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伯记结晶读经
悦，”而向主敞开我们的心。』
#6:得着神，好为着神的目的被神变化3/8-14
C.变化使我们从一个形状，就是旧人的形状，迁
OL Summary:
移到另一个形状，就是新人的形状；主乃是借着
Ⅰ.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他成为活在属天 基督之死的杀死来完成这变化的工作/基督的死
异象和神经纶实际里的人:
乃是在复合的灵里；那灵是基督之死及其功效的
A.约伯的经历乃是神在祂神圣经纶里所采取的 应用/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人事物，都是圣灵作工
一个步骤，要对自满的约伯实行销毁并剥夺，好 叫我们得益处的凭借，好加给我们美福，就是三
将约伯拆毁，使神能有一条路，用神自己重建约 一神自己｡
伯，并将约伯引进对神更深的追求，使他能得着 D.我们经历圣灵的管治时，变化就在我们里面进
神，而不是得着神的祝福，或他凭自己的完全和 行/我们应当与内里运行的灵合作，并接受神为
纯全而有的成就｡
我们所安排的环境｡
B.不在意神的人也许赢得许多事物，并且似乎也 Ⅲ.职事是由启示加上苦难所产生的；我们所看
兴旺；然而，在意神的人会受神限制，甚至被神 见的，是借着苦难而作到我们里面；因此，我们
剥夺许多事物；神对寻求祂者的目的，是要他们 所供应的乃是我们的所是:
在祂里面得着一切，而不被打岔离开对祂自己绝 A.执事的人数虽多，但只有一个职事，就是为着
对的享受｡
成就神新约经纶的新约职事；我们与基督同工，
C.神对付祂圣民的目的，乃是要使他们倒空一切， 乃是要完成这唯一的职事，将基督供应人，以建
单单接受神，作他们所赢得的；神心头的愿望乃 造祂的身体｡
是要我们完满地得着祂作生命，作生命的供应， B.整体而言，身体有一个唯一的团体职事，但因
并作我们全人的一切｡
这职事乃是基督身体的事奉，而且因着身体有许
D.我们要活在神经纶的实际同祂神圣的分赐里， 多肢体，所以众肢体都有各自的职事，为着完成
就需要神将祂自己建造到我们内在的构成里，使 那唯一的职事｡
我们全人被基督重新构成｡
C.这职事是为着供应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并且是
E.在基督里，神构成到人里面，人也构成到神里 由对基督之丰富的经历，经过受苦、消耗的压力、
面，神与人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这位 以及十字架杀死的工作而构成、产生并形成的/
神人；这含示神在祂经纶里的目的，是要使祂自 那灵的职事使我们供应基督作那赐人生命的灵，
己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 我们借此就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义的职事使我
无分于神格｡
们供应基督不仅作我们客观的义，也作我们主观
Ⅱ.神的经纶乃是神借着成为肉体，成为在肉体 活出的义，使基督得着真正的彰显，我们借此就
里的人，好使人在那灵里借着变化成为神，为着 进入神人的生活/和好的职事使我们供应基督作
把神建造到人里面，并把人建造到神里面，以得 和好的话语，好能将神的子民带到他们的灵，就
着一个团体的神人:
是至圣所里，使他们成为在灵里的人，我们借此
A.永远并三一的神成为人，所经过最奇妙、超越、 就在基督那牧养人的天上职事里与基督是一，按
奥秘、并包罗万有的变化，乃是神在人里面的行 着神牧养人｡
动，为着完成祂永远的经纶/这些变化是三一神 D.患难是恩典连同基督一切丰富的甜美眷临和
成为一个神人所经过的过程，将神性带进人性里， 化身；恩典主要是以患难的样式眷临我们｡
使神性与人性调和，作为原型，以大量复制许多 E.神已将祂自己这爱随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
神人；祂成了三一神具体的化身，将神带给人， 灌在我们心里，作了我们里面的动力，叫我们在
使神成为可接触、可摸着、可接受、可经历、可 一切的患难中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忍受任何的患
进入、并可享受的。』神在何西阿11:4神说到这 难时，都不至于蒙羞，反而活基督，好显大祂｡
些变化，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慈
绳爱索”这辞指明神用祂神圣的爱爱我们，不是
在神性的水平上，乃是在人性的水平上；神的爱
是神圣的，却是在人的绳里，也就是借着基督的
人性，临到我们/神所借以牵引我们的绳子（种种
的变化，种种的过程），包括基督的成为肉体、
人性生活、钉死、复活和升天；借着基督在祂人
性里的这一切步骤，神在祂救恩里的爱才临到我
们｡
B.三部分之人的变化，乃是神的行动，要使人成
为神，使人被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所构
成；在神向约伯的显现中，约伯看见了神，使他
得着神，好为着神的目的被神变化/我们可以借
着简单的告诉主：“主啊，我爱你，我要讨你喜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CP1:从年轻的时后开始操练灵，被那灵充满，
青少年、大学生、及新人的每一位，要从年
实行彰显神的神人生活
OL1: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他成为活在属天 轻时开始学习操练灵，摸着主。
歴下34:3 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16岁时)，就
异象和神经纶实际里的人。
OL2:不在意神的人也许赢得许多事物，并且似乎 寻求他祖大卫的神。(最近的读经进度)
也兴旺；然而，在意神的人会受神限制，甚至被 FN“年幼”:这指明人幼年就有接触神的性能。
盼望你们从年轻时开始，操练灵，认识、实
神剥夺许多事物；神对寻求祂者的目的，是要他
行神的经纶!
