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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借着祂的牧养而有生命的恢复（詩歌:補 256）

以西结结晶读经（一）＃11

一 牧养是指顾到羊一切的需要。
诗篇 23: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2 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
约翰福音 21: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水边。
你爱我么？彼得对祂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 3 祂使我的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
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
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
使徒行传 20:28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 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
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 到永远。
所买来的。
二 所有的羊都需要得着充分的供备和妥善的照料。
一 主从不信者中间将我们领出来归给祂自己。
二 祂领我们归回故土,这故土表征作为迦南美地的基督。
三 祂带我们回到高山,高山表征复活、升天的基督。
四 祂带我们回到溪水旁边,溪水表征赐生命之灵的活水。
贰 在以西结三十四章, 五 祂在溪水旁牧养群羊,表征祂用祂的丰富喂养我们。
主亲自来作牧人,寻找祂 六 祂带我们回到丰美的草场,草场表征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供应。
的羊,将他们寻见:
以西结书 34:14 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住处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的住处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
的草场吃草。
以西结书34:11 因为主耶 七 祂使我们躺卧,给我们内里的安息。
和华如此说,我必亲自寻 以西结书 34:15 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牧养我的羊群,使他们得以躺卧。
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 八 祂缠裹受伤的,加强软弱的,表征祂缠裹并医治伤心的和有病的。
12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
以赛亚书 61: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了我,叫我传好信息给困苦的人,祂差遣我去为伤心的人裹伤,宣扬被
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 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开释,
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
九 主在我们中间施行公义的判断,将一切不义的东西完全洁除。
在密云黑暗的日子四散到
1 祂照料我们,包括顾到我们一切的难处,担负我们一切的责任,照料我们生活的每一面。
各处,我必把他们从那里
2 主作牧人照料我们,结果使我们顺从祂为我们的王,服在祂的君王职分之下。
救回来。13 我必把他们从
万民中领出来,从各国聚 十 基督是真大卫,真牧者,被立 3 当我们经历主的牧养,并留在祂的君王职分之下,我们就享受祂平安的约,并且不再受属灵的为
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自 为独一的牧人,要喂养我们,使 难和搅扰。
4 在祂的牧养之下,一切的恶兽（恶人）都要从主所恢复的子民中间驱除。
己的地,也必在以色列山 我们得饱足并满足:
5 祂折断我们所负一切的轭,包括罪和世界的轭,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奴役。
上,一切溪水旁边,在那地
6 祂应许我们不再作仇敌的掠物,却要安然居住。
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
十一 祂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福源,使别人也得着祂的供应,祂是如甘霖的祝福,也是有名的植物（栽种之处）
。
以西结书 34:26 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雨按时落下,那必是赐福的雨。
十二 我们经历神的牧养,就有祂的同在,我们与祂在一里有交通,我们属祂,祂也属我们,使神与人相调和。
以西结书 34:30 他们就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1 祂舍了祂的魂生命,就是人的生命,为祂的羊成功救赎,使他们能有分于祂的奏厄生命,
叁 基督是好牧人、大牧 一 主耶稣作好牧人,来使我们 就是祂神圣的生命。
人、牧长以及我们魂的牧 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2 祂领祂的羊出羊圈,进入祂自己这草场,就是得喂养的地方,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吃祂,得
人:
着祂的喂养。
壹 牧养就是周全柔细地照顾群羊:

