之“晨”所创造最初期的天使之一，受神指 彼前5:5 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众
派作了天使长｡受膏的基路伯为神所派管理亚当 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敌挡狂
以前的宇宙；受膏的基路伯是最靠近神的，兼有 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君王职分和祭司职分，在神的造物中掌有最高的 FN“以谦卑束腰”:这比喻显然是出于彼得的印象，
地位。
就是主如何以手巾束腰，降卑自己洗门徒的脚，
OL3:撒但背叛神是由于他心里骄傲；他因美丽心 特别是洗彼得的脚。
中高傲。撒但背叛神是由于他心里骄傲。他观看 6 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
自己的荣光，就败坏了。注视神所使我们有的， 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
而忘了神自己，总是试诱我们骄傲。骄傲就是撒 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
但背叛的原因。所以使徒绝不让初信的人作召会 8务要谨守、儆醒。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
的长老，“恐怕他为高傲所蒙蔽，就落在魔鬼所 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受的审判里。”（提前三6）一切天然的美德和属 FN“寻找”:这里彼得警告在逼迫中受苦的信徒，
性，以及一切属灵的恩赐，都可能被魔鬼利用， 他们若不肯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将忧虑卸
使我们骄傲。那骄傲的魔鬼仍在遍地游行，寻找 给神，他们就会被对头魔鬼，这吼叫的狮子所吞
可吞吃的人，就是骄傲的人。唯一“抵挡”他的 吃。这教训我们，狂傲和忧虑会使我们成为丰美
办法，就是“降卑”自己，以谦卑束腰，因为“神 的猎物，满足吼叫狮子的饥饿。
敌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5： 弟兄的见证:“我曾经取得一点儿成功的时候，例
6）在这事上主耶稣是一个好榜样。撒但是高抬自 如学校考试考得不错的时候，或者聚会申言时弟
己，主耶稣是“降卑自己”。因此，主胜过了撒 兄姊妹为我大声说阿们的时候。我在心里暗想：
但，撒但在祂里面毫无所有。
『我真优秀。虽说有主的帮助，但我比其他人都优
OL4:神按祂的智慧和主宰的权柄，还未在撒但身 秀。』但是，感谢神在外面环境的剥夺以及里面
上执行祂的审判。祂仍然给撒但有限的时间，使 圣灵的光照。有时候，因为骄傲在公司里和上司
他能作些事，好应付一些消极的需要，以完成神 相处不融洽，被上司欺负。那个时候心里面觉得
的经纶。神不能，也不愿要求祂众多良好天使中 委屈。但当我回到灵里祷告的时候，圣灵光照我，
的任何一位，来作伤害约伯所必须的事，就是剥 我明白了主是在用上司，来对付我内心的骄
夺他的一切，使他能被神充满。
傲。我渐渐地认识到了以下几点：
伯2:4-7 撒但回答耶和华说，人为了自己的性命， ❶『无论是天然的还是属灵的能力，都是主赐予
情愿付出一切所有的。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 的，所以没有主的恩典，就没有现在的我』。
他的肉；他必当面咒诅你。耶和华对撒但说，他 ❷『小的骄傲放着不管的话，骄傲的细菌就会蔓
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但从耶和 延，最后变得难以对付。因此当有小的骄傲出现
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 的时候不能容忍，要立即对付』。
了毒疮。
❸『一定不要被撒但诱惑而骄傲，不能成为撒但
OL5:约伯记一至二章的景象给我们看见，撒但仍 的跟从者』。
是自由的，好被神特意用作丑恶的工具，以执行 ❹『现在，要爱主，可以在主恢复里，在地方召会
神对爱祂之人严厉的对付。
里完全是主的怜悯和恩典』。
❺『祝福的源头是神，不是我自己。所以必须不能
信靠自己，要仰望主，信靠主，和主成为一』。之
后我变得害怕骄傲。只有彻底对付骄傲，在职场
才能得到超乎自己想象的祝福。我训练自己警惕
一切的骄傲，哪怕是产生了一点点的骄傲，我也
要立刻、彻底地对付。因此被神祝福。Apart from
Christ, I’m nothing but sin. But in Christ,
I can do all things!离开了基督，我只有罪。
但在基督里面，我可以做一切。阿们！”

CP2:若把心思置于灵，留在十字架上，
应用:服事者篇
在基督的十字架的得胜中能胜过撒但
你需要留在灵中，留在十字架上。如果你在灵中
OL1:撒但有他的国，就是黑暗的权势。
停留在十字架上，你就可以在基督十字架的得胜中战
OL2:当我们死在过犯并罪之中，我们的行事为人随着 胜撒但。
『这世界的世代』，就是世界时髦的表现，现今的潮 罗 8:6 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
流，就是撒但的系统。
命平安。
