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伯记结晶读经 

#7:关于旧约里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 

以及新约里神在人里的行动， 

以成就神的心愿并应付人在神面前的 

需要之内在神圣的启示 

OL Summary: 
Ⅰ.在旧约里，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行动；神同着
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不是完成神为着基督与召
会之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乃是在祂旧造里间接
的行动，为着在祂新造里祂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
作准备:  
A.神按着自己的形像所造的人需要接受神（由生
命树所象征）作生命，使他能活神、彰显神、并
代表神；这样的一个人，需要被变化成为宝贵的
材料，并被建造为神的配偶｡ 
B.堕落的人需要接受基督作他的救赎（由祭物及
其流出的血所预表），使他能在基督里被神称义
（由祭牲皮子作的衣服所预表）；堕落的人也需
要接受基督作女人的后裔，使他得拯救，脱离撒
但这“蛇”死的权势｡ 
C.神因着燔祭而看中人，悦纳人；基督是燔祭的
实际，过一种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作为
怡爽的香气，使神喜悦并快乐。 
D.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基
督）得福｡ 
E.神所拣选的人需要接受并答应神的呼召，借着
基督作燔祭而活在神前，被律法暴露，知道自己
是有罪的，没有能力遵守律法，并借着以基督为
帐幕、祭司和供物，与神一同活着，而得以进到
神里面，同着基督并在基督里，享受神一切的所
是。 
F.按照约伯游牧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为儿女献燔
祭的方式，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可能是活在亚伯拉
罕的时代；那时摩西五经连同律法尚未写成:』约
伯和他的朋友们必然在口头上从他们的先祖接
受了一些神圣的启示；然而，他们从他们的先祖
所接受的，最多只达到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启示的
水平/因此，在他们关于神与人之关系的辩论中，
没有一点迹象指明他们得着了超过有关神的审
判，以及神因着人的燔祭而看中人的神圣启示/
神向约伯显现时，似乎在说，“约伯，你事实上
并不认识我是谁。你没有看见我是无限的；此外，
你也无法想象我要给你什么。约伯，我要把我自
己给你，使我自己成为你的享受，好叫你成为我
的一部分。我不满意你有你自己的纯全、完全和
正直。我要你得着我。我的目的是要将我自己分
授到你里面，不是给你别的，乃是将我自己给你。”
/因此，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不需要在诸如完全、
正直、纯全等人性的美德上建立自己，就如约伯
所作的；乃需要象切慕溪水的鹿一样寻求神，并
与神的子民在神的节期里一同享受神，好叫神能
成为他们的一切，以顶替他们所达到并得着的；
这该是给约伯三个朋友的答案，甚至是给以利户

和约伯的答案。 
Ⅱ.在新约里，神在人里的行动应付人在神面前
的需要；神在人里的行动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至新
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的显现，这行动在人类历史
上是前所未有的: 
A.神所拣选并呼召的人需要信入耶稣基督；祂是
成为肉体的神，为他们并同着他们过了人性生活，
受死，复活，又升天，并且成了赐生命的灵，向
着他们成为是灵的基督，使祂能作他们的救恩、
生命并一切/』祂在祂的死、复活和升天里，使所
有信祂的人与祂成为一；因此，祂的死、复活和
升天也都成了他们的；祂的经历就成了他们的历
史。 
B.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人需要在基督神圣的生
命里长大，使他可以借着分赐生命的灵，变化成
为基督的所是，好与众圣徒同被建造，成为基督
的身体，就是在基督里彰显三一神的生机体，并
成为新人，作神的新造，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
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
得荣之三部分人的调和，成为团体的神人在永世
里的显出/神在基督里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称义我们，并使我们与祂和好；神将
我们摆在基督里，并使祂成为我们的公义、圣别
和救赎/神借着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并且现
今正在更新我们，变化我们，并将我们模成祂荣
耀的形像/在祂的更新和变化里，祂销毁我们，将
我们放在祂的死里，使我们有分于祂受苦的交通，
这受苦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使我们在祂
的复活里经历祂，并在祂那追测不尽的丰富里得
着祂/父神化身在子神里，子神实化为灵神，灵神
作三一神的实际，来内住于我们；父、主、灵，
就是三一神，成了召会这基督之身体的源头、元
素和素质/神在基督里要完成祂在我们身上变化
的工作，直到祂的变化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先是在千年国里的得胜者身上，至终要在新天新
地里的众圣徒身上，使所有蒙祂拣选并救赎的人
成为祂团体的彰显，在永世里极完满地显出祂自
己，而不是任何一种如约伯所显出的仅仅属人的
美德。 

  



