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伯记结晶读经2/22-28#4:约伯与两棵树
OL Summary:
Ⅰ.按照圣经的神圣启示，有两棵树、两个源头、
两条路、两个原则、两个终结:
A.生命树表征三一神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作人的
生命；善恶知识树表征魔鬼撒但，就是那恶者，
在人于神面前堕落的事上，对人乃是死亡。
B.命树是寻求神作生命，以得着供应与享受之人
的源头；善恶知识树是跟随撒但作毒物，以至于
死，并永远沉沦之人的源头。
C.第一条路是生命的路，就是狭路，给人寻求神，
得着神，并在神永远的生命里享受神作供应；第
二条路是死亡并善恶的路，就是阔路，让人跟随
撒但，作他的儿女。
D.第一个原则是生命的原则—倚靠神的原则；第
二个原则是死亡并善恶的原则—向神独立的原
则。
E.两个终结乃是两棵树、两个源头、两条路、和
两个原则的最终结果/神生命之路的终结乃是生
命水的城，也就是新耶路撒冷/死亡并善恶之路
的终结乃是火湖。』
Ⅱ.神的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在善恶知识树线上
的约伯，乃是要得着一个在生命树线上的约伯:
A.约伯和他朋友们的逻辑是循着善恶知识树的
线；他们都毫无神圣的启示，也无神圣生命的经
历。
B.约伯象他的朋友一样，停顿在善恶的知识里，
不认识神的经纶/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在神所
命定人该在的生命树线上/他们对人与神关系的
观念，是建立在善恶、对错之上，完全照着善恶
知识树的原则，全然照着堕落之人属人道德的观
念。
C.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在善恶知识树的范围
里；神要把他们从那个范围里拯救出来，摆到生
树的范围里。
D.神对付约伯的目的，乃是要将他从善恶的路上
转到生命的路上，好使他最完满地得着神。
Ⅲ.我们需要有生命树的异象:
A.生命树表征三一神在基督里，食物的形态将自
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作生命。
B.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按着神的目的，地是宇
宙的中心，伊甸园是地的中心，生命树又是伊甸
园的中心；因此，宇宙乃是以生命树为中心。/没
有什么比生命树对神和人更中心，更重要。
C.新约启示基督是生命树之表号的应验。
D.约翰福音所启示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各面，都是
生命树的结果。
E.享受生命树将成为神所有赎民永远的分/生命
树实现了神原初对人的心意，直到永远。/生命树
的果子要作神赎民的食物，直到永远；这些果子
始终是新鲜的，每月都结。』
Ⅳ.创世记二章九节的两棵树—生命树与善恶知
识树—代表两个生活的原则:
A.这两棵树表明基督徒能凭着两种不同的原则

—是非的原则或生命的原则。
B.约伯和他的朋友们所追求的是道德范围里的
东西，但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应当追求属神范
围里的东西。
C.基督徒不是讲是非的原则，善恶的原则，乃是
讲生命。/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得着新的生命之后，
我们多了一个生活的原则—生命的原则；我们如
果不知道，就会把生命的原则摆在一边，而跟从
是非的原则。/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我们也许不
是在生命树的线上，而是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该在善恶知识树
的范围里，乃该在赐生命之灵的范围里。/我们要
按照生命的原则生活，就需要跟随生命内里的感
觉。/在消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死的感觉。/在
积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生命平安的感觉，感觉
刚强、饱足、平安、明亮、舒服/我们照着生命树
的原则而活时，就不会在意善恶，乃在意生命；
我们辨识事物，就不会照着对错，乃照着生命或
死亡。
Ⅴ.每一个在基督里的真信徒，都是一个小型的
伊甸园，在他的灵里有神作生命树，在他的肉体
里有撒但作善恶知识树:
A.我们是小型的伊甸园，因为与神、人、和撒但
有关的三角情形，现今就在我们里面。/人堕落之
前，善恶知识树和生命树乃是在人的身外。/经过
堕落，善恶知识树就在我们里面；经过重生，生
命树现今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是与三一神
调和，而我们那成了肉体的身体，是与撒但罪恶
的元素搀杂；这使基督徒成为小型的伊甸园。
B.我们这些由创世记二章的亚当所代表的人，在
我们的灵里有生命树，在我们的肉体里有善恶知
识树。/我们每逢接触善恶知识树，就死了；我们
每逢接触生命树，就得着生命。/如果我们站在善
恶知识树那一边，与撒但接触，我们就会活出魔
鬼撒但的生命，结果乃是死亡。/如果我们站在生
命树这一边，与神接触，我们就会活出神自己，
结果乃是生命。
C.罗马8:5～6给我们看见小型的伊甸园，一边有
肉体与死，另一边有灵与生命，中间有心思。/我
们从罗马8章知道，我们需要将我们这人转向那