OL3:主耶稣借着祂在地上的职事和祂在十字架上的死， FN「心思」:心思是作人个格、人位之魂的主要部分，
胜过了撒但。
因此，心思代表魂─人自己。在本章，心思是中立的，
约壹3:8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 介于重生调和的灵，与堕落的身体─肉体─之间。七
为。』
至八章表明，心思可有两种不同的行事，叫我们或在
来2:14『…为要借着死，
废除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 灵里，或在肉体里。心思若倚靠并联于重生且与神的
OL4:得胜的基督在祂地上的职事里击败魔鬼并消除魔 灵调和的灵，就将我们带进这灵，享受神的灵作生命
鬼的作为。得胜的基督在祂钉十字架时，赶出这世界 之灵的律。心思若联于肉体而独立行事，就将我们带
的王，废除魔鬼，使执政的和掌权的被脱下，并把死 进肉体，使我们与神为仇，不能得神的喜悦。。
废掉。借着国度的福音，神将人带到诸天掌权的管治
把心思置于肉体上，就是接受撒但的话，像夏娃
之下，使他们成为祂的国度，就是受祂权柄管理的人 一样吃善恶知识，与撒但合是一。作为撒但的善恶知
撒但“永”在各各他失败。。所以，凡与各各他的 识树，不仅包含邪恶的事物，而且还包含从神独立的
羔羊联合的，而站立在各各他得胜的根基上—不是要 表面上的善事。然后，就会在生活中撒下死亡。这是
重新争战得胜，乃是要将从前的得胜，显在这一次的 非常可怕的。
例如，
当你和某个兄弟姐妹一起服事后，
争战里—都要得胜。失败是因靠己；得胜是因站立在 开始憎恨和批评他们。圣经把这件事描述为“打”。
各各他上面。各各他是得胜地！
这样的心思来自魔鬼撒但，停留在这种肉体的心思中
OL5:那恶者撒但，在每件事的幕后藏着，在每件事，甚 的后果，就是死亡和分裂。人们之间的不和与分裂，
至在召会生活里面作祟。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就使我们 夫妻之间的离婚等都来自于对肉体的心思。在这个世
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界上，批评、仇恨和分裂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神的国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 度里，这些肉体的工作没有余地。你在召会生活中的
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 服事中，必须彻底地除去来自肉体的心思。决不能说
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借口，也不能容忍肉体的心思，说一点也无所谓。
OL6:撒但迫害至高者圣民的其中一个诡计是折磨他
请你祷告说，“主啊，讨厌、批判和憎恨我的兄弟
们；当我们看见撒但正在折磨我们时，就有能力抵挡 姐妹的感觉就是肉体的心思，就是死亡。我会从自己
并反对他折磨人的计谋｡
的心思中，彻底排除这些死亡的感觉。我不想把我的
OL7:只有一个地方是撒但不能侵入的，就是我们的 心思向肉体和死敞开。我只想向灵敞开心思。我害怕
灵。我们是否在撒但的权下，不在于我们所作的事， 把心思置于肉体上。”
乃在于我们是在灵里，还是在肉体里
撒但的原则是分裂，神的原则是一。而且，实际
约壹5:18 『…那从神生的，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 上分裂，来自于把心思向肉体敞开，一是来自于把心
不摸他。』
思向灵敞开。
提后4:22『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们同在。
』 加 5:19 肉体的行为，都是明显的，就是淫乱、污秽、
我们一留在灵里，就实际的被建造在身体里。 邪荡、
但我们若留在我们的心思里，就会分裂。不但在召 20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私图
会生活里是这样，在婚姻生活里也是这样。我若留 好争、分立、宗派、
在我的心思里，我的妻子也留在她的心思里，我们 21 嫉妒、醉酒、荒宴以及类似的事；关于这些事，我
就不可能是一。我已经学会对于留在我的心思里有 现在事先告诉你们，正如我先前说过的：行这样事的
健康的畏惧。…每当我在灵里，一就没有问题。在 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国。
召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里，我们必须惧怕我们那十分 兄弟的见证：“一起住在弟兄之家的弟兄，是个神经
容易置于肉体的心思，惧怕由我们异议的思想和意 非常纤细、自尊心很强的人。因和我的性格不配而困
见所引起的分裂。当我们发觉自己的思想在批评别 扰。但就这样，就是住在一起也是觉得心彼此分开，
人，就需要立刻转向在我们灵里的主，并且祷告。 里面有分裂，我回到灵中，祷告说：“主啊，我愿被
我们都必须学习转向灵并留在灵里的功课。
建造。”然后，我接受了他有点高傲的态度，并向他
坦白了自己的失败。结果，心变得相通了”。
祷告:“主耶稣啊，
把心思向肉体敞开，
吃善恶知识树，
会与撒但是一。愿将心思置于上，经历生命与平安作
实际。阿门!”

