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伯記結晶讀經
第一篇
約伯記裏重大的問題
及其重大的答案
詩歌：
讀經：伯一1，十2下，13，弗三9，伯四二5～6
伯1:1
伯10:2下
伯10:13
弗3:9
伯42:5
伯42:6

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這人完全且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我要對神說，…要指示我，你爲何與我爭辯。
然而你待我的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裏；我知道這是你的意思：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綱要
壹

約伯記的四十二章經文留給我們一個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有兩部分：神創
造人的目的是甚麼，以及神對付祂選民的目的是甚麼？—一1，十2下，12～
13，參十一12，十三4：
伯1:1
伯10:2下
伯10:12
伯10:13
伯11:12
伯13:4

一

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這人完全且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我要對神說，…要指示我，你爲何與我爭辯。
你將生命和慈愛賜給我，你的眷顧也保守我的靈。
然而你待我的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裏；我知道這是你的意思：
頭腦空洞的人能得知識，那便是野驢的駒子生得像人了。
你們卻是以謊言遮飾的，都是無用的醫生。

約伯對神說，『要指示我，你爲何與我爭辯；』（十2下；）『你待我的這些事，早已
藏在你心裏；我知道這是你的意思。』（13。）
伯10:2下
伯10:13

二

這指明約伯找不出神這樣對待他的理由，但他相信，神心裏隱藏着一些理由；隱藏在
神心裏的，就是歷世歷代的奧祕—神永遠的經綸—弗三9。
弗3:9

貳

我要對神說，…要指示我，你爲何與我爭辯。
然而你待我的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裏；我知道這是你的意思：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對這個重大問題的重大答案，乃是歷世歷代隱藏在神裏的奧祕，神永遠的經
綸，就是神永遠的目的同祂心頭的願望，要將祂自己在祂神聖的三一裏，作
爲父在子裏藉着那靈，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作他們的生命和性情，使
他們成爲一個生機體，基督的身體，就是新人，作神的豐滿，神的彰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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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提前一3～4，弗一22～23，三9，19，創一26，賽
四三7，羅八29，約壹三2：
提前1:3
提前1:4
弗1:22
弗1:23
弗3:9
弗3:19
創1:26
賽43:7
羅8:29
約壹3:2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
不同的事，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裏的經
綸並無助益。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
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就是凡稱爲我名下的人，是我爲自己的榮耀所創造、所塑造的，更是我所造作的。
因爲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
子。
親愛的，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曉得祂若顯現，我們必
要像祂；因爲我們必要看見祂，正如祂所是的。

一

約伯和他的朋友認爲，約伯受苦是遭受神的審判；然而，約伯的受苦不是神的審判，
乃是神的剝奪和銷毀，使神可以得着約伯，好使他更多得着神。

二

神雖然剝奪約伯，但神的確沒有向他發怒；神並沒有以約伯爲敵人，乃以他爲親密的
朋友—伯十九11，參十13。
伯19:11
伯10:13

三

神知道約伯經過一段受苦的時間，就會由神聖三一重新建立起來，成爲另一個人—新
人，新造，（加六15，）以成就神永遠的經綸，使神得着彰顯；（林後五17；）這是
給約伯記裏重大問題的重大答案。
加6:15
林後5:17

