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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020 年 12 月半年度训练─『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 

第四篇 约伯与两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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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和他

朋友们的逻辑是循着善恶知识树的

线。约伯像他的朋友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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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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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到生命树的范围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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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最完满的得着神。（伯四二 1 ～

6。）    

 

我们需要有生命树的异象。生命树

表征三一神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

态将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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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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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二 9，

诗三六 9 上。）生命树是寻求神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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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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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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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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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項 

作生命。（创二 9。）新约启示基督是

生命树之表号的应验。（约一 4，十五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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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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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二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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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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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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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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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十五 45 下，罗八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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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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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二 9，罗八 2，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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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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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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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八章五至六节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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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罗马八章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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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乾渴就得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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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北市

召会周讯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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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弗 6:1-9 6:10-14 6:15-18 6:19-24 腓 1:1-7 1:8-18 1:19-26 

进度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17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彼得前书生命读经，第 18 ~19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八篇（请参阅周讯第 

    7~9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 ”，晨兴圣言：第四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四册：第 14 课。 

1.  中、壮年线上成全训练(专题课程)通启 

日期  时间 堂数 

21/04/2021 

7:30PM ~ 
9:15PM   

第一堂 

22/04/2021 第二堂 

28/04/2021 第三堂  

29/04/2021 第四堂  

05/05/2021 第五堂   

06/05/2021 第六堂   

日期  时间 堂数 

7:30PM~ 
9:15PM   

12/05/2021 第七堂   

13/05/2021 第八堂  

19/05/2021 第九堂   

20/05/2021 第十堂   

26/05/2021 第十一堂   

27/05/2021 第十二堂   

专题课程时间表 

费用：每人 RM30        报名截止日期： 15/04/2021（周四） 

聚会平台： ZOOM      会议帐号： 3222144000 （无密码） 

报名资料：中、英文姓名，年龄，性别，联络号码，电子邮箱。 

备注：有意者请向许信源弟兄报名(016-8884120)。 

感谢主，此次中、壮年线上成全训练将在 2021 年 4 月 21 日开始 

有专题课程，共有十二堂，特开放给众圣徒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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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户口：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 KUCHING 

 银行账号： PUBLIC BANK 3129971112 

   REFERENCE ：特别奉献『SPECIAL OFFERING』或例常奉献 OFFERING』 

   注：请各区服事财务的圣徒，可将收到的奉献款项于 4 月 13 日(周二) 
         中午时间 12:30PM~1:15PM 之间，交到财务室于服事的弟兄们。 

4. 奉献心愿款项总数 RM2,570,719.75，上周收到银行直通 RM2,350.00   

 截至 05/04/2021 累积奉献共收来 RM2,393,615.75，尚缺 RM177,104.00。  

日期 时间 

13/05 

（周四） 

第一堂 8:15AM – 10:00AM 

第二堂 10:15AM – 12:00PM 

第三堂 7:15PM – 9:00PM 

14/05 

（周五） 

第四堂 8:15AM – 10:00AM 

第五堂 10:15AM – 12:00PM 

特别交通 4:00PM – 6:00PM 

第六堂 7:15PM – 9:00PM 

2. 马来语相调特会  

 日期： 13-14/05/2021 

 特会平台： ZOOM 

 费用：每人 RM10 

 报名截止： 13/04/2021（周二） 

 备注： 1.  特会将以马来语进行，没有提供翻译。 

                  2.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姓名，性别，年龄，联络号码）和

  费用。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注“BM2021”

  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

  给 Wilson 弟兄（019-8488835）。 

报

告

事

项 
 
 
 
 
 
 
 
 
 
 
 
 
 
 
 
 
 
 
 
 
 

月份 承上月结存： 收入： 支出： 结馀： 

三 222,375.56 54,263.25  58,179.15 218,459.66 

3.   财务报告(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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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的作法 

 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

 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

 思。』太十六章二十二至二十

 三节。 

 