三一神是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
们在祂里面得着一切，而不被打岔离开对祂自己
死、复活，升天的过程。这不是为着你成为一个
绝对的享受｡
腓3:13-14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 好人，而是要你接受神在你里面的分赐，成为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 神·人。神成为人，是要人在生命、性情上，但
着标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 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就是成为神・人。人为着
成为神・人，需要有在外面圣灵管制下环境中的
上去得的奖赏。
OL3:神的经纶乃是神借着成为肉体，成为在肉体 苦难和里面圣灵的更新。你在苦难中，要将心向
里的人，好使人在那灵里借着变化成为神，为着 主敞开，只在意主。
例如，在为着升学考试学习时，你首先应该
把神建造到人里面，并把人建造到神里面，以得
要积极地参与升学考试。无论你天然的人是积极
着一个团体的神人。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 的或不是积极的，为着使你里面的人，在重生的
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 灵里被加强，让基督从你的灵扩展到你魂的心思、
情感和意志里。请将你心的各部分向主敞开。这
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样的话，基督就能够安家在你的心里。这就是在
林前15:45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祂虽然过着人性的生活，但不凭祂属人的生 新人里，积极的参与升学考试正确的方法。不要
命，乃凭祂神圣的生命活着，在祂人性的美德里， 觉得无奈，不敢直接面对升学考试。相反地，要
彰显神圣的属性。这样的生活，乃是祂大量复制 正面地来面对升学考试。这样的话就能够在神圣
的分赐中，准备升学考试。
所产生许多神人之人性生活的模型。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
〔基督〕的死不仅是包罗万有的死；……祂 弗3:16
的死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死。……为要完成这样 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的死，祂成了罪的肉体（但只有其样式）。祂虽 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
此外，请接受升学考试的限制和困难。想一
有罪之肉体的样式，但在祂里面并没有罪。祂乃
是这样成为罪，并在肉体里定罪了罪。……我们 想神也是经过了很长的过程，如今成为赐生命的
必须全力注意这事：祂乃是神；首先，祂成了一 灵。为了使你能够努力前进为着升学考试学习，
个人；其次，祂成了神的具体化身，也就是真帐 经过过程的神，成为赐生命的灵，加强你的灵，
使基督、赐生命的灵能够扩展到你的心里。当基
幕；然后，祂成了羔羊。
祂在成为人的时候，也成了蛇（只有其样式， 督扩展到你的心思里时，你就能够经历基督作智
如铜蛇）。……借着成为蛇，祂废除了那掌死权 慧、理解力、记忆力、集中力等你所需要的能力。
的魔鬼，就是那古蛇；祂也审判了世界，这世界 事实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够在赐生命、复
是魔鬼（世界的王）的系统，就是由撒但系统化 合的灵里找着。神人生活就是被那灵充满，彰显
神的生活。并且，神人是团体的配搭，能够建造
的工作所发明的系统。
身为末后的亚当，祂终结了旧人。身为旧人 基督的身体。愿你的生活能够在神经纶的神圣分
的终结，祂钉死了旧人，并了结了旧造。旧人是 赐下蒙祝福!