四

祂的忿怒向我發作，以我爲敵人。
然而你待我的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裏；我知道這是你的意思：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我們讀聖經時，需要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神那爲着神聖分賜的永遠經綸上；除非我
們認識神的經綸，否則我們就無法明白聖經；神在約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使約伯成爲屬
神的人，按着神的神聖經綸由神所構成：
1 聖經六十六卷書只爲着一件事：神在基督裏藉着那靈，要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
面，作我們的生命、性情和一切，好使我們能活基督並彰顯基督；這該是管制我們
生活的原則—約十10下，林前十五45下，羅八2，10，6，11，腓一19～21上，林後
三6。
約10:10下
林前15:45下
羅8:2
羅8:10
羅8:6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因爲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但基督若在你們裏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
因爲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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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8:11
腓1:19
腓1:20
腓1:21上
林後3:6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
的，也必藉着祂住在你們裏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因爲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
救。
這是照着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因爲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爲那
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2 神對付約伯是要把他從道德的範圍帶出來，帶進得着神的範圍裏，好使他從尋求道
德的完全，轉向尋求並得着神，而不是任何別的事物；人能在神前站立，乃是基於
人得着神有多少—詩二七8，一○五4，腓三8，太二五3～4，9，箴二三23，啓三
18，林後三18，四17，彼前二7，但五27，九23，十11，19。
詩27:8
詩105:4
腓3:8
太25:3
太25:4
太25:9
箴23:23
啓3:18
林後3:18
林後4:17
彼前2:7
但5:27
但9:23
但10:11
但10:19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的心向你說，耶和華阿，你的面我正要尋
求。
要尋求耶和華與祂的能力，時常尋求祂的面。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爲至寶；我因祂已
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爲要贏得基督，
愚拙的拿着她們的燈，卻沒有帶着油；
但精明的拿着她們的燈，又在器皿裏帶着油。
精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彀我們和你們用的，不如你們到賣油的那裏，爲自己買
罷。
你當買真理，不可出賣；要買智慧、訓誨和聰明。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
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
變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因爲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的爲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
所以祂在你們信的人是寶貴的，在那不信的人卻是『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
房角的頭塊石頭，』
提客勒，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裏，顯出你的虧欠；
你初懇求的時候，就有命令發出，我來告訴你，因你是大蒙眷愛的；所以你要
明白這事，思想這異象。
他對我說，大蒙眷愛的但以理阿，要明白我與你所說的話，只管在原地站起，
因爲我現在奉差遣來到你這裏。他對我說這話，我便戰戰兢兢的立起來。
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哪，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要剛強，要剛強。他一向我
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了力量。

3 神對付祂聖民的目的，乃是要使他們倒空一切，單單接受神，作他們所贏得的；祂
要祂的子民越過越多的得着祂、有分於祂、擁有祂並享受祂，而不是其他一切的事
物，直到他們的享受達到最完滿的地步，使他們成爲新耶路撒冷—太五3，詩四三
4，七三25～26，腓三8～9，啓二一2。
太5:3
詩43:4
詩73:25

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爲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我就到神的祭壇，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裏；神阿，我的神，我要彈琴讚美你。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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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73:26
腓3:8
腓3:9
啓21:2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裏的磐石，又是我的業分，直到永遠。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爲至寶；我因祂已
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爲要贏得基督，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着信基
督而有的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4 這是全本新約的內在意義，作爲對於約伯記裏，關於神創造人並祂對付祂選民的目
的之重大問題的重大答案。

叁

約伯的基本難處是他缺少神；在神向約伯一切的對付中，神的目的是要將約
伯削減至一無所有，但維持他的生存，（伯二6，）使神可以有時間，將祂自
己分賜到約伯裏面；神只在意一件事，就是祂自己被作到我們裏面（弗三16
～19）：
伯2:6
弗3:16
弗3:17
弗3:18
弗3:19

一

耶和華對撒但說，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爲那闊、長、高、深，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

約伯是自義的，（伯六30，九20，二七5～6，三二1，）並且滿意於自己所成爲的人，
（十三3，二三3～4，三一6，）卻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可憐的光景。（參啓三16～
18。）
伯6:30
伯9:20
伯27:5
伯27:6
伯32:1
伯13:3
伯23:3
伯23:4
伯31:6
啓3:16
啓3:17
啓3:18

二

約伯的榮耀就是他的完全、正直，他的冠冕就是他的純全；神剝去他的榮耀，摘去他
頭上的冠冕；（伯十九9；）約伯原先的指望是要建立他純全的『樹』，但神不容許這
樣一棵樹在約伯裏面生長；反之，神將這棵樹，這指望拔出來，（10，）好使約伯被
帶進得着神的範圍裏。
伯19:9
伯19:10

三

我的舌上，豈有不義？我的上膛，豈不能辨別奸惡麼？
我雖是義的，我口要定我爲有罪；我雖完全，我口必顯我爲彎曲。
我絕不稱你們爲義！我至死必不丟棄自己的純全。
我持定我的義，必不放鬆；在我一生的日子，我的心必不責備我。
於是這三個人，因約伯自以爲義，就不再回答他。
但我要對全能者說話，我願與神理論。
惟願我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神，使我可以到祂的座前！
我要在祂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滿口辯白。
（願神用公道的天平稱我，好知道我的純全；）
你旣如溫水，也不熱也不冷，我就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因爲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
貧窮、瞎眼、赤身的。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
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祂從我身上剝去我的榮耀，摘去我頭上的冠冕。
祂四面拆毀我，我便離世；祂將我的指望好像樹拔出來。