你看，撒但在这里，竟然能藏身在一个

爱主的门徒里面。并且他藏身在这个爱

主的人里面，所要他作的事，乃是出于

他爱主的心意，他对主所有的一种关

怀。彼得因着凭自己的意思，关怀主的

事，就给撒但藏在他里面，以他作化身，

来藉着那对主关怀，好心好意的事，拦

阻主遵行神的旨意，成全神的心意。彼

得给撒但这样藏身作化身，连他自己也

不知道，只有主能洞晓看穿。所以主就

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在主

看，这时的彼得就是撒但！他已经给撒

但藏在里面，作了撒但的化身，所以主

看他就是撒但。但是撒但竟然能隐藏

得、假冒得，连给他藏身于其中的彼得，

自己都不知道是他藏在里面，还以为是

自己在说话行事。彼得所以能这样受了

欺骗，给撒但利用，乃是因为他觉得自

己是爱主，而关心主的，并且他向主所

作的，也是出于他对主的好心好意。所

以我们要当心我们对主的关心，和对主

的好心好意，也要当心那些爱我们，关

心我们的人，和他们对我们的好用着来

迷惑我们，以破坏神的旨意。 

 

（三）『撒但就入了他（犹大）的心。』

 约十三章二十七节，参看二节。 

 

犹大卖主耶稣的事，也是撒但藏在他

里面作的。撒但先将卖主的意思，放在

他里面，而后又进入他里面，以他为藏

身、为化身，来作卖主的事。表面看是 

一 藏在人事物的里面 

 

（一）『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更狡

滑。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

们不一定死』－『蛇用诡诈诱惑了

夏娃一样』。创三章一至六节，林

后十一章三节。 

 

魔鬼作工的作法，有一个特点，就是把

他自己藏在人、事、物的里面来作。他自

古以来，一向就是这样作法。他是诡诈虚

假，又阴险、狡猾的。他常是不肯露出他

的真面目，总是以别的人、事、物为假面，

为藏身。圣经第一次说到他来作他诡诈

欺人的工作，就给我们看见，他是藏在一

条蛇里面，以蛇为他的藏身。所以以后

『蛇』也就成为他的一种名称，因为他藏

身在蛇里面，假冒得和蛇一样，叫人没法

认出在蛇的里面还有他藏着。 

 

魔鬼藏身于其中的人、事、物，常是美

丽、灵巧、狡诈的。当日他所藏身于其中

的蛇，就是这样的一件东西，乃是比一切

的活物都狡猾，当然也必是灵巧、美妙、

令人注意、也叫人喜爱的。魔鬼惟有藏身

于这样令人注意、叫人喜爱、灵巧、狡猾

的东西里面，才能吸引人注意，而在人不

知不觉中，就将人迷惑欺骗了。所以，我

们要当心那容易吸引我们注意，叫我们

心向喜爱，倾心羡慕，美丽，巧妙的人、

事、物。它们常是魔鬼所凭以来引诱、迷

惑、欺骗、陷害、败坏、窃取我们的。 

 

（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

 阿，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

 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

 得 说 ， 撒 但 退 我 后 边 去 罢 ；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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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林后十一章三节原文。 

 

魔鬼作工，不仅用各种的人、事、

物，作他的藏身，并且用欺骗的法术，

作他的手法。他一面藏在人事物里

面，使人不能知道他，一面又用法术，

使人容易受他欺骗。他当日诱惑夏

娃，就是这样作法，一面藏在蛇里面，

以蛇为隐蔽，一面又用诡诈的话语和

说法，作欺骗的法术。 

 

魔鬼所用的欺骗法术，都是真里藏

假，以假充真，似是而非，以非为是

的。当日他对夏娃说的话，就是这样

使真假相混，是非颠倒。直到今日，

他还是这样作法。就是到将来，他仍

是这样。（参看帖后二 9 ～ 10。） 

 