住在我们灵里活的一位，并保持与祂是一。/我们
将心思置于灵，就有生命、平安、亮光、安慰和
力量；我们的干渴就得解除，我们的饥饿也得饱
足。/当我们将心思置于灵，我们的心思就满了生
命与平安。/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外在的行为与
我们内里的所是之间，并无不一致。/当我们将心
思置于灵而说话时，生命就具体化在我们的话语
中，因为我们与主乃是一灵。

CP1:将心思置于灵，有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安，就可以走生命的道路，向前进
不要觉得吃善恶知识树是一件小事，或者只
OL1:按照圣经的神圣启示，有两棵树、两个源
吃一点点的话没有关系。吃善恶知识树会使你方
头、两条路、两个原则、两个终结。
向错误，在基督徒道路上后退。
创2: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
神对付你的目的，是要你从照着伦理的善恶
以悦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
的原则转向照着神的生命的原则，来调整关于你
树，还有善恶知识树。
和神的关系的逻辑（思考）。不要按照常识和文
17 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
化，而是要敞开开心思，将心思置于灵。生命就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会从灵分赐到心思。你就会被神的灵引导。
按原则说，若是生命树结束于水城，善恶知 罗马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
识树就必是结束于火湖。启示录二十二章里一切 灵，乃是生命平安。
邪恶的东西，都联于火湖。因此，两个结局乃是 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水城和火湖。在这两个源头和两个结局之间，有 弟兄的见证:我决定考修士要努力学习的时候，
两条线，成为两条路。
非常焦虑而学不下去。担心会不合格，变得非常
第一棵树表征神单单是生命，不包含别的元 不安，经常做如下的祷告：“主耶稣，这三年来
素。…第二棵树表征撒但是死亡，包含知识、善 我专心于社团活动，没有怎么好好学习，大学院
和恶。神是简单的，撒但却很复杂。照着神圣的 的入学考试很艰难，进展不太顺利。但是我没有
启示，知识是撒但，善是撒但，恶也是撒但。今 参加就职活动，如果不能合格的话就麻烦了。合
天的世界是个崇拜知识的世代。亚当和夏娃在吃 格的话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总之请让我合格吧”
善恶知识树以前是无知的，不知罪，所以没有罪。 （在当时，几乎没有中途采用，如果大学院没能
他们吃了知识树以后，眼睛明亮了，他们就有了 考上，就需要花一年时间找工作或者要重考。当
知识，那就是罪。我们都认为犯罪是罪，却不认 时没有人这样做。）像这样祷告了很多次但是并
为知道罪也是罪。
没有得到什么平安。有一次祷告之后，主对我说：
真正的善乃是神自己；因此，得着神就等于得 “你爱我，还是爱我给你的祝福”我立刻回答说：
着真正的善。当那富有的青年官来到主耶稣那里， “不要说那么难的话，如果让我合格的话，无论
称祂为“良善的夫子”，主耶稣说，“你为什么 怎样我都会爱你。总之让我合格吧”有三次这样
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 子的对话。每一次都是被不安充满。我理解了我
的。”（马克10:17）我们若在神以外得着任何别 不能改变主，最后我将心思置于灵，祷告说：
“主
的善，那是可怕的。我们若摸着神以外的善事， 耶稣，我向你悔改。原谅我的心不单纯，无论合
这就是说我们摸着撒但。
格与否我都爱你。”这样祷告之后，我立刻被超
第一个原则是生命的原则，按照这原则，所 越人所能理解的神的平安充满。同时，我有了主
有在生命路上的人保持与神的接触，并且借着这 在升学上引导我的感觉。那之后，和周围人预料
原则一步一步地寻求神、得着神、拥有神并享受 的相反，我合格了。大学院考试上我拼尽了全力，
神，直至达到最完满的地步。
学习到了很多事情。①对主耶稣要有单纯的心。
第二个原则是死亡并善恶的原则，在这原则 不要爱主外面的祝福，而是要爱主。②将心思置
里，所有在死亡路上的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跟 于灵，会有超越人理解的平安。在生命的感觉中
随撒但，并且借此弃绝神和祂生命的路，而成为 有主的引导和祝福。能推动我们向前进。③将心
撒但的同伴，以至于死和永远的沉沦。
思置于肉体，就算祷告，也没有平安，只有焦虑、
两个结局乃是人在与神关系上所走之两条 不安等死的感觉。没有引导也没有祝福。④宇宙
路的两个目的地。新耶路撒冷是神生命之路最好、 的中心是生命树。我懂得了自己是无法改变神命
最荣耀的结局，乃是极有力的奖励，叫我们寻求 定的计划。
神，直到我们照着祂的爱和恩，得着祂到最完满 祷告:哦主耶稣，神来对付我的目的是为了调整
的地步；火湖乃是撒但的死亡并善恶之路最坏、 我的想法，从按照伦理的善恶的原则，转向按照
最悲惨的结局，这应当是给在撒但敌挡神经纶的 神生命的原则。不照着常识和文化，而是将心思
路上跟随撒但之人严肃的警告，要他们从撒但的 置于灵，希望我被神的灵引导。将心思置于肉体，
死亡之路转到神的生命之路，使他们得以逃脱撒 吃善恶知识树的话，就没有平安，只有焦虑和不