神要約伯認識他是在錯誤的範圍裏，這範圍就是在他的完全、正直和純全上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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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舊造裏的人；約伯以這些事爲榮，但神認爲這些事乃是攔阻，需要被剝奪，使約
伯能接受神的性情、生命、元素和素質，因而新陳代謝的變化成爲神人，就是在新造
裏彰顯神並將神分賜給別人的人—林後三18，彼前四10，弗三2。
林後3:18
彼前4:10
弗3:2

四

神在約伯身上的目的，是要拆毀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直裏天然的約伯，使神能建立一
個有神的性情和屬性，得更新的約伯；聖靈的管治是拆毀我們天然的人，構成更新的
人—林後四16～18，羅八28～29。
林後4:16
林後4:17
林後4:18
羅8:28
羅8:29

五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因爲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的爲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
我們原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爲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纔
是永遠的。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因爲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
長子。

那靈在我們裏面的工作，是要爲我們構成一個新人；而那靈在外面的工作，是要藉着
環境拆毀我們天然所是的每一方面；我們該與運行的靈合作，接受神爲我們所安排的
環境—腓四12，弗三1，四1，六20，林前七24。
腓4:12
弗3:1
弗4:1
弗6:20
林前7:24

六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
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爲着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管家職分，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富餘；或飽足、或飢餓、或富餘、或缺乏，在
各事上，並在一切事上，我都學得祕訣。
因這緣故，我這爲你們外邦人作基督耶穌囚犯的保羅，爲你們祈求—
所以我這在主裏的囚犯勸你們，行事爲人要與你們所蒙的呼召相配，
（我爲這奧祕作了帶鎖鍊的大使，）使我在這奧祕上，照我所當講的，放膽講
說。
弟兄們，你們各人是在甚麼身分裏蒙召，仍要與神一同留在這身分裏。

在這宇宙中，苦難的主要目的，特別對神的兒女來說，乃是要藉此使神的性情得以作
到人的性情裏，好使人能得着神到最完滿的地步—林後一8～9，四16：
林後1:8
林後1:9
林後4:16

弟兄們，關於我們在亞西亞所遭遇的患難，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就是我們被
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自己裏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1 活神雖然可以爲人作許多事，活神的性情卻沒有作到人裏面；當復活的神作工時，
祂的生命和性情就作到人裏面—16節。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
新。

2 神不是以外面的作爲叫人認識神的權能，乃是作工將祂自己分授並作到人裏面；神
使用環境好將祂的生命和性情作到我們裏面—加四19，林後四7～12，帖前三3，約
十六33。
加4:19

我的孩子們，我爲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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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4:7
林後4:8
林後4:9
林後4:10
林後4:11
林後4:12
帖前3:3
約16:33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四面受壓，卻不被困住；出路絕了，卻非絕無出路；
遭逼迫，卻不被撇棄；打倒了，卻不至滅亡；
身體上常帶着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
因爲我們這活着的人，是常爲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在我們這必死
的肉身上顯明出來。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你們自己知道，我們受患難原是派定的。
我將這些事對你們說了，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
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3 爲了要在復活裏生活並被復活的神構成，我們必須藉着『萬有』被模成神長子基督
的形像—羅八28～29，來十二10，參耶四八11。
羅8:28
羅8:29
來12:10
耶48:11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
人。
因爲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
作長子。
肉身的父是在短暫的日子裏，照自己以爲好的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
們，是爲了我們的益處，使我們有分於祂的聖別。
摩押自幼年以來，常享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沒有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
裏，也未曾被遷徙；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氣未變。

4 當我們在受苦中，我們也許向神抱怨，但我們的抱怨也許是向神最好的禱告，最蒙
悅納的禱告；當我們抱怨時，神就歡樂，因爲祂使萬有互相効力，叫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模成祂長子的形像—參詩一○二標題。
詩102標題

肆

困苦人發昏的時候，在耶和華面前傾吐苦情的禱告。

三一神使人成爲神，好成就祂的經綸，以得着祂團體的彰顯，這行動全然是
在調和的靈裏；這調和的靈就是神的靈與我們人的靈調和爲一—林前六17，
啓一10，四2，十七3，二一10，參伯十二10，三二8：
林前6:17
啓1:10
啓4:2
啓17:3
啓21:10
伯12:10
伯32:8