（二）『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

 抵挡魔鬼的诡计。』弗六章十

 一节原文，林后二章十一节。 

 

魔鬼作工，不仅用法术作手法，也

用诡计作谋略。他的诡计，是多端的，

我们需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才能抵

挡。他能利用我们各种的人事，各种

的遭遇，作他陷害我们的诡计。他也

能从我们所是、所有、所能、所作、

所爱、所好的一切里面，生出诡计，

来诱骗我们。而他一切的诡计，又总

是以实遮虚，借善施恶，是我们难以

辨认的。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祷告，

求神时常为我们揭穿他的诡计，使我

们作一个『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的

人。【摘自：圣经要道，第 53 题】 

 

他作的，实在是撒但作的。这就是撒但一

贯的作法。 

 

（四）『这不法的人（将来的敌基督）

 来，是照撒但的运动。』帖后二

 章九节，三至四节。 

 

将来的敌基督，出来抵挡主，任意而行，

乃是照撒但的运动，所以也是撒但藏在他

里面，以他为化身而作的。将来他就是撒

但的成为肉身。神怎样成为肉身，住在基

督里，来作一切的事，以成就祂的美意，

将来撒但也怎样成为肉身，住在敌基督

里，来行一切的事．以成全他的恶意。基

督怎样是神的化身，敌基督将来也怎样是

撒但的化身。不过，基督作神的化身，是

光明的，是诚实救人的，而敌基督作撒但

的化身，是暗味的，是诡诈骗人的。 

 

（五）『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

 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

 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

 中运行的邪灵。』弗二章二节。 

 

我们在得救之前，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

的风俗，顺服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邪灵，就

是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但。所以那时

我们所行所为，实在说来，都是撒但在

我们里面作祟而作的。不但那时，就是

在我们得救之后，撒但也常在我们里

面，藏身作事。而今日的世人，可说都

是撒但作事的藏身，因为他们难得有

一个人，真是自由自主，而没有撒但在

他们里面运行作祟的。 

 
二 用欺骗的法术和诡计 

 

（一）『蛇用欺骗的法术诱惑了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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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犹太人的文化赶不上人。我第

一次听见这样的话，不知道这是什么意

思。他说：比方我是美国籍的犹太人，

老实说，我站在美国人的地位上，我也

讨厌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文化太低。

比方一个美国人，一个月赚二百块美

金，他一个月吃饭吃去多少钱，租房子

租去多少钱，鞋子一天擦一次，衬衫一

天换一件，皮鞋两个月买一双，家里面

弄得好好的，剩下十几块钱就够了。但

是犹太人就不一样。犹太人是一个月用

十块钱；省下一百九十块钱储蓄起来。

他算一算，不擦皮鞋就可以省多少钱，

不买皮鞋又可以省多少钱。衬衫不换让

它脏，肥皂的钱又省下了。我们住的地

方小一点不要紧，吃的东西也可以马马

虎虎，不像美国人那样讲究舒服。我们

只要银行里的存款多起来。我们看不起

美国人，因为他们穷得很。美国人也看

不起我们，说我们的衣服不整洁，住的

地方脏得很。他又说，我们犹太人赚钱

行，头脑行，就是文化不行，和什么人

都合不来，所以什么人都不喜欢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话。 

 

从一个文化高的人来看文化低的人，

的的确确是为难的。这不是阶级高低的

问题，这不是智慧愚拙的问题，这也不

是贫富的问题，这乃是文化的问题。从

一个西古提人来看，觉得你是一个化外

人，什么都不行；穿也不行，吃也不行，

住也不行。从一个化外人来看，你这一

个西古提人是重物质的人，又讲究吃，

又讲究穿，你就是讲究这些。这两个人

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如果这两个人进到

教会里来，你有你的意见，他有他的意 

陆 文化区别的消灭 

 