旧的代表和中心；所以借着废除了旧人，祂就了 祷告：哦主耶稣，神盼望我过神人生活。现在我
在必须要学习的环境下，这是神要将他自己建造
结了旧造。。
在祂胜过一切的复活里，祂成就了三件主要 到我里面的限制。叫我不是不敢面对，乃是能够
的事。第一，祂提高了祂的人性，使祂得以由神 操练灵积极地参与学习，能够得着主。经历基督
生为神的长子。第二，……祂成为神的众子，就 作智慧、理解力、记忆力、集中力等我所需要的
是祂许多的弟兄。……第三，基督这末后的亚当， 能力。从年轻时开始学习操练灵，摸着主。阿们！
成了赐生命的灵，是灵的基督，包罗万有、复合
的灵，作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
成。

CP2:在主的人性的顾惜和神性的喂养中，不胆
怯于苦难，被加强，接受环境并突破环境
OL1:“慈绳〔直译，人的绳〕爱索”这辞指明
神用祂神圣的爱爱我们，不是在神性的水平
上，乃是在人性的水平上。神的爱是神圣的，
却是在人的绳里，也就是借着基督的人性，临
到我们。
OL2:神所借以牵引我们的绳子，包括基督的成
为肉体、人性生活、钉死、复活和升天。借着
基督在祂人性里的这一切步骤，神在祂救恩里
的爱才临到我们｡
罗8:37 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
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38 …是死，是生…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
是有能的
39 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
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的。
神的爱是祂永远救恩的源头。这爱乃是在
基督里，由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什么都不
能叫我们与神这爱隔绝。这爱在神的救恩里，
成了基督对我们的爱，经过基督的恩，为我们
作了许多奇妙的事，直到在我们身上完成神完
整的救恩。这许多奇妙的事，惹起神的仇敌，
用种种苦难灾害攻击我们。但这些攻击，因着
我们对神在基督里之爱的响应，都成了我们的
益处。
OL3: 我们经历圣灵的管治时，变化就在我们里
面进行。
OL4: 我们应当与内里运行的灵合作，并接受神
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
林后3:16-17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
几时除去了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
那里就有自由。
〔我们的〕心怎样向主开启呢？每当我们
要定规一件事，要有一个主张的时候，我们都
该先转向主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讨
你的喜悦。”。这样，我们的心志就向主打开
了。这一打开，主就进到我们的心志里。每一
次我们有所爱好，有所愿望时，我们都当在那
里停一停，对主说“主啊，我爱你，我要讨你
的喜悦。”。这样，我们的心情向主就开启
了，主当然就进到我们的心情里了。同样的，
每一次我们思想一件事时，先把我们的思想停
一停，对主说，“主啊，我爱你，我要讨你的
喜悦。”。这就是我们在心思里，向主开了一
个口，主就能从这个口，进到我们心思里。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神用人的绳、爱索牵引你。神的爱在基督
人性的水准临到你。换句话说，在你的大学院
生活和在职生活中，神的爱在基督里临到你，
吸引你。在在职生活中，你会经历由于组织变
革、升职、降职、工作上急剧的变化而导致的
裁员、调职、换工作或公司合并、破产等。然
而，请注意，主在这种现实的情形中与你同
在。主在他的人性里，顾惜，同情，鼓励你。
更能在他神性的喂养中，加强你的灵。这样，
在主人性的顾惜和神性的喂养中，不为苦难而
沮丧，要被加强，接受环境，突破环境！比如
说，与你关系不和的人被安排为你的上司。你
就需要经历基督，并按照老板的计划忠实地履
行你的职责。
弗 6:5 作奴仆的，要恐惧战兢的，凭心中的单
纯，顺从肉身的主人，如同顺从基督一样。
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乃要像
基督的奴仆，从心里实行神的旨意，
7 用善意服事，好像对主，不像对人；
8 晓得各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无论
行了什么善，都必从主得着赏报。
作为例外，如果存在明显的不法或不道德
的行为，需要向上司表明反对的态度。如果你
的老板继续违法的行为，你就必须为了不和违
法的事情有关系而与主一同辞职。在这样的环
境下，不知道该怎么办，容易陷入不与主同在
的不信中。愿主加强你的灵和信心。这种苦难
绝不是快乐的，但你会在苦难中被成全。不要
认为“这样的环境有点特殊，即使依靠主也没
办法”。其实所有的环境都是圣灵管治下的环
境，而不是偶然。同时，同一个圣灵在你里面
作工、加强、滋润、更新、变化。所以，你应
该运用你的灵，向主敞开，接受主对环境的安
排和里面的变化的工作。
主的灵所在的地方，就有释放；没有主的
灵，就没有脱离捆绑的解放。当主的灵扩展到
心思里，心思就会从顽固、复杂、高傲、盲
目、腐败等捆绑中释放出来。请将心思敞开，
将心思置于灵里，让主的灵扩展到心思中。
祷告：哦主耶稣，神的爱，透过人的绳，即基
督的人性临到我。在在职生活中有各种环境的