一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爲一靈。
當主日我在靈裏，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我立刻就在靈裏；看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滿了褻瀆
的名號，有七頭十角。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給我
看。
凡活物的生命，和一切血肉之人的氣息，都在祂手中。
但在人裏面有靈，全能者的氣使人有聰明。

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我們該憑着靈而活並憑着靈而行；我們一切所作所是都該憑
着靈、同着靈、在靈裏並藉着靈；因此，我們需要顧到我們的靈，作一切事都要操練
我們的靈，以經歷神的靈在我們裏面活着、在我們裏面安家、並變化我們—加五16，
25，腓三3，羅八4，6，林後二12～14，瑪二15～16。
加5:16
加5:25

我說，你們當憑着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慾了。
我們若憑着靈活着，也就當憑着靈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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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3:3
羅8:4
羅8:6
林後2:12
林後2:13
林後2:14
瑪2:15
瑪2:16

二

我們不該離開包羅萬有的靈而有任何行動；我們不該離開那靈來面對任何處境或應付
任何需要；我們必須學習在我們的靈裏接觸神的靈；這就是爲着完成神的經綸之基督
徒生活和基督徒工作的內在意義—亞四6，林後三3，6，羅一9，七6，腓三3。
亞4:6
林後3:3
林後3:6
羅1:9
羅7:6
腓3:3

三

他回答我說，這是耶和華給所羅巴伯的話，說，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權
勢，不是倚靠能力，乃是倚靠我的靈。
你們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不
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肉版，就是心上。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爲那字
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我在祂兒子的福音上，在我靈裏所事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在禱告中，常常不
住的題到你們，
但我們旣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在靈的新樣裏服
事，不在字句的舊樣裏。
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信靠肉體的。

作基督徒和得勝者不僅困難，而且不可能；惟有那位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作爲我們
靈裏包羅萬有之靈的三一神活在我們裏面，纔能作基督徒和得勝者—路一37～38上，
林後四13，羅八2。
路1:37
路1:38上
林後4:13
羅8:2

四

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信靠肉體的。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着肉體，只照着靈而行的人身上。
因爲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再者，我從前爲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藉着主也有門向我開了，
那時沒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靈裏不安，便辭別那裏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感謝神，祂常在基督裏，在凱旋的行列中帥領我們，並藉着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
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然而神豈不是使二人成爲一麼？祂靈的餘裔是屬祂的。爲何成爲一呢？乃是要得
着屬神的後裔。所以當留意你們的靈，誰也不可以詭詐待自己幼年所娶的妻子。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是我所恨惡的，休妻的人是以強暴行事；所以當留意
你們的靈，不可行詭詐；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因爲在神，沒有一句話是不可能的。
馬利亞說，看哪，我是主的婢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並且照經上所記：『我信，所以我說話；』我們旣有這同樣信心的靈，也就信，
所以也就說話，
因爲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我們只要照着靈作一切事，就能經歷基督的成爲肉體、人性生活、釘死、復活、升天
和那靈的澆灌；這會使我們成爲神的召會、基督的身體、新人、以及葡萄樹和枝子作
爲三一神的生機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腓一19，珥二28～32，徒二16～21，弗
一22～23，二15，四4，23～24，約十五1～11，啓三12，十九7～9，二一2，10。
腓1:19
珥2:28
珥2:29
珥2:30
珥2:31

因爲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
救。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在一切屬肉體的人身上；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你們的
老年人要作異夢；你們的青年人要見異象。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在我的奴僕和婢女身上。
在天上地上，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
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來到以前，日頭要變爲黑暗，月亮要變爲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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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2:32
徒2:16
徒2:17
徒2:18
徒2:19
徒2:20
徒2:21
弗1:22
弗1:23
弗2:15
弗4:4
弗4:23
弗4:24
約15:1
約15:2
約15:3
約15:4
約15:5
約15:6
約15:7
約15:8
約15:9
約15:10
約15:11
啓3:12

