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牧养作神群羊的召会，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诗補707中補711)

2017/6/19-6/25

与升天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2

Ⅰ．诗篇二十二至二十四篇是启示基督的一组诗，从祂的钉十字架，经过祂的牧养，说到祂来世的 Ａ．诗篇二十三篇论到基督在祂的复活和升天里作牧者，乃是二十二篇基督救赎的死，并祂产生召会的复
君王职分：诗22:22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23: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 活，以及二十四篇论到基督作王回来，要借着作祂身体的召会得回全地之间的桥梁。
必不至缺乏。24:9 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阿，你们要把头抬起；荣耀的王将要进 Ｂ．基督在祂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牧养人，我们需要与祂合作牧养人；我们若接受这个交通，地上会有一个大复
来。10 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祂是荣耀的王！〔细拉〕
兴，将主带回来。
Ａ．约翰福音有二十一章，但事实上结束于二十章。
Ⅱ．约翰二十一章启示使徒的职 Ｂ．整卷书说到基督在地上的职事，开始于祂这神的话成为肉体，成了一个在肉体里的人，结束于祂这末后亚当的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因此，二十一章应当是一篇附
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该章 言。
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

Ｃ．这样说虽然是对的，但更内在地说，约翰二十一章乃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该章总结整卷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基督在天上的职事与使徒在地上的职事一起合作，
以完成神的经纶。

Ⅲ．在约翰十章十至十一节和十六节，主向门徒揭示，祂是好牧人，来使羊更丰盛地得着生命，并且祂另外有羊（外邦人），祂
必须领这另外的羊与他们（犹太信徒）合为一群（一个召会），归于一个牧人之下：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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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我另外有羊，不是属于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Ａ．主的牧养先是在祂地上的职事里。
太9:36 祂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
牧人一样。
Ｂ．然后，主的牧养是在祂天上的职事里，照顾神的召会，结果带进祂的身体。
彼前5:4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1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

Ａ．当主在复活之后，并在祂升天之前，与祂的门徒在一起时，在祂一次的显现里，祂托付彼得，当祂不在这里而在诸天之上时，要喂养祂的小羊，并牧养祂的羊。
约21: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对祂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
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对祂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17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
说，你爱我么？就忧愁，对耶稣说，主阿，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Ｂ．这是把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并，以照顾神的羊群，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
Ｃ．随后在使徒行传，彼得说，“我们要坚定持续地祷告，并尽话语的职事”；这乃是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这职事乃是代求的职事，也是将神供应到人里面的职事。
Ⅳ．
主托付彼得 使徒6:4 但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职事。
喂养祂的小羊 Ｄ．彼得对主的这个托付印象非常深刻，以致在他的前书里，他 １．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但祂也监督、察看我们内里所是的光景和情形。
并牧养祂的羊： 告诉信徒，他们好象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他们魂的牧人和
２．祂借着顾到我们里面各部分的益处，并监督我们魂（就是我们真人位）的光景，而牧养我们。来13:17 你们要信从那些
监督了：
带领你们的，且要服从；因他们为你们的魂儆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欢乐的作这事，不至叹息；若叹息，就与
彼前2:25 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
你们无益了。
督了。
Ｅ．彼得劝勉长老，要牧养他们中间神的群羊，好使他们这些忠信的长老在牧长显现的时候，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
彼前5:2 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3 也不是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Ｆ．彼得的话指明，基督天上的职事主要的是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的群羊，结果带进祂的身体。
Ⅴ．以下使徒保 Ａ．在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告诉在以弗所的长老：“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罗的话，也给我 使徒20:28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们看见使徒的 Ｂ．保罗说，“我知道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使徒不顾自己的性命，但他非常关心召会的前途；召会是他的珍宝，也是神的珍宝。
职事与基督天 Ｃ．保罗在希伯来十三章二十节说，“神…凭永约之血，领群羊 １．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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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神的永约是要借着
上的职事合并， 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上来”：来13:20 但愿平安 牧养，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以照顾神的群 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领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
２．神使我们的主从死人中复活，叫祂成为大牧人，好照着神的永约，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羊：
人中上来的，