CP1:操练灵，将心思置于灵，打开“In 
Christ”的开关，接受基督丰富的供应 

OL1:在旧约里，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行动；神同
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不是完成神为着基督与
召会之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乃是在祂旧造里间
接的行动，为着在祂新造里祂永远经纶的直接行
动作准备。 
哥林多后5:17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
造；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 
加拉太6:15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
的乃是作新造。 

从成为肉体开始，神主要是在人里面行动。
在新约里，神所作的一切，主要是在人里面。“在
…里面”这短短几个字，可视为新约中最大的辞。
你如果把这几个字拿走，新约就变成空的了。这
就好象把开关从电器拿掉一样。没有开关，电器
就不能运作，因为电流不能流进去。新约常常重
复“在基督里”这个辞。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
基督也不在我们里面，就没有基督徒的生活，也
没有召会生活。。 
OL2:堕落的人需要接受基督作他的救赎（由祭物
及其流出的血所预表），使他能在基督里被神称
义（由祭牲皮子作的衣服所预表）；堕落的人也
需要接受基督作女人的后裔，使他得拯救，脱离
撒但这“蛇”死的权势｡ 
OL3:神因着燔祭而看中人，悦纳人；基督是燔祭
的实际，过一种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作
为怡爽的香气，使神喜悦并快乐。 
OL4: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万国必因他的后裔
（基督）得福。 
OL5:神所拣选的人需要接受并答应神的呼召，借
着基督作燔祭而活在神前，被律法暴露，知道自
己是有罪的，没有能力遵守律法，并借着以基督
为帐幕、祭司和供物，与神一同活着，而得以进
到神里面，同着基督并在基督里，享受神一切的
所是。 
创4:4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特别是羊的脂
油1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22:18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
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我鼓励你们众人，尤其是青年人，要学习这
些事，然后试着向别人陈明。比如，一位青年人
去拜访一位比自己年幼的亲戚，就可以说到堕落
的人需要在基督里被神称义，或是说到需要基督
这女人的后裔。我们自己首先该消化这一切真理，
然后该学习如何向别人陈明这些真理。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旧约时代，神在神的选民之间。新约时代神

在弟兄姊妹里面，弟兄姊妹也在神的里面，神和
人调和在一起。新约的召会就是神的经纶里的新
造。 

新约圣经里出现了好几次“In Christ(在基
督里)”这句话。 
例如、约翰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
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He who 
abide in Me and I in him, he bears much 
fruit; for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你无论何时都要打开“In Christ”的开关。
枝子若离了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不打开这个开
关的话，你就什么都做不了。聚会的时候，或者
是晨兴的时候，为了将基督分赐到人里面，你要
操练灵，释放灵，将心思置于灵，打开“In Christ”
的开关，刚强有力地讲说神的话，唱诗歌。在日
常生活中，无论是学习工作、打工、还是和朋友、
老师、上司的人际交往中，也要操练灵，将心思
置于灵，打开“In Christ”的开关。这样的话，
就可以从葡萄树中获得丰富的水分和养分，可以
做任何事。 

早晨起床或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说“Oh 
No!(哦不！)”，而是要“Oh Lord!(哦主啊)”这
样子呼求主名。早晨起来觉得没有睡够，虽然很
想说“已经早晨了，哦不！”但是请深呼吸，回
到灵里面，“Oh Lord! Oh Lord! Oh Lord Jesus!”
呼求主名。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一样。“Oh No!(哦
不)”会关掉属灵的开关、“Oh Lord!”则是打开
属灵的开关。你必须要学会的是无论何时都要打
开开关，留在神圣的电流中，做任何事。不要说
“已经早晨了、Oh No!(哦不！)”、而是呼求主
名“Oh Lord!”来开启新的一天，这会产生非常
大的差距。 
罗马10:12 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 
小学生弟兄的见证: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受浸了，
来到了青少年区，开始每天早晨呼求主名，祷读
主话。每天晚上读圣经。开始晨兴之后，学校生
活变得开心起来。六年级后算数的题目变难了，
即使朋友教给我，我也不能立即理解。但是现在
我理解变快了。通过晨兴，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
思在更新变化。 
祷告:哦主耶稣，新约的现在，主在我的里面。打
开“In Christ”的开关，我就可以在主里面。聚
会的时候操练灵，释放灵，将心思置于灵里，刚
强有力地讲说神的话，唱诗歌，操练自己打开“In 
Christ”的开关。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学习、工
作还是为人际关系感到烦恼的时候，呼求主名，
打开开关。每天早晨，“Oh Lord！”呼求主名，
开启新的一天！  