但，按照神的公义和公平所受永远的审判和永远 安等死的感觉。没有引导也没有祝福。将心思置
的沉沦。
于灵，来到宇宙的中心的生命树，吃喝享受主。
阿们！

CP2:生命树乃是宇宙的中心。更新奉献，在在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职生活中也要在生命树线上往前。
根据神的经纶，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的中心
OL1:神的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在善恶知识树线 的中心（参照下图）。你应当让生命树安置在你
上的约伯，乃是要得着一个在生命树线上的约伯。 在职生活，研究生活，家庭生活的中心。
OL2:我们需要有生命树的异象。
弟兄的见证:大学院毕业之后我全时间服事了五
约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年，在快到三十岁时开始工作，在开始工作前我
6:48 我就是生命的粮。
这样祷告：“主耶稣，我带着全时间服事的灵来
亚当吃了善恶知识树。这棵树因而种到亚当 工作。我想要一生都全时间服事，但在主的引导
里面，长在他里面，也长在亚当一切的后裔里面。 下即将成为在职者。我要带着全时间服事的灵来
在约伯的时代，善恶知识树只有两千年，但今天 工作，走基督与召会生命的路是我的主业，我的
这棵树已经有六千年之久。今天整个人类都是由 事业则是副业。如果主业失败了，就算副业得到
善恶知识树所构成。在每个人类社会中，不论道 了祝福，我的人生也是失败的。请让我的人生不
德如何，善恶知识树总是一直在生长。只要这棵 要以失败告终。我要更新奉献。在在职生活中，
树在人类当中生长，就没有和平。
请让我的心思每天都得着更新。使我成为得胜者
我们重生之前，都是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 中的一位”。
当我们重生时，基督就将祂自己这生命树栽种到
实际开始工作，会有下面这样的问题，这些
我们里面。
问题成为了我思维方式得着更新的机会。
比如，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们可能在知 ① 周围的人都有野心，所以没有野心的我在周围
识树的线上；我们和配偶说话的方式，可能叫我
人看来就是异常的，被认为没有进取心。明明
们不但生长这棵树，更对它浇灌、施肥。那么，
拿着工资却没有作为要为公司做出贡献的社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需要记住保罗在加拉太二
会人的责任感和常识，这对我来说是事实。在
章二十节的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
这一点上我需要悔改。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从知识树转向生命树。 ② 在日本通过晚上的酒会来维护人际关系，这
约伯象他的朋友一样，也停顿在善恶的知识
样老旧没有效率，脱离本质的方法，却很普
里，不认识神的经纶，没有充分的看见神创造人
遍，这点让我很吃惊。当时的我就想，将来
的定旨。他和他的朋友都毫无神圣的启示，也无
如果自己成了管理者，光是把这一点改正就
神圣生命的经历。他不知道神的目的不是要加增
足以比其他人具有相当多的优势。实际成为
他的完全、正直、公义和纯全。相反地，神的目
了管理职位时，我尝试了一下，这对激励员
的是要剥夺他这些自以为满意的属人美德，好叫
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实际上，大多数人都
他只寻求神并得着神自己。他的朋友和他，都不
疲于参加频繁的酒会。
在神所命定人该在的生命树线上。
③ 由于受到传统的影响，日本社会显然对女性雇
例如，我们需要在说话上与主成为一灵。我
员具有歧视的观念。但是，我主张自己没有那
为主说话前，都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与我
样的观念（例如，东京奥运会奥组委前主席的
成为一灵，使我能与你成为一灵。主，在我的说
讲话）。当我选自己的直系下属时，是按照能
话中说话，使我的说话成为你的说话”。这就是
力的顺序来选择，结果七位部长都是女性。
活在神永远经纶的分赐里。我们这样生活、说话，
以奉献为基础的在职生活，充满了实际更新
就享受神圣的分赐，基督就在我们里面加多。基 我心思的机会。在考虑由谁担任领导时，将心思
督在我们里面增长，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增长。
置于灵里，摆脱了日本文化的思维方式，拥有合
假定你和配偶之间有了难处，你不该作什么， 理的思考并获得了成功。在召会生活中的实行也
因为你无论作什么，都是在善恶知识树的范围里。 是，我认为姊妹的功用至关重要。
你只要祷读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不要注意难处
或你的怒气，只要注意基督在你里面活着。
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按着神的目的，地是宇
宙的中心，伊甸园是地的中心，生命树又是伊甸
园的中心。…没有什么比生命树对神和人更中心，
更重要。
生命树是
宇宙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
的中

CP3:持续不断训练将心思置于灵，
享受基督作为生命树，留在生命的路上
OL1:创世记二章九节的两棵树—生命树与善恶
