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伯记结晶读经
在新约里，神的销毁和剥夺成为可喜悦的事；自
#3: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
保罗信主那天起，他就是一个在神的销毁和剥夺
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2/15-21
之下主里的囚犯，但他满了喜乐和欢乐。
OL Summary:
C.保罗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借着了结和新生
Ⅰ.约伯受搅扰、困惑、迷惑到了极点，因为他虽 的起头而再生，就是重生时就钉了十字架。我们
然完全、正直且纯全，却有灾祸临到他的家产和 就象保罗一样，在重生时已经被钉十字架，目的
儿女，且有灾病临到他的身体:
是从那时起，不再是我们活着，乃是基督在我们
A.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即咒诅自己的母亲）时， 里面活着。
必然不是完全、正直的，也没有持守他的纯全， D.现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借死而活；借死而活
反而在他的纯正上破产了。
乃是背十字架的正确意义。
B.神的目的是要拆毁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直里 E.罗在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时，四面受压，却
天然的约伯，使祂能建立一个有神的性情和属性， 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至灭亡；保罗没有咒
得更新的约伯，好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按着神 诅自己的生日，也没有说宁愿死，不愿生；相
的经纶由神所构成；这样的人（如保罗）绝不会 反的，经过许多考量后，保罗说，他宁愿活
受任何难处和问题所困惑，以致咒诅自己的生日， 着，为使圣徒得到信仰上的进步（他们生命的
宁愿死不愿活。
长大）和喜乐（他们对基督的享受）。』
C.约伯沉缅于他美好的过去，为他悲惨的现况叹 F.当保罗为基督的缘故受困苦时，他是喜悦快乐
息。并且坚持，甚至夸耀他的正直、公义、纯全 的，甚至为着他的经历而在主里喜乐。
与完全/然而，保罗却操练忘记背后已过的事，好 G.保罗要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
赢得目前“今天的基督”到最完满的地步。
受苦的交通，好模成基督的死；他以基督的死作
D.约伯借着八次对他三个朋友的讲话，暴露了自 他生活的模子，模成基督的死是他极大的喜悦。
己是有以下特征的人/约伯是自义的。他因自己 H.保罗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无论是生，
天然人的成功和成就而昏暗，满意于自己所成为 是死，都借着活基督而显大基督；当神造人时，
的，却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可怜的光景。/约伯只 祂要人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是在名义上承认神，却不是在实际里；他没有被 I.保罗说，他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杀死），
神浸透，被神充满，也没有与神调和而与神成为 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在他那必死
一。
的肉身上显明出来；当我们在主死的杀死之下，
E.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目 祂复活的生命就借着我们分赐到别人里面。
的，如使徒保罗向新约信徒所宣告的：信徒所受 J.保罗在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时，他说我们那短
的苦楚是要为他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就是荣 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地为我们成就永远重
耀的神作他们荣耀的分，给他们得着并享受，直 大的荣耀。
到永远｡』
K.约伯认为他所受的苦楚非常沉重，但保罗认为
F.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若花时间在谦卑的灵里寻 他的苦楚是短暂轻微的；我们不需要在意我们的
求神，并在祷告里操练他们的灵，神就可能给他 苦楚，倒需要关切我们被变化，从一种程度的荣
们看见在基督里得重生、变化并荣化的圣徒，与 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借此神这重大的荣耀就
天然的人无分无关，也不需要用天然人的美德建 在我们里面加增。
立自己。
G.这属天的异象就会拯救他们，免去他们在约伯
记三十五章经文里浪费时间、加添痛苦、并虚空
的辩论；这些经文乃是一群瞎眼的人在黑暗中摸
索的记载；他们谈论神，也说到他们的灵，但在
他们三回长篇的辩论中，他们运用他们的心思，
而没有运用灵为约伯祷告并彼此交通，好叫他们
都能摸着神，得着神作他们的生命、光和属灵的
供应/我们若要有活力排，就必须以约伯记里这
些人的谈论为警戒；我们在约伯记中所看见的排
聚会，提供我们一个消极的例子，是我们今天在
召会生活中所不该有的排聚会。
Ⅱ.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远不
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