Ⅵ．使徒职事与基督天上职事合并的主要目的和目标，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
弗3:2 谅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
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彼前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进入祂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根基。
Ⅶ．为着神永远经纶的主要目的和
终极完成而牧养神的群羊，这件事
甚至在雅歌中也提到：

Ａ．“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放羊群〔为着满足〕？晌午在何处使羊群歇卧〔为着安息〕？”
Ｂ．“只管出去跟随羊群的脚踪，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棚的旁边。”
Ｃ．“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以单一的心，过着信靠神的生活，而寻求基督的人〕中牧放群羊。”
Ｄ．“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Ⅷ．牧养信徒，对于他们在神圣生命 Ａ．我们需要祷告说，“主，我要得着复兴；从今天起，我要作一个牧人；我要去喂养人，牧养人，把人聚成一群。”
里的长大，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必须 Ｂ在约翰十章和二十一章，主用三个辞说到牧养的事：“喂养”、“牧养”、“成为一群”；我们也可将“群”用作动词（意指使羊成为一群）。
以牧养的路来传福音并复兴召会：

Ｃ．众召会都必须学习如何使人成为一群，好叫他们能调和在一起；长老和同工该带头实行这事。

Ａ．人子是在祂的人性 １．基督原来是腰间束带，为着神圣的工作得加力，以产生众召会，但如今祂在胸间束带，借着祂的爱照顾祂所产生的众召会。
Ⅸ．金灯台生机的维持 里，金带表征祂的神
２．金带表征基督的神性成了祂神圣的力量，胸表征这金的力量是由祂的爱并凭祂的爱来运用并推动的，好喂养众召会。
乃是基督天上的职事， 性，而胸是爱的表号：
会，并在祂的神性里喂

１．祂收拾灯台的灯，使灯正确合宜，就是在顾惜我们，使我们快乐、愉快、 ａ．主的同在带来一种柔细、温暖的气氛，顾惜我们的全人，给我们安息、
安慰、医治、洁净和鼓励。
舒适：

养众召会，好借着祂生

出30:7 亚伦要在坛上烧馨香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

机的牧养产生得胜者：

诗42:5我的魂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祂的脸 弗5:29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召会一样，
是我的救恩，我还要赞美祂。42:11我的魂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 提前4:6 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并

在祂的人性里顾惜众召

启1:12 我转过身来，要
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Ｂ．基督作为人子，在

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赞美祂，祂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

ｂ．我们在召会里能享受主同在的顾惜气氛，得着生命的滋养供应。

你向来所紧紧跟随善美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

ａ．灯芯烧焦的部分，灯花，表征必须剪除的那些不照着神定旨的事物，就如我们的肉体、天然的人、己和旧造。
祂的人性里照顾众召 ２．祂修剪灯台的灯芯，把一
出27:21 在会幕中见证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子孙，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
金灯台；13 灯台中间，
会，为要顾惜众召会： 切拦阻我们照耀的消极事物
代永远的定例。
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
剪掉：
30:7 …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 8 黄昏他点灯的时候…
长袍，直垂到脚，胸间束
出25:37 要作灯台的七个灯
着金带。2:7 那灵向众
ｂ．祂把众召会中间一切的不同（过错、短处、失败、缺点）修剪掉，使众召会在素质、样子和彰显上完全相同。
盏；要把灯盏放上，使灯光对
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
林前1:10 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
照。38 灯台的灯剪和灯花
的，就应当听。得胜的，
的意见里，彼此和谐。
盘，也是要纯金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
腓2:2 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有相同的爱，魂里联结，思念同一件事，
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

的果子赐给他吃。
约10:14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那属我的，那属
我的也认识我，