啓19:7
啓19:8
啓19:9
啓21:2
啓21:10

伍

那時，凡呼求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爲照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在耶路
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餘剩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這正是藉着申言者約珥所說的，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在一切屬肉體的人身上；你們的兒女
要說豫言，你們的青年人要見異象，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夢。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在我的奴僕和婢女身上，他們就要說豫言。
我要在天上顯出奇事，在地上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在主大而顯赫的日子來到以前，日頭要變爲黑暗，月亮要變爲血。
那時，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一
個新人，成就了和平；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在我裏面不結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結果子的，祂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
果子更多。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話，已經乾淨了。
你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
果子，你們若不住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爲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人若不住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了，人收集起來，扔在火裏燒了。
你們若住在我裏面，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
就。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住在我的愛裏。
你們若遵守我的誡命，就住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祂的愛
裏。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可以在你們裏面，並叫你們的喜樂可
以滿足。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
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
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
了。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
話。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
候丈夫。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
給我看。

神向約伯顯現時，約伯看見神，在他個人的經歷中得着神，而厭惡自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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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1～3，四二1～6：
伯38:1
伯38:2
伯38:3
伯42:1
伯42:2
伯42:3

那時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晦不明？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問你，你可以指示我。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作，你的定旨是不能攔阻的。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故此我說了我所不明白的；這些事對我太奇
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要問你，求你指示我。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伯42:4
伯42:5
伯42:6

一

今天我們的神乃是包羅萬有的靈，作爲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的終極完成；我
們今天觀看的這一位神，乃是終極完成的靈，我們能彀在靈裏觀看祂—林後二10，提
後四22：
林後2:10
提後4:22

你們饒恕誰甚麼，我也饒恕；我若曾有所饒恕，我所已經饒恕的，是在基督的面
前，爲你們饒恕的；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們同在。

1 我們看見神，使我們能被神構成；看見神使我們變化，並且看見神等於得着神—林
後三16，18，太五8，啓二二4。
林後3:16
林後3:18
太5:8
啓22:4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
變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看見神。
也要見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在他們的額上。

2 我們越看見神並愛神，就越否認自己並厭惡自己—伯四二5～6，賽六5，路十四26。
伯42:5
伯42:6
賽6:5
路14:26

二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爲我是嘴脣不潔的人，又住在嘴脣不潔的民
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弟兄、姊妹，甚至自
己的魂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我們要看見神，就必須操練我們的靈—弗一17～18，三16～17，林前二9～16，林後四
13，提前四7，提後一6～7：
弗1:17
弗1:18
弗3:16
弗3:17
林前2:9
林前2:10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
識祂；
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聖徒中之基業的榮耀，
有何等豐富；
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只是如經上所記：『神爲愛祂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但神藉着那靈向我們啓示了，因爲那靈參透萬事，甚至神的深奧也參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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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2:11
林前2:12
林前2:13
林前2:14
林前2:15
林前2:16
林後4:13
提前4:7
提後1:6
提後1:7

因爲除了在人裏面人的靈，在人中間有誰知道人的事？照樣，除了神的靈，也沒
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那出於神的靈，使我們能知道神白白恩賜
我們的事；
這些事我們也講說，不是用人智慧所教導的言語，乃是用那靈所教導的言語，用
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然而屬魂的人不領受神的靈的事，因他以這些事爲愚拙，並且他不能明白，因爲
這些事是憑靈看透的。
惟有屬靈的人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看透他。
誰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導祂？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思了。
並且照經上所記：『我信，所以我說話；』我們旣有這同樣信心的靈，也就信，
所以也就說話，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的虛構無稽之事，並要操練自己以至於敬虔。
爲這緣故，我題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裏面神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因爲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1 我們越在靈裏觀看祂，就越接受祂一切的成分到我們裏面，作我們裏面的供應—林
後三16～18。
林後3:16
林後3:17
林後3:18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有自由。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
變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2 我們在患難中，必須留意我們的靈，以主爲我們的居所，作我們知足的祕訣—二
13，七5～6，瑪二15～16，詩九一1，腓四11～13，詩九十1～12，三一20，賽三二
2。
林後2:13
林後7:5
林後7:6
瑪2:15

瑪2:16
詩91:1
腓4:11
腓4:12
腓4:13
詩90:1
詩90:2
詩90:3
詩90:4
詩90:5
詩90:6

那時沒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靈裏不安，便辭別那裏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原來我們就是到了馬其頓，我們的肉身也不得安寧，反而凡事遭患難，外有爭
戰，內有懼怕。
但那安慰頹喪之人的神，藉着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然而神豈不是使二人成爲一麼？祂靈的餘裔是屬祂的。爲何成爲一呢？乃是要
得着屬神的後裔。所以當留意你們的靈，誰也不可以詭詐待自己幼年所娶的妻
子。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是我所恨惡的，休妻的人是以強暴行事；所以當留
意你們的靈，不可行詭詐；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因爲我已經學會了，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富餘；或飽足、或飢餓、或富餘、或缺乏，
在各事上，並在一切事上，我都學得祕訣。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裏面，凡事都能作。
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你使人歸回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
在你看來，千年如剛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
你彷彿用暴雨將他們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重新生長的草；
早晨發旺，重新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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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90:7
詩90:8
詩90:9
詩90:10
詩90:11
詩90:12
詩31:20
賽32:2