A.神的销毁是要消耗我们；神的剥夺是要拆毁并
取去那顶替我们活出基督以彰显基督之天然纯
全的总和(我们天然性格上的完全和正直)。
B.天天时时，约伯一直被销毁，他并不喜乐，但

CP1:信徒的苦难是外面圣灵的管治，同样的圣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灵在里面为着变化我们而作工
新人和青少年的大家，神并不希望你成为一
OL1:约伯受搅扰、困惑、迷惑到了极点，因为他 个好人(good man)，而是希望你成为神人（God
虽然完全、正直且纯全，却有灾祸临到他的家产 man）。
和儿女，且有灾病临到他的身体。
人知道恶是和神作对的，但是会误以为是善
OL2:神的目的是要拆毁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直 的话会讨神喜悦。撒但利用这一点，让人远离神
里天然的约伯，使祂能建立一个有神的性情和属 的经纶。撒但是善恶知识树，而神是生命树。善
性，得更新的约伯，好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按 恶不是别的树，是知识树。让人向神独立。但是
着神的经纶由神所构成；这样的人（如保罗）绝 生命是一直在依靠神的。吃饭时依靠，呼吸也是
不会受任何难处和问题所困惑，以致咒诅自己的 依靠。你应当每天吃喝神，每时每刻呼吸神。这
生日，宁愿死不愿活｡
是生命树的原则，即依靠。这样的话，神的生命
腓3:9 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 就会从你流向身边的人。同时你可以彰显出圣灵
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藉着信基督而有的义， 的果子，即最好的美德。
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
加5:22 但那灵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恒
1:19-21 因为我知道，这事藉着你们的祈求，和 忍、恩慈、良善、信实、
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这是 23 温柔、节制。
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
最好的美德不是表面的善，而是被圣灵充满
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 后的结果，即彰显神。
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因为在我， 弟兄的见证:我得救后从开始积极地传福音，就
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一直遇到环境上的苦难。人得救后一面被喜乐充
保罗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无论是 满，但另一面也会觉得“爱主传福音为何还要伴
生，是死，都借着活基督而显大基督。这就是基 随这么多苦难？”，而感到困惑。例如，“因为
督徒的生活。当神造人时，祂要人过的就是这种 传福音，在大学里时常被恶意评价”、“大学的
生活。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销毁这个“完 合气道社团里，大家希望我当部长，但是因为不
全且正直”的约伯，剥夺他在最高标准的道德上， 要和拜偶像发生关联。（合气道师范的本部道场
所达到并成就的完全和正直。神的目的也是要拆 里设着神棚，在大学是使用体育馆，没有神棚。）
毁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直里天然的约伯，使神能 就拒绝了当部长。因为这个原因，学长和学弟指
建立一个有神的性情和属性，得更新的约伯。
责我是不可靠的无用的人”这些事情现在看来没
至终，神的目的是要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 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个大问题。
充满了作神具体化身的基督，成为神的丰满，好 我当时对药学的学习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总是在
在基督里彰显神，而不是一个高道德标准的人， 心里发牢骚。勉勉强强地接受圣灵的管治下环境
有天然的完全、天然的正直、和天然的纯全，那 的安排，因此多次让圣灵忧伤。但是，与此同时
是约伯想要维持并持守的。
我也开始一点点地经历圣灵的更新。
OL3: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
1986年6月，多次参加8月开始的台北全时间
目的，如使徒保罗向新约信徒所宣告的：信徒所 训练的呼召聚会。在那个聚会上，一个不知道名
受的苦楚是要为他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就是 字的年轻弟兄被圣灵充满，大胆地讲说参加训练
荣耀的神作他们荣耀的分，给他们得着并享受， 的主的呼召。尽管当时很多有名的来自美国和台
直到永远｡
湾的同工，但是余洁麟弟兄还是选择让这位不知
道名字的弟兄讲话。余洁麟弟兄注意圣灵的引导，
没有拘泥于形式。看到他的做法，我非常吃惊。
他的做法打破了我文化的观念。我想到一直以来，
自认为在按照圣灵在做，但实际上大部分是按照
文化观念在做，一直以来的确信开始被打破。
2020年12月约伯记结晶读经中，神的百姓受
苦难的目的被清清楚楚地启示出来。通过这次训
练和晨兴材料，异象得以更新。我的苦难不是神
的刑罚。圣灵在外面管理环境，同样的在里面作
工。那是为了剥夺并拆毁我基于天然观念的生活
习惯，重建照着基督的生活。阿们！
祷告:哦主耶稣，我遇到苦难的目的是，神为了拆
除我天然里的完整、正确、高洁，使我成为和神