CP2:作为人的美德的爱，当被作为神属性的爱
充满时，才能正确地尽功用，彰显神 

OL1: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必然在口头上从他们的
先祖接受了一些神圣的启示；然而，他们从他们
的先祖所接受的，最多只达到在亞伯拉罕時代之
启示的水平。因此，在他们关于神与人之关系的
辩论中，沒有一点迹象指明他们得着了超過有关
神的审判，以及神因着人的燔祭而看中人的神聖
启示。 
OL2:神向约伯显现時，似乎在说，『约伯，你事
实上並不认识我是谁。你沒有看見我是无限的；
此外，你也无法想像我要給你什么。约伯，我要
把我自己給你，使我自己成为你的享受，好叫你
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滿意你有你自己的纯全、
完全和正直。我要你得着我。我的目的是要將我
自己分授到你里面，不是给你別的，乃是將我自
己给你。』。他们乃是在神聖啓示的原始階段。 
伯1:5 『筵席的日子轮過了，约伯…清早起來，
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约伯说，说不
定我兒子犯罪，心中咒詛了神。约伯常常這樣
行。』。 
10:13 『然而你待我的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
我知道這是你的意思。』 
OL3:神所拣选並救赎的人，不需要在諸如完全、
正直、纯全等人性的美德上建立自己，就如约伯
所作的；乃需要像切慕溪水的鹿一樣寻求神，並
与神的子民在神的節期里一同享受神，好叫神能
成为他们的一切，以頂替他们所达到並得着的；
這该是給约伯三個朋友的答案，甚至是給以利戶
和约伯的答案。 
诗42:1-2 『神阿，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我的魂渴想神，就是活神。我几時才可以來朝见
神呢？』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篇 
在刚得救的时候，你和神的关系可能是父子

关系。然而，在神的经纶中，神和信徒们所构成
之召会的关系是夫妻。基督里的神是丈夫，信徒
组成的召会是妻子、配偶的立场。为了成为基督
配偶，信徒必须被变化好模成主同样的形像，以
便与基督相配。一个好人不能成为一个相配基督
的配偶。 
罗 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
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爱主，像切慕溪水的鹿一样切慕主，要享受
主作为生命的筵席。然后，你需要充分运用自己
的灵，心向主敞开，把心思置于灵，享受神圣的
分赐。 

在职者和研究者在实际的苦难环境下请重
复地呼求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
你。主耶稣，我爱你。”在这样祷告的时候，你
可能会被光照自己不太爱主。但当你继续喊“主
耶稣，我爱你”的时候，就会摸着主的爱，使你
能够带着起初的爱，上好的爱来爱主。爱主并不
是从你开始的事，而是主先爱你而来的。 

约一 4: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祂
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在此就是
爱了。 

作你美德的爱，是以神的属性之爱的形像所
造的。除非你的爱充满了神的爱，否则你不能正
常尽功用。当爱主的时候，就彰显神。  
  例如，您没有预算或人员来正确开展业务。

在这样的限制中，不知道该如何推进，感到一筹
莫展。在这时候，你要一再地呼求：“主耶稣啊，
我爱你。”。这样才能得到神的分赐。而且，你
的心眼会慢慢变得纯净，可以击退如“失败了怎
么办”等撒但的控告。然后，你可以有没有帕子
的脸，单单观看荣耀的主。绝对不要因为这是一
份工作，就认为与看见神的荣耀没有关系。终极
的本质是神，所以能看见神的人，也能看到一切
事物的本质。 
詩歌 169: 

１ 耶穌，耶穌，我的性命，因为愛的緣故， 
求原谅我，將你圣名，日念千遍不住。。 

 (复) 耶穌，耶穌，最愛救主， 
無人無物與你比擬，你的笑容是我欢喜， 
我愛，…愛你，…你，…主。。 
O Jesus, Lord, with me abide; I rest in 
Thee, whate'er betide; 
Thy gracious smile is my reward; I love, 
I love Thee, Lord! 

２ 我心愛你，不知如何 约束我的奇乐； 
你愛有如一团热火，使我心中火熱。。 

３ 因你是我一切一切、我的倚靠、食糧、 
我心『羨慕、』我身医药、我魂永远力量。 

４ 燒、燒，哦愛，在我心怀，日夜厉害的烧， 
直至所有其他的愛 燒到无处可找。 

５ 暗中之光、憂中之乐、天在地上開始； 
耶穌，你是我愛、我歌，有谁知你价值！。 

６ 这愛將受什么限制？要到那里停止？ 
进、进，我主，甘甜价值 今日远胜昨日。 

诗歌: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像向日葵渴慕阳光一样，渴慕你。 

我的心永不变，我渴慕你。 
愛你日渐深，安息在你胸怀 

祷告:主耶稣，将你自己分赐给我，以预备基督的
新妇，并使我成为配得上你的人。“好人”没有
神的生命，所以不能成为与基督相配的配偶。基
督的新妇，像切慕溪水的鹿一样切慕主，是爱主
的。主啊，我爱你。请让我摸着你的爱。再次焚
烧我心中的爱火。充满神的爱，用上好的爱来爱
主。 
  