在歌罗西书里，还题起一对的人，解经

家觉得相当困难，就是化外人和西古提

人。化外人在英文里翻作 Barbarian ─生

番，野人。但是西古提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个字，在希腊文是从‘西马’Zema

出来的，变作‘西枯撒’Zecotha，‘西

枯西亚’（Zecothia），‘西枯西恩’

（Zecothian）。所以中文翻作西古提人，

是翻得很好。 

 

威司脱古脱（Westcott）先生说，‘西枯

西亚’这一个字，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在

希腊的古典文学里，西枯西亚和加拉太

人是常常并题的，所以西古提人是受人

尊敬的人，像有的城的名字一题起来，人

就联想到它的特点。比方说起山西人，你

就想到开银号的，因为山西人作生意的

很多。说起绍兴人，你就想到在前清时候

作师爷的。你看见一讲到一个地方，就有

联系的思想。 

 

你去看许多希腊文的书，你就知道西古

提人是被人尊敬的，化外人是被人看轻

看的，这是文化上的问题，这一个在世界

上的分别是太大了。就像我们把一个道

地的英国绅士，和一个非洲的野人放在

一起，他们文化的标准差太多了。可是保

罗告诉我们，不管是化外人也好，是西古

提人也好，这一个分别也消灭了。 

 

这一个文化的区别，叫许多人觉得困

难。有一次我碰着两个犹太人，因为我和

他们有一点熟，就不客气的问他们，为什

么世界上许多人都反对你们犹太人？他

 第八篇 区别的消灭（三） 造 就 



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在罗马人中

就作罗马人，在律法之下的人中就作律

法之下的人，在什么种文化之下的人，

就作什么种文化之下的人。如果有非洲

的弟兄到中国来，他是认识神的，他就

应当用筷子吃饭。我们如果到非洲，我

们就应该用手抓饭吃。我们不愿意与当

地的弟兄姊妹出事情。我们去，我们就

得学。他们来，他们就应当学。我们到

英国去，就应当学作一个英国人；英国

人到中国来，就应当学作中国人。不然

的话，就会使别人受伤害；不然的话，

就得不着别人。在这件事上，神的儿女

如果起头起得好，将来许多难处都可以

避免。 

 

柒 肉体上敬虔记号的消灭 

 

最末了的一个区别，就是受割礼与未

受割礼，这也是歌罗西所题起的。这一

个区别，乃是说到肉体上敬虔的记号。

你们知道，犹太人是受割礼的，他们在

肉身上有一个记号，说他们是属乎神的

人，说他们是敬畏神的人，说他们是拒

绝肉体的人，他们这样作，乃是说他们

是服在神的约里面，和神的约有分。 

 

有许多的人，特别是犹太人，相当看

重割礼的事。他们认为说，受割礼的是

在神的约里头的人，没有受割礼的就不

是在神的约里头的人。一个人没有受割

礼，就不能与他通婚。所以行传十五章

题到，连外邦人信了主，他们也要勉强

外邦人受割礼。他们非常注重这个肉体

上的敬虔记号。 

 

在原则上，我们今天也会落到与犹太

人相同的难处中，去注重那些外面的记

号。比方说我是受浸的，而某弟兄没有 

 

 

见，你觉得他不对，他觉得你不对。两个

人摆在一起一定是冲突的，无论怎样都

合不起来。 

 