Ｃ．基督在神性里以祂
胸间金带所表征的神圣
之爱照顾众召会，喂养
众召会：

１．基督在祂三个时期的丰满职事中，以祂自己这包罗万有的基督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中长大成熟，成为祂的得胜者，以完成祂永远的经纶。
２．作为行走的基督，祂知道每一个召会的情形；作为说话的灵，祂修剪灯台并用新油，就是那灵的供应，充满灯台。
启2:1 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说，那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
7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３．我们要有分于祂的行动，并享受祂的照顾，就必须在召会里。

Ⅹ．借着基督奇妙的牧养，我们得以享受祂作我们的福分，从今时直到永远。
赛49:10 他们必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
启7:17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神也必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

经历：①在职生活再忙碌，也要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去牧养
众召会…若都有分于基督奇妙的牧养，在主的恢复里就会有一次大的复兴。…牧养和
教导，应当象双脚，为着我们与主一同行动。我们的牧养该一直带着教导，而我们的教导
也应当一直带着牧养。
约翰二十一章启示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在天上的职事合作。基督在祂天上的职事里一直
在牧养人，我们需要与祂合作牧养人。没有牧养，我们为主的工作就不会有果效。我们必
须学习一切的真理，使我们有话可说，然后去接触人，牧养他们。
牧养是神圣的事。我们要作牧人，就必须是基督的见证人，是基督的肢体，也是基督的弟兄，
有分于祂儿子的名分。这样，我们就有分于儿子名分的发言，而成为申言者。我们既是为着神发言
的申言者，我们就为主说话。同时，我们需要牧养人。这是结果子的路，是得着繁增和扩增的路。
我们若接受这种交通，我信地上会有一个大复兴，但不是由少数属灵大汉带来的，乃是由基督身体
的许多肢体，跟随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寻找并得着堕落之人的步骤，成为牧人所带来的。
在职青年篇：
在职青年是召会的腰，在公司里也承担核心的责任执行业务。因此，不论你们在召会
还是公司都需要承担责任。你绝对不可以有以下的想法，
“在公司尽量不要承担重要的责
任。这样就能有时间在召会服事。
”这样的想法是来自撒但的诡计(当然如果工作实在太忙
或是主日都不能圣别的话，就有必要考虑换工作)。
对你来说，你的在职生活是为了以下 4 个目的。
a) 在职场生活的实际情况中，经历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你的智慧、毅力、洞察力、力
量和一切
b) 在经济上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c) 支持召会财务上的需要
d) 在百忙中作耶稣的见证、向百忙之中的福音朋友传福音、牧养新人
在百忙中为别人祷告、顾惜人、喂养人是真正的祷告和牧养。不要认为等自己有时间再开始
牧养。你如果这样想的话，等到你退休都没办法去牧养别人吧。相反地，你要学习在现在忙到没
时间的情况下去牧养别人。关于这一点，滴灌的祷告和牧养非常有效果。请你成立祷告小组，利
用Line 等等的方式进行每天一分钟的祷告。另外，成立牧养小祖，为着牧养在小组里进行一分
钟的交通，可以用文字或语音信息传送信息的摘要和圣经章节。这样做，在百忙中的在职者就可
以牧养在百忙中的朋友和新人。请务必从这周开始实行。
弟兄的见证：我从30 岁开始工作以来，在这非常忙碌的27 年间一直服事到现在。为了能早点从
公司回来，想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今天有亲戚要来家里所以要早点回去(弟兄姊妹是属灵
的亲戚，所以这不是说谎)。有时候撒但会来控告我说，
“你肯定不能每周都用那样的理由。”的
确，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那样，但是我就单纯地每一天信靠主，27 年来，主奇迹似地帮我维持了这
样的生活。感谢主。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为了明天忧虑，而是一天一天经历主，被主充满，和主
一同往前的生活。
太 6:33 但你们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衣，食，住的需要）就都要加给你们
了。34 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经历：②听那灵对众召会所说的话，成为得胜者
启 2:1 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说，那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
走的，这样说，7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
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我们的大祭司在众召会中尽职的结果，乃是产生出许许多多的得胜者。…我们如今就
在这职事之下。基督忙着在众召会中间行走并说话。祂行走在众召会中间，向每一个召会
说话。
祂的说话根据于祂的所是，也根据于召会的光景。在每一封书信的开头，祂都说到祂
是谁，以及祂的所是。然后每一次祂也照着召会的所是来说话。祂的说话是实际的，也是
装备人的。祂行走的时候是基督，祂说话的时候乃是那灵。
你的经历能证实这一点。当基督来到你所在地的召会中间行走时，你就蒙光照，并受到责