的性质相同的神人。我遇到苦难，是外面圣灵的
管治，同样的圣灵在里面为着更新变化我在作工。
主耶稣，愿我理解神的心意，每天吃喝神，每时
每刻呼吸神，依靠神，心思得到更新，被变化！

CP2:我们重生被钉在十字架上。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是为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成为新造
当台湾的训练学员来日本开展时，面对在日本
OL1: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远不如 传福音的困难，我们常常宣告说：“Apart from
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
Christ, I am nothing but sin. But, in Christ,
OL2: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若花时间在谦卑的灵里寻 I can do all things(离了基督，我什么都不是，
求神，并在祷告里操练他们的灵，神就可能给他们 只是罪。但是，在基督里，我能做一切事)”。并出
看见在基督里得重生、变化并荣化的圣徒，与天然 去，带许多人受浸。赞美主！
的人无分无关，也不需要用天然人的美德建立自己。
即使在得救之后，在圣灵的光照下，你意识到
OL3:神的销毁是要消耗我们；神的剥夺是要拆毁并 自己离开主就毫无价值，只配埋葬时，就要马上悔
取去那顶替我们活出基督以彰显基督之天然纯全 改，祷告：“除了罪我什么都不是。我除了死和埋
的总和——我们天然性格上的完全和正直｡
葬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赛57:15 因为那至高至上、住在永远、名为圣者
在神的经纶中重要的是新造，就是基督活在你
的如此说，我必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中痛 里面。如果活在你里面的是你的正直和完全，那就没
悔和灵里卑微的人同居，要使卑微之人的灵苏醒， 有任何价值。然而，约伯因为追求这些看似好的事物，
也使痛悔之人的心苏醒。
没有获得神。神不得不剥夺和销毁在错误领域中错
OL4:天天时时，约伯一直被销毁，他并不喜乐，但 误追求的约伯。
在新约里，神的销毁和剥夺成为可喜悦的事。
加 6:15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
OL5:保罗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借着了结和新生 作新造。
的起头而再生，就是重生时就钉了十字架；我们就
新造是在人里面活着的基督。你爱妻子，爱孩子
象保罗一样，在重生时已经被钉十字架，目的是从 和周围人，基督就活在你里面吗？当然，你应该爱人，
那时起，不再是我们活着，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问题是你是在旧造中，天然的生命里爱他们，还是在
着｡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 基督里，用活基督的方式来爱他们。天然的爱不以神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 的爱为内容，不能彰显神，不能代表神，因此不能威
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 胁撒旦。主的恢复是要产生一群得胜者。得胜者是将
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天然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基督是在那人里面作人位
约伯在受苦，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以利户 而活，使那人与基督成为一。
也来帮助他度过那个处境。然而，这些敬虔的人并
在职者应将“ 调和的异象是资本，是我们工作
没有为约伯祷告，也没有运用灵彼此交通，叫他们 的胆量”应用于工作、服事和家庭生活中。请读李弟
都能得着一点属灵的供应。…他们说到神，也说到 兄的信息摘要。“已过我们在配搭上发生了很多问
他们的灵，但在他们所有的辩论中，看不出他们在 题。我们认为年轻人有问题，或是年长的有问题。
运用灵。
实际上，年轻人和年长的都不是问题。问题的根源
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被钉了十字架。……没 是在于在与主的相处，与主的关系，和是否与主是
有一个人是在肉身上生来就被钉十字架的，但每一 一。如果这些关系正确的发展，工作将会繁荣。否
个信徒都是重生时就被钉十字架。这与主在约翰三 则，工作将会变得困难。我们与主一同做工，并不
章五节的话符合，那里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 是彼此相邻工作，也不是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另一
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个在里面工作。并不是这样，是我们跟主调和在一
按照约翰的职事，从水而生是为着了结旧造 起工作。”
的人。当我们在约翰职事的水里埋葬时，这指明我 祷告：“哦主耶稣，新造是在人里面活着的基督。爱
们领悟自己什么也不配，只配死。当人来到约翰那 人的时候不是在旧造里爱他们，需要在基督里，用活
里悔改时，约翰就将他们投到水里，好埋葬他们，
基督的方式来爱他们。操练灵，将自己天然的人钉在
了结他们。当一个罪人向神悔改时，他该悔改到这
十字架上，与基督成为一，应用在工作上，并在日常
样一个地步，看见他什么也不配，只配死。
生活的所有事上。离了你，除了罪我什么都不是。
但我在你里面，凡事都可做。阿们！”