3 主使犹太和外邦信徒在祂的牧养下合为一群（召会,基督的身体）
。
约翰福音 10:10 贼来了,
1 永约是要借着牧养,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 二 神“凭永约之血”,使“群羊 2 永约就是新遗命的约,为要得着群羊,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于新
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 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 耶路撒冷。
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中复活—希伯来书 13:20:
3 主作为大牧人正使新约的内容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八。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 三 基督作牧长,借着众召会的长老牧养祂的 1 若没有长老的牧养,召会就无法得建造。
为羊舍命。
羊群:
2 长老的牧养该是基督借着他们的牧养。
彼得前书 2:25 你们好像
1 祂是借着顾到我们魂的益处,并借着监督我们内里所是的光景,而牧养我们。
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
2 因为我们的魂很复杂,所以我们需要那在我们灵里是赐生命之灵的基督,在我们的魂里
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 四 是灵的基督作我们魂的牧 牧养我们,为要照顾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并顾到我们的难处、需要和创伤。
人,监督我们里面的光景,顾到
3 主作我们魂的牧人,使我们的魂苏醒,并使我们的魂得安息。
我们内里所是的情形:
马太福音 11:28-29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
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
一 约翰福音这卷书论到基督借着顾惜并喂养我们,来作我们的生命,顾惜人是使人快乐、愉快、舒适,喂养人是以包罗万有
肆 约翰二十一章说到牧 的基督供应人。
养,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
1 使徒受升天基督的托付,与祂合作,以完成神新约的经
二 主复活后牧养彼得,又托付彼得喂养祂的小羊并牧养祂的
总结,牧养乃是开启约翰
纶。
羊,这是把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并,以照顾神的羊
福音的钥匙:
2 关于牧养,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在地上作
群,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约翰福音 21:15-17:
祂在诸天之上所作的。
一 “按着神”意思是我们必须活神。
二 当我们与神是一,我们就成了神,在我们牧养别人时,我们就是神。
伍 彼前五章二节说到按 三 按着神牧养,就是按着神的性情、心意、作法和荣耀,而不是按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牧养。
着神牧养神的羊:
四 按着神牧养,就是按着神在祂属性上的所是牧养。
1 我们必须被神圣的生命所满溢,享受三一神作源、泉、川,而成为神圣生命的总和,甚至
彼得前书5:2务要牧养你
成为神圣生命的本身。
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
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 五 我们要按着神牧养,就必须 2 我们必须在神那爱、光、义、圣的属性上成为神。
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 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 3 我们必须成为基督的复制,就是神的彰显,使我们在牧养上彰显神,而不是彰显我们的
己,连同个性与乖僻。
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 为神:
4 我们必须在神的功用上成为神,照着祂的所是并照着祂经纶中的目标,牧养神的群羊。
于热切,
以弗所书 4:16 本于祂,全身藉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
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陆 我们要经历并享受基督作我们永远的牧人,直到永远:
一 基督是我们永远的牧人,要领我们进入祂自己这生命水的泉,使我们得
享三一神永远的分赐。
启示录 7:16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一切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17 二 基督要供应我们生命水,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神也必从他们眼中
三 在永世里,在基督的牧养下,必没有眼泪、饥饿或干渴。
擦去一切的眼泪。

经历:
①主耶稣作为牧人顾到我们属灵的和人的需要:
以西结 34:23 二十三节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
仆人大卫,祂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牧人。
”大卫预表基督。基督是真大卫,
真牧人,要喂养我们,使我们得饱足并满足。……基督作我们的牧人照料我
们,包括顾到我们一切的难处,担负我们一切的责任。祂不仅在属灵的事上
照料我们,也在一切与人生需要有关的事上照料我们。这意思是说,按照诗
篇二十篇,祂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面都照料我们。……当主耶稣来作牧人时,
祂也来作王。主作牧人照料我们,结果使我们顺从祂为我们的王,服在祂的
君王职分之下。主是我们的牧人,来作我们的王,祂也是我们的王,来作我
们的牧人。一面,祂牧养我们,另一面,祂管理我们。
中高生篇:
小学毕业成为初中生的话,英语课正式地开始。还有数学等其他的科目
也会变难。跟上初中生的学习,是你的责任。成为高中生的话,因为有大学
考试,你的责任变得更加大。可是你虽说责任变得沉重,不可害怕。主是顾
惜中学生的你的全部问题和责任的牧人。你不可逃避自己面临的问题和责
任。不是那样,而要把大的问题和责任作为经历主是牧人的机会。你可以
这样祷告,「哦,主耶稣,因为成为初中生,有很多英语课的时间。我不怎么
擅长英语课。可是也不能逃避英语课。主是我的牧人。喂养我,带领我,
请帮助我能完成有关英语的责任。我信靠是牧人的主。阿们」
。
还有,请你向照顾你的在职青年的弟兄姊妹和大学生的弟兄姊妹敞开
交通。主是羊的大牧人,带领你的弟兄姊妹也是你的牧人。
诗歌 主永永远远是我牧者
１. 主永永远远是我牧者，使我躺臥，令我喜乐；
祂领我在可安歇水边，何等满足，何等甘甜！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隨著我，必有恩惠慈爱隨著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隨著我，必有恩惠慈爱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享受祂为我摆设的筵席。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隨著我，必有恩惠慈爱隨著我。
２. 我的牧者是我青草地，也是流水 使我安息；
我在灵中享受祂丰富，吃喝祂哦！何等蒙福！
３. 我的牧者使我魂甦醒，行走义路，隨祂引领；
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有祂同在，我能安渡。