三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怒而驚惶。
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將我們隱藏的罪擺在你面光之中。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盛怒之中；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
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誰曉得你怒氣的威勢？誰按着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盛怒？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
你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免得遇見人的計謀；你必將他們隱藏在遮蔽
處，免受口舌的爭鬧。
必有一人像避風所，和避暴雨的隱密處，像河流在乾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
在疲乏之地。

我們要看見神，就必須對付我們的心—林後三16，18，太五8，十三18～23：
林後3:16
林後3:18
太5:8
太13:18
太13:19
太13:20
太13:21
太13:22
太13:23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
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看見神。
所以你們要聽這撒種者的比喻。
凡聽見國度之道不領悟的，那惡者就來，把撒在他心裏的奪了去；這就是那撒在
路旁的。
又有那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立刻歡喜領受，
只因他裏面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一旦爲道遭遇患難或逼迫，就立刻絆跌了。
還有那撒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今世的思慮，和錢財的迷惑，把道
全然擠住了，道就不能結實。
但那撒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也領悟了，他就結出果實，有的結了一百
倍，有的六十倍，有的三十倍。

1 我們必須在我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被神的聖言所重構，而受神的話所教導、管
制、規律並支配—弗四23，申十七18～20，腓二2，5。
弗4:23
申17:18
申17:19
申17:20
腓2:2
腓2:5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他登了國位，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爲自己抄錄一本，
存在他那裏；他一生的日子都要誦讀，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謹守遵行這
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律例，
免得他向弟兄心裏高傲，離了這誡命，或偏左或偏右。這樣，他和他的子孫在
以色列中治國的日子，就得以長久。
你們就要使我的喜樂滿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有相同的愛，魂裏聯結，思
念同一件事，
你們裏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

2 我們必須有主的愛而火熱，情感被祂充滿，爲祂的家心裏焦急—一8，林後五14，提
後一6～7，約二17，可十二30。
腓1:8
林後5:14
提後1:6
提後1:7
約2:17
可12:30

神可爲我作見證，我在基督耶穌的心腸裏，怎樣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旣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爲這緣故，我題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裏面神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因爲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祂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着：『我爲你的家，心裏焦急，如同火燒。』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並全力，愛主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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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必須讓我們的意志被基督征服，並藉着苦難被基督變化，使其服從基督的元首
權柄，（腓二13，參歌四1，4，七4上，5，）並且必須靠基督那無價、洗淨並潔淨
的血，維持無虧、清潔的良心。（徒二四16，提前三9，來九14，十22。）
腓2:13
歌4:1
歌4:4
歌7:4上
歌7:5
徒24:16
提前3:9
來9:14
來10:22

陸

因爲乃是神爲着祂的美意，在你們裏面運行，使你們立志並行事。
看哪，我的佳偶，你是美麗的！你是美麗的！你的眼在帕子內好像鴿子；你的
頭髮如同山羊羣，安臥在基列山旁。
你的頸項好像大衞建造收藏軍器的高樓，其上懸掛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擋
牌。
你的頸項如象牙樓；…
你的頭在你身上好像迦密山；你頭上的髮像紫色。王被這下垂的髮綹監禁了。
我因此操練自己，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
用清潔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奧祕。
何況基督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的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潔淨我們的
良心，使其脫離死行，叫我們事奉活神麼？
並且在心一面，我們已經被基督的血灑過，脫開了邪惡的良心，在身體一面，
也已經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着真誠的心，以十分確信的信，前來進入至聖
所；

神對付愛祂的人，目的乃是要使他們最完滿的得着祂，遠超過他們在祂之外
所虧損的一切，（腓三7～8，）使祂能藉着他們得着彰顯，以成就祂造人的
目的。（創一26。）
腓3:7
腓3:8
創1:26

只是從前我以爲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已經看作虧損。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爲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
萬事，看作糞土，爲要贏得基督，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
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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