CP3:被销毁和剥夺的苦难是“短暂、轻微”的，
应用：服事者篇
被剥夺所成就的是“永远、重大”的
人的苦难有三种。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4章所
OL1:保罗在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时，四面受压，却 指的苦难是第三种的苦难。
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至灭亡；保罗没有咒诅自 ❶从人的堕落而来的苦难:最初的苦难是全人类
己的生日，也没有说宁愿死，不愿生；相反的，经 共同的。因着人的堕落，在人身上有疾病等等消
过许多考量后，保罗说，他宁愿活着，为 使圣徒 极的事。
得到信仰上的进步（他们生命的长大）和喜乐（他 ❷从失败而来的苦难:有些人不遵守公司的规矩总
们对基督的享受）｡
是迟到。结果被公司解雇了。像这样的苦难是因着
OL2:保罗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无论是生， 罪和失败而引起的。
是死，都借着活基督而显大基督。
❸为耶稣被剥夺的苦难:这种苦难是为了耶稣的见
OL3:保罗说，他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杀死， 证而受的苦难，剥夺人天然的成就，目的是为了将人
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在他那必死的 从荣耀到荣耀被变化。
肉身上显明出来。
林后4:11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
林后4:10 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的生 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
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来。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
OL4:约伯认为他所受的苦楚非常沉重，但保罗认为 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
他的苦楚是短暂轻微的；我们不需要在意我们的苦 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楚，倒需要关切我们被变化，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
约伯虽然是纯全的人并没有失败，神有必要利用
一种程度的荣耀，借此神这重大的荣耀 就在我们里 撒但卑劣的手段剥夺和销毁他。这是为了让约伯获得
面加增。
神，被神充满，大大的彰显神。约伯虽然不明白神剥
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 夺的目的而丧胆，但是最后看见神。保罗在被剥夺的
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环境中没有丧胆。
17 因为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的为我
根据哥林多后书4：17，对保罗来说被销毁和剥夺的
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
苦难是“短暂、轻微”的，被剥夺所成就的是“永远、重
我们都喜欢有好环境，凡事都是顺利的、平安 大”的。关于如此极为有利的交易正如诗歌355所说明的。
的、甜美的、美好的。…〔但相反地，〕我们乃是 这个诗歌也是余洁麟弟兄所挑选的他喜欢的诗歌。
在受苦和受压的环境之下，这环境与那 灵一同作
355 当人弃绝地的贿赂 (英473)
工，杀死我们天然的人。倪弟兄说到这种环境乃是 1. 当人弃绝地的賄賂，前來为神而活，
圣灵的管治。…在说到应用基督之死的时候，罗马
他所得的无限富有，口舌难以述说。
八章说到内住的灵，而林后四章说到外面的环境。
因为万有全是他的，生、死、或是事、物；
外面的环境与内住的那灵合作，以杀死我们天然的
基督是他生命、呼吸，也是他的住处。
人。
2. 像我这人，王肯选上， 有分祂的宝座，;
保罗天天冒死，面对死，并向自己死。他身体
而我竟然不肯应选， 这是何其奇特！
上常带着耶稣的杀死，使耶稣的生命能在他身上显
永远勿说这是牺牲！ 无论代价若干，
明出来。 用以复合那灵的基督之死及其功效，在那
只要能入加略圣军， 权利都是难言。
灵里成为有效的。
3. 起来！将这交易算看， 零碎换来整个－
这经过复合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分赐基督的
万事、万物、加上万人， 竟都归你得着。
死及其功效，从我们的灵到我们的魂，甚至到我们
当你属祂，万有属你， 并且祂你合一；
必死的身体里。这分赐就是膏油的涂抹，而膏油的
你还得享无限生命， 权益有何能比！
涂抹就是内住之灵的运行。那些爱主并保持与主 4:12 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
有交通的基督徒，常常感觉他们里面有东西在运 上发动。新约的服事者只有经历过十字架的杀死，才
行着。那运行就是膏油的涂抹，而那膏油的涂抹就 能将生命供应给他人。
是三一神、 基督之死、和基督之复活的分赐。那 祷告:哦主耶稣。约伯看重自己所受的患难，但保
分赐包括这一切元素：神性、基督的人性、基督的 罗认为自己的患难是短暂轻微的。我们通过短暂
死、祂死的功效、基督的复活、和祂复活的大能。 轻微的患难，从荣耀到荣耀被变化模成基督的模
样。感谢这重大有永远价值的神的荣耀在我里面
加增。愿意服在圣灵的管治下，经历十字架的杀
死，为了基督与召会，愿能够向他人供应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