CP3:神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复活、升天、
是为了信徒接受分赐而建造基督的身体 

OL1:在新约里，神在人里的行动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
要；神在人里的行动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至新天新地里
新耶路撒冷的显现，这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 
OL2(成为肉体):神来在童女里面成孕，由她生为人，因
而将神性带进人性里，并使神与人调和成为一个实体，
但不是成为第三种本质。 
OL3(人性生活):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
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祂的生活中，并且祂与神是一；
在祂的人性生活里，主已把祂受苦的生活摆在我们面
前，作我们临摹的范本，叫我们跟随祂的脚踪行；这不
是指仅仅效法祂和祂的生活，乃是指我们要在受苦时
享受祂作恩典。 
OL4(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也是
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在祂的人性里经过了代替并包罗
万有的死，将一切消极的事物了结，并将神圣的生命从
祂里面释放出来给我们。 
OL5(复活):祂胜过了死，进入产生一切的复活，生为
神的长子（将人性带进神性里），并成为赐生命的灵，
以产生并构成基督的身体。 
OL6(升天):祂完成了超越一切的升天，升到诸天之上，
被立为主，为基督，为元首，为救主，使祂得着繁增，
以建造召会作祂的国。徒13:33 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
女的完全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
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 
OL7(经历):祂在祂的死、复活和升天里，使所有信
祂的人与祂成为一；因此，祂的死、复活和升天也
都成了他们的；祂的经历就成了他们的历史。5:31 
这一位，神已将祂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作元首，作
救主，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 
OL8(身体):基督作为神所分给众圣徒神圣的分，并作
为信徒里面的生命，成了新人的一切肢体，又在新人
一切肢体之内；这新人就是祂生机的身体；神要使基
督，就是神的具体化身，作我们这些基督信徒的一切。
弗4:4-6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
一个盼望中蒙召的；一主，一信，一浸；一位众人的
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
的。 

 
 
 
 
 
 
 
 
 
 
 
 
 
 

应用:服事者篇 
    神的永远经纶的直接工作是从主耶稣的成为肉
体开始，经过他的人性生活、死、复活、升天的过程，
才得以把自己分赐给人。这个神圣的分赐的结果，产
生基督的身体，并建造基督的身体。信徒在召会生活
中，享受着这个神圣的分赐，从荣耀到荣耀渐渐被变
化。这是神在新造中永远经纶的直接作用。 
    李弟兄推荐用一个月的时间祷读以弗所3:16-19。
请在神圣的分赐下祷告这些经节， 
①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②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 
③和众圣徒一同领略基督的阔、长、高、深 
④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 
⑤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越读，越祷告这些经节，你越能忘记自我，享受神
圣的分赐并被加强。你会感到“在服事中，我不能
变得软弱而后退”。 
弗3: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
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
生根立基， 
18 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
阔、长、高、深， 
19 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充满，成
为神一切的丰满。 
    在神的经纶中神经过过程，就是把自己分赐给
你，建造基督的身体，团体地彰显神，代表神，支
配撒但和他的军队。你要操练灵，祷读以弗所 
3:16-19，在神圣的分赐下，被加强，拒绝后退，继
续前进。如果你不操练灵，心不向主敞开，不祷读
主话，不理解神的经纶和神圣的分赐，那么神的经
过过程、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复活、升天、
神圣的分赐和神圣的传输，对你来说是无用的。那
样的话，对神是非常亏欠的。主爱你，并为你钉十
字架，不是为了让你不去火湖，而是为了让你接受
神圣的分赐，让基督活在你里面。 
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
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
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在人里面的神的行动，也就是加拉太2:20的神・
人的生活，在耶稣成为肉体之前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
未有的。你所在的时代是神的新造直接行动的时代，
是神·人，基督的身体的时代。 
祷告:哦，主耶稣，主爱我为我钉十字架的目的不是
为了把我从火湖里救出来，而是为了把自己分赐给我，
让基督活在我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不操练
灵，心不向主敞开，不祷读主话，不理解神的经纶，
就浪费了神圣的分赐和神圣的传输。我不想一直软弱
下去。愿在神圣的分赐下，被加强，往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