CP3:胜利者的标志:❶羔羊的血❷见证的话
❸不爱自己的魂生命❹实行身体的生活
OL1:“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们
主耶稣的恩，与你们同在。”(罗 16:20)。
OL2:罗马十六章不是指宇宙的身体，乃是指身体在地
方上实际的彰显。对付撒但乃是身体的事，不是个人的
事。唯有当我们有正当的地方召会，作身体实际的出
现，才会将撒但践踏在我们的脚下。
OL3:当我们从里面被祂全然圣别时，就在凡事上与祂
与人都有和平。
神的平安保卫（守卫）我们的心怀意念，
因为平安的神在基督里，在我们的心怀意念前巡查，保
守我们平静安宁｡
罗12:5“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
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
保罗借着推荐与问安，将我们带进基督身体全
体相调等等生活中，使平安的神能将撒但践踏在我
们脚下，而我们能得享基督丰富的恩典。在罗马十六
章，使徒保罗将圣徒一一提名问安，至少有二十八位
圣徒，… 并且普遍地问圣徒的安。这给我们看见，
他对每一位圣徒都相当的认识、了解、关心。这样的
推荐和问安，不仅说到众圣徒之间的关切，也说到众
召会之间的交通。
OL4: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之后，天上就有争
战，撒但和他的使者要被摔在地上，并且神的国要
显明。
OL5:得胜的信徒和撒但争战，实际上就是执行主对
撒但的审判。至终，借着他们的争战，撒但要从天
上被摔下去｡男孩子被提，结束了召会时代，并引进
国度时代。
启12:5“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
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祂的宝座那里去
了。”
11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
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
已过每逢我们受自己的脾气困扰时，都是先向
主认罪，求主赦免，然后再祷告求主帮助，最后立定
心志不再发脾气。这样的事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但我
们不该再这样。每当我们的脾气又要发作时，先不要
管脾气，要向撒但传讲。我们要到问题的源头，就是
撒但面前，向他 传讲说，“撒但，你已经被钉在十字
架上了。”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胜利者的标志1,2,3,4:
❶羔羊的血:为着救赎我们之羔羊的血，在神面前答
复魔鬼对我们一切的控告，使我们 胜过他。 每当我
们感觉魔鬼的控告，就需要应用这血。
❷见证的话:自己所见证的话，就是见证魔鬼已经受
主审判的话。每当我们感觉魔鬼的控告，就当用话语
作见证，主是如何已经对付了他。必须发声宣告，主
胜过了他。
❸不爱自己的魂生命:因着亚当的堕落，撒但把自己
与人的魂生命，人的自己结合起来。所以为了胜过撒
但，我们当不爱自己的魂生命，甚至憎恶并否定自己
的魂生命。
❹在地方召会中实行身体交通的生活：唯有当我们
有正当的地方召会，作身体实际的出现，才会将撒但
践踏在我们的脚下｡
以下是李弟兄的信息中胜利者的见证的话的具
体例子。当男孩子生出来，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
他要说“撒但，你在地上已被我打败，你还要躲在天
上么？现在我到这里来向你传讲，你还记得我在地上
对你讲的信息么？”。…“撒但，你不应该再在这里，
出去！”。男孩子一宣布这话，天使长米迦勒就率领
他的使者与龙争战。…等到撒但被摔到地 上破坏地
的时候，我们还要下来对他说，“撒但，你还在这里
么？我再向你讲一篇道，现在就是你下无底坑的时候
了。”千年国以后，撒但要煽动人起来背叛神，而我
们就要说，“撒但，听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篇
道，现在你要到你命定的地方—火湖—去。” …我盼
望你读完这篇信息以后，能强有力地向仇敌说，“撒
但，你欺骗我多年，现在我〔的〕…眼睛已被开启，
不能再无所谓了。撒但，你不仅是神的仇敌，也是我
的仇敌。从今以后，我要绝对地为着主，再也不听你
的话了。”
弟兄的见证:我读了李弟兄的职事的信息之后，发现
我的职场生活与以圣经为根据的李弟兄的信息有很
大的不同。本当应该是我（基督身体的肢体）威胁撒
但，却总是被撒但威胁。例如，亚拉伯人与亚扪人的
首领藐视尼希米和犹大人，说，
“你们要背叛王么？”
时、尼希米进取地回答说，“天上的神必亲自使我们
亨通；所以我们作祂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
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记念。”(尼2:20)』像这样
的时候，如果是以前的我，我想一被威胁我就马上后
退了。在职场生活中也有过很多这样的状况。但是被
职事的信息光照，每次撒但来威胁时，我变成能够说，
“撒但，为什么我要害怕你，应该是你害怕我。你是
谎言之父，所以我不会屈服于你的威胁。你的居所是
十字架。回到十字架上去。哈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