中国人吃饭是用筷子，印度人是用手

抓。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吃两顿，大家口里

虽然不说话，心里不舒服；两过两天就

要吵起来，受不了。你觉得吃饭要用筷

子，用手抓太不像样；他觉得我们是痛

痛快快的用手抓来吃，不像你们那样的

虚假客套。你要说他不对，他要说你不

对，这是文化的区别。这一种文化的区

别，是相当为难的，但是在基督里面也已

经消灭了。在基督里的人，是最大的人，

什么人间的不同都容得下。不是我有一

个格，其余的人都得及我的格，凡及得我

的格的，我就看得上；及不了我的格的，

我就看不上。这不是在基督里面的光景，

这不是在教会里面的光景，这也不是在

新人里面的光景。如果有我们的弟兄从

印度来，如果有我们的弟兄从非洲来，他

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不同，但是我们只问

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在主里面的？他

们也得这样问，我们是不是在主里面

的？如果是在主里面的，一切问题就解

决了。我们是在主里面接触，我们是在主

里面相爱，其余的事都容让得下。我们绝

不以别的事来分别神的儿女，来分别主

里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能把有教养的弟兄姊妹摆在一

起，成功作一个教会。我们不能把粗俗的

人弄成一堆，变成一个教会。这不是教

会，这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东西。这一个东

西是在教会之外的，这一个东西是在身

体之外的，这一个东西是在新人之外的。

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一个问题带到教会里

来。文化高低的区别，在教会里已经除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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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站地位的；她在弟兄面前也是顺服

的，是站地位的。她如果少了一个头上

的记号，我们不能因此分别。你一分别，

就叫合一受亏损。 

 

保罗说得相当清楚，割礼不是在乎除

去肉体的污秽，乃是在乎除去肉体的活

体。所以在神面前，要紧的不是外面的

事，乃是在乎里面。如果里面的看见是

一样的，外表有一点不同，你不能因此

而分别。如果他们外面没有，里面也没

有，那一个责任不在我们身上。如果有

一个姊妹，不站在顺服的地位上；如果

有一位弟兄，他的受浸不是与世界分

别，不是与主同埋葬同复活，那差太多

了。这一个责任，不在我们身上。他们

如果看见受浸是与主同埋葬同复活，不

过在外表的表示上，有一点分别，我们

就不能为着这一个叫合一受影响。你不

能因为在肉体上的某一件事情顺服神，

而觉得与别人两样。你如果根据这些事

来分别神的儿女，就不对。 

 

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面

是一个新人，我们在身体里面是同作肢

体。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消灭了一切

在基督以外的区别。所有的人都站在新

的地位上，都在主所设立的新人里面，

都在主所造成的身体里面。你们必须看

见，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合一的，而不能

有另眼相看。你们必须从心里把宗派的

意念拿掉，把分门别类的意念拿掉。这

样，你们就又往前走了一步。（完） 

 

受浸，是受的点水礼。神的话是告诉我们

应当受浸，所以某弟兄应当受浸。但是如

果某弟兄没有受浸，我就以为我在肉体上

比某弟兄多作了一件事，这就是把受浸当

作一个敬虔的记号。我觉得说，某弟兄在

主里面不行，因为他没有受那一个外面的

浸。这样，受浸就变作你和某弟兄的一个

区别。 

 

再比方说，姊妹蒙头是有属灵的意义，

也有肉体上的标记。擘饼有属灵的意义，

也有肉体上的标记。按手有属灵的意义，

也有肉体上的标记。这些事，实实在在有

属灵的意义，都是属灵的事。但是如果把

这些拿来分别神的儿女，我们马上就从属

灵的意义里落到肉体的标记上去，这些东

西马上变作和割礼差不多的东西。 

 

对于这话，你们不要误会，乃是要领会。

不要误会说我们不要受浸，不要擘饼，不

要蒙头，也不要按手了。这话乃是要给你

们看见说，你们如果藉着这些来分别神的

儿女，就变作藉肉体来分别。在基督里面，

没有受割礼和不受割礼的区别。肉体里面

的记号，不能拿来分别神的儿女。在基督

里面，是合而为一的。在基督里面的那

一个生命，是合一的。如果一个东西有

属灵的实际，而有肉体的表示，那是顶

好。但是如果有人属灵的实际，而没有

肉体的表示，我们就不能因为这一个

和他有分别。总之，神的儿女不能因肉

体上标记的分别，而影响到在主里面

的合一。 
 

我相信，有些东西，有些神的儿女看不

准。但他们如果有属灵的实际，那么我们

就要顾到属灵的合一，而不要注重在标记

上。比方说，一个姊妹在主面前是顺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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