知识树—代表两个生活的原则。
OL2:每一个在基督里的真信徒，都是一个小型的
伊甸园，在他的灵里有神作生命树，在他的肉体
里有撒但作善恶知识树。
罗 8:5 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
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
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
是生命平安。。
人有三部分：灵、魂和身体。灵是我们最里
面的部分，体是我们 最外面的部分，而魂是我们
这人的主要部分，处于灵和体之间。堕落的结果，
使撒但这知识树进到人的肉体中。我们相信基督
的结果，使神这生命树进到我们的灵里。因此，
那从前在人身外园子中的两棵树，现今到了我们
的里面，一棵在我们的肉体里，另一棵在我们的
灵中。我们仔细读罗马七章，就会看到保罗说，
在他的肉体中没有善，只有罪。罪实在就是撒但
邪恶的性情。说罪住在我们的肉体中，意思就是
说，撒但那邪恶者在我们的肉体中。八章十六节
证明神在我们的里面。那里说，那灵自己同我们
的灵见证。
创世记二章的两棵树是客观的，罗马八章的
两棵树是主观的。我们绝不能说，这两棵树不再
同我们在一起了。…我们转向祂，并将我们的心
思置于祂，就有生命、平安、亮光、安慰、力量
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要将我们这人置于调和的灵，我们就需要祷
告。我们何等容易受打岔，离开我们灵里神圣的
灵！我们的心思很快就受其他事物的吸引。…因
此，你在祷告中不需要被你的需要〔就如爱或忍
耐〕占有；乃要祷告，与你灵里这活的一位保持
接触。

应用:服事者篇
以下是2021国际华语特会「召会作为基督
的身体内在并生机的建造的」#1的OLⅢ的内
容。Ⅲ.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操练我们的灵,并
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好在召会内在素质的实际
里，留在生命的路上。为着召会生机的存在：
A.我们必须行在生命的路上，照着灵凭生命树
而活，而不行在死亡的路上，照着己凭善恶知
识树而活。B.我们留在生命的路上，是借着爱
主到极点；相信主是接受祂作生命，爱主是享
受祂作生命。C.我们与主之间的爱系于我们的
思想:①在林后十一章二节，保罗说他曾把我们
许配一个丈夫，要将我们作为贞洁的童女献给
基督，向祂有正确的爱，以享受祂；然后在三
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直译，思想)可
能被败坏，失去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
林后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
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
给基督。
3 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
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
样。②人思想以下的病状，都拦阻人享受基督
作生命:a.心思刚硬。b.给撒但弄瞎了。c.背
叛。10: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5
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
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它顺从基
督。d.受到败坏。③我们应当祷告：“主啊，
求你鉴察我的思想，拯救我的思想，是我的思
想能单单且全然集中在你身上”。④我们要享
受基督作召会内在的素质，就必须向主有火热
的爱，在一切事上让祂居首位。D.愿我们持续
不断接受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在生命的流里享
受基督作生命树，好使我们留在生命的路上，
就是在生命的线上，并且有生命的维持，好凭
着生命的长大为着神在生命里建造；这是为着
使我们留在召会内在的素质里，为着召会生机
的存在。
心思一旦刚硬，就无法向灵敞开。心思的初
始设定在肉体上，习惯性地被置于肉体。因此你
应该稍微勉强一下，强迫自己去操练灵，然后转
到灵里。越是操练灵，越是将心思置于灵，你就
越容易做到。如果心思置于肉体，会对配偶和服
事者产生不好的想法。比如，你在服事的时候，
把心思置于肉体，产生竞争心，会产生“不能被
当成傻瓜，必须表示反对”的想法。越是这样想，
想法就越强烈。这时，请呼求主名，祷告，“主
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关闭置于肉体的心思，
向灵敞开。不凭着置于肉体的心思里的感觉”。
愿真医生的耶稣，医治你心思的病、刚硬、
黑暗、叛逆、腐败!
祷告:哦，主耶稣。在我的灵里有作为生命树的神，
肉体里有作为善恶知识树的撒但。如果把心思置
于灵，我会拥有生命、平安、光、安慰、力量等
我所需要的一切。但是我习惯性地将心思置于肉
体。那是来自心思里的病，刚硬、黑暗、叛逆、
腐败等。求真医生的主医治我心思里的病。即使
是略加强迫，每天也要操练将心思置于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