②建造召会不可缺少长老和责任者的牧养:
基督是牧长,借着众召会的长老来牧养祂的羊群（彼前五 4）
。所有的长
老都是祂属下的牧人。基督作为元首,乃是牧长。……当我们牧养的时候,
应当是基督借着我们牧养。……所有的长老牧养召会,都必须学习不在旧
造里凭着自己,乃在复活里凭着基督作牧长来牧养。
没有长老的牧养,召会就无法建造起来。所有的信徒,无论他们在属灵上长
大到哪一阶段,都需要牧养。甚至会后向一位圣徒说几句话,也会安慰、鼓励
并加强他
长老们应该「出于甘心,按着神」监督（彼得前书 5:2）
。按着神监督是
指,按着神的性情,心愿,方法,荣耀来监督,不是按着人的爱好,兴趣,目的
来监督。长老不应该按着自己的意见,观念,喜好来监督。反而,他们应该
按着神的选择,心愿,意图,喜欢来监督。长老必须完全按着神的思想,感觉,
意志,选择来监督召会。他们必须按着神的好恶来监督。
在职青年篇(特别是关于职业和婚姻):
对在职青年来说,最关心的事就是职业和婚姻。因为这些事对神来说也
是重要的事,召会的负责人,领导人们,按着神牧养他们时,不可避开这些
问题。还有,在职青年不可害羞而避开与带领弟兄姊妹关于这些问题的交
通。如果在职业和婚姻上,更新奉献自己,向基督与召会,羊的大牧者和追
随的牧人敞开,被带领的话,你的将来会大大地被祝福。你需要将这些实际
的事交托给主,让主带领你。你可以这样祷告,
「主耶稣,我需要与召会生活相符的职业。特别是,我为了每周与弟兄姊妹
一起记念主,主日需要被圣别。还有,也觉得加班过多的职业和收入过少的
职业都不合适。我在这事上不信靠自己,信靠主和主的身体召会。还有,
我也将职业奉献给你。愿我的职业能为了建造召会被用。阿们！
」
。
「主耶稣,求你祝福带领我将来的结婚。职业是可以转职的,不过,婚姻基
本上是不可能更换的。关于结婚我认真的来到你面前。求主让我遇到你所
预定的人。并且,愿婚姻生活可以见证基督与召会。阿们！
」
。
彼得前书 5:5 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众人彼此相待,也都要
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敌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6 所以你们要谦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
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

③在约翰福音书第 1 章的里程碑(BSG 篇): by 神大 BSG OB/OG
约翰福音 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
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留在祂身上。
在约翰福音书第 1 章的里程碑,是 1 节和 14 节「作为神的话成了肉
体」,29 节「除去世人之罪的神的羔羊」,32 节「那灵怎样从天降下,停留
在他上面」
。
话成为肉体,表征神成为人,这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帐幕。
就像旧约时代,帐幕是神的住所一样,耶稣基督就是神居住其中的人。这位,
在地上三十三年作神居住其中的人,显出恩典和实际。对神的计划来说,
神取了肉身,是比神的万物的创造更加重要的事。
这位取了肉身的神被钉十字架。那是为了替罪人而死,除去罪人之罪。
罪虽是我们犯的,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成为了「除去
世人之罪的神的羔羊」
。
最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从死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我
们罪人,罪被除去后,需要神生命的分赐。
耶稣基督,经过了 3 个重要的里程碑。Ⅰ)神成为肉体,Ⅱ)成为肉体的神,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救我们而死,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后,从死
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能将神的生命分赐到人里面。
认识这 3 个里程碑之后,请读下面的经节。
约翰福音 10:10 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
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主来了,是作为好牧人来,叫
羊（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今天作为赐生命的灵,现在,
来到这里。是为了叫是羊的你的生命,并得的更丰盛。
主耶稣,首先在十字架上死了。那是为了解决你的罪的问题,使你得到平
安。之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那是为了使你得着神的生命,
得着满足。为了校园生活被祝福,你需要平安和满足。请读以下约翰福音第
一章的经节。
。
约翰福音 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
的儿女。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人的罪被赦免,人得到神的生命从神而生,不是说因为那个人的家世好。
还有,也不是根据谁的肉体的意志(堕落的意志),谁的人的意志(好的意
志)。只根据认识神经过三个里程碑,并接受。读约翰第 1 章,愿你也呼求
主耶稣的名,单纯的接受神为你预备的罪的赦免,神的生命的分赐。你的家
世可能很好,不过,因为神的家最满了祝福,请接受神的访问,让神住在你
的心里。感谢神的爱。
Gospel – Redemption(Hymn 998) The Triune God –His process
Christ has become one with sinners, (Tune:Hymns, 319)
Sharing in all of our living,
Christ has put on human nature
Crucified even for sinners,
And become a man like me.
Glorious life to us giving.
He has died upon the cross that
(Chorus)
I from Adam might be free.
Christ Jesus came for us,
He has risen and as Spirit
Christ Jesus died for us,
He has come to live in me,
O yes, for us, for us, for us.
That according to God’s purpose
Christ came and died for us.
He my very life may be.

キリストを経験する―牧者として（補 256）
エホバはわが牧者、みどりのまき場へ、
いこいのみず辺へと、われをみちびかる。
いのちの日のかぎり、良きもの、また
慈あいが私を追いかける。
いのちの日のかぎり、良きもの、また
慈あいが私を追いかける。
私は永遠に主のいえ住む、
私は宴せきもうけます。
いのちの日のかぎり、良きもの、また
慈あいが追いかける。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forever(Hymn
1170)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forever,
He maketh me down to lie,
He leads me beside the still waters
O how He does satisfy!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sha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And I shall feast at the table spread for me;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