变化，即使在遭遇深重苦难的时候，也要感谢
主在现实的情形中与我同在，感谢主，在基督
的人性里，顾惜、喂养和鼓励我。即使在困难
的环境中，不知道该怎么做，也要避免陷入不
信之中，将心思置于灵里，在圣灵的管治下向
变化的灵敞开。

CP3:患难是恩典连同基督一切丰富的甜美的眷
临；恩典主要是以患难的方式眷临
OL1: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人事物，都是圣灵作工叫
我们得益处的凭借，好加给我们美福，就是三一
神自己。
林后4:10 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的
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
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每一件和我们有关的事，都是在主的主宰安
排之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和谁结婚，
完全都不在于我们。一位弟兄可能拣选一位姊妹
作妻子，后来却可能想自己选错了。这就是为什
么主吩咐作丈夫的要爱他们的妻子。在主的主宰
安排下，我们每天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处。……
每一天我们都在基督之死的杀死下，使祂的生命
能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以更新我们里面的人。
我们天然的力量、天然的智慧、天然的聪明、
天然的个性、天然的缺点、天然的美德和天然的
属性，加上我们的性格和习惯，都必须被拆毁，
好使圣灵在我们里面形成新的个性、新的性格、
新的习惯、新的美德和新的属性。为了完成这重
新构成的工作，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用神
圣的生命光照、感动、引导并浸透我们；祂也在
我们的环境里作工，安排我们处境里的每一细节
和人事物，好拆毁我们天然的所是。
OL2:患难是恩典连同基督一切丰富的甜美眷临
和化身；恩典主要是以患难的样式眷临我们｡
林后4:1 因此，我们既照所蒙的怜悯，受了这职
事，就不丧胆。
罗5:3-4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夸
耀，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
盼望。
患难实际上是恩典连同基督一切丰富的化
身。……我们若说我们宝贵恩典却不宝贵患难，
这就好像说我们爱神却不爱耶稣。然而，拒绝耶
稣就是拒绝神。同样，拒绝患难就是拒绝恩
典。……神成为肉体就是祂恩典的眷临。……我
们若爱祂的眷临，就必须爱祂的成为肉体。恩典
与患难是一样的；患难是眷临我们之恩典的化
身。…忍耐生老练。老练是一种蒙称许的品质或
属性，是忍受并经历患难和试验的结果。因此，
老练是能被称许的品质或属性。有时候，年轻弟
兄很难得着别人的称许。他们需要忍耐，这忍耐
产生容易被别人称许的品质。

应用:在职者·服事者篇
弟兄的见证:我以前认为“在普通的环境下有主
的帮助，但在特殊的环境下主也无法帮助”，所
以小看了主。“主啊，我向你悔改。请赦免我的
不信的罪”。
我在35岁到43岁之间工作的公司，在口腔护
理领域取得了成功，是一家利润率非常高的公司。
但是突然，美国总公司决定向当时世界最大的制
药公司出售。一旦公司决定被合并，收购方的管
理就会进来参与，我们自己就什么也不能决定了。
当时我在厚生劳动省和美国总公司的推动下开
发了新颖性很高的优秀的新产品。但是，新的总
公司派来的上司们对我们开发的新产品完全不
理解，开发中途受挫。我作为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尽全力说明了，但还是完全没能被理解。
我真的很失望，完全无法理解主在做什么。当时，
我得出了一个极其不信的结论：“虽然在普通的
环境下，有主的帮助，但在公司的合并等特别的
环境中，主也不能帮助我。”
我无法很好地理解主在做什么，但我决定耐
心地等待到主的带领清晰明了为止。很多同事听
到各种各样的传言，不安地早早离开了公司。但
是，公司在一年后准备了辞职的特别配套待遇。
我利用这个机会辞职了。而且，因为在制药公司
有医药品和医疗器械两方面的经验，所以跳槽到
了医疗器械的最强企业。半年后从经理Manager
晋升为董事。那时，我第一次理解了主超越的引
导。我充满了不服和不信，但因着神的怜悯，总
算忍耐一年越过了艰难。如果没有这种伴随着艰
难的合并，我就无法享受到医疗器械最大公司的
董事待遇。更何况还是附带着特别待遇的辞职。
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能做的只是俯伏敬拜
神，认自己不信的罪。而且为了弟兄姊妹的召会
生活还成功雇佣了大约15个弟兄姊妹。
我更新自己的奉献，向神祷告“我在这样的
不信中，虽然快要倒下了，但是因为神的怜悯而
忍耐下来。结果在神的指引下，在人的眼中奇迹
般地获得了现在的地位。我要把这个职业回报给
主。我一定要用这份职业，与圣徒们一同建造召
会”。我2003年4月转职，在2004年11月成功地购
买了鱼崎会所。
祷告:哦，主耶稣啊，所有与我有关的事情，都在
主的权柄安排之下。那是为了摧毁我天然的个性、
性格、习惯，让圣灵在我里面塑造新的个性、新
的性格、新的习惯、新的美德和新的属性。我认
识到患难是带来恩典的化身，我愿更新奉献。无
论在多么困难的环境中，愿我都能充分运用灵，
将心思置于灵，信靠主，与主一同忍耐，服从主
的带领。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