备。行走的基督成了说话的那灵。基督就是那灵。借着祂的说话，你得着生命树和隐藏吗哪的供
应，然后你就有变化。泥巴渐渐被洗掉，你就变成一块白石，得神称义，蒙神悦纳、称许，以建
造祂的居所，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我们自己永远不会作好，我们永远需要一位牧者来牧养我
们。
中高生篇：
中高生的弟兄姊妹，要从年轻时起借着听那灵的说话，享受主的牧养。主希望你努力
奋斗，勤奋地准备大学入学考试。
西 1：29 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祂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
未来你升学进入大学或研究所、就业，若是不努力奋斗就会被淘汰。主行走在众召会
之间，牧养着你。主首先曝露你对学业马虎的态度而且责备你。你若是对这曝露或指责说
阿们的话，主就会供应你生命、变化你、让你往前、能让你成为有见证的中高生。
太25:15 按照各人的才干，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得银子，一个二他连得，一个一他连得，…
20 那领五他连得的，带着另外的五他连得进前来，说，主阿，你交给我五他连得；请看，我
另赚了五他连得。21 主人对他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
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2 那领二他连得的也进前来，说，主阿，你
交给我二他连得；请看，我另赚了二他连得。23 主人对他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
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4 随后那领一他
连得的，也进前来，说，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
方要收聚；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他连得埋藏在地里；请看，你仍有你所有的。26 主人就
回答他说，又恶又懒的奴仆，你既知道1 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
主按照你们各人的才干，个别的给了他连得。主期望一他连得的人赚一他连得、二他连得的
人赚二他连得、五他连得的人赚五他连得。这里的论点是要用尽他连得。为了用尽，你必须要努
力奋斗。然后，主不是看赚了多少，而是看你有多忠信。赚五他连得和赚二他连得的，主称赞的
话都是同样的。并且，主在要求方面，并没有否定祂是严格的那一位。召会生活对你来说，只看
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因为有符合要求的供应，你要向主的牧养敞开，享受丰富的供应。这
样你就能够充分运用你的他连得。阿们！

约翰福音第 8 章的里程碑：罪的奴役下的人的需要—生命得释放
By 神大 BSG OB/OG
约8:1 耶稣往橄榄山去。2 清早又来到殿里，众百姓都到祂那里去，祂就坐下
教训他们。3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
4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时被拿的。5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样，你怎么说？ 6 他们说这话，是要试诱耶稣，好
得着把柄告祂。耶稣却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写字。7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祂，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她。8 于
是又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9 他们听见了，就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10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
人，那些人在那里？没有人定你的罪么？ 11 她说，主阿，没有。耶稣说，我也
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12 于是耶稣又对众人讲论说，我是
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24 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
经学家非常激动，他们控告那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要把她用石头打死。但是
主却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主可能写着，
“谁是没有罪的，谁就能拿石头
打她。”这也是镇静那些激动控告者的行为。他们还是不住的问祂，耶稣就直起
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了，就
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这个妇人站在主的面前，也许想着自己因为行淫的罪会被杀而害怕、发抖。这时，
若你是耶稣，你会说什么呢?请再读一次 10 节和11 节。
10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那里？没有人定你的罪么？ 11 她
说，主阿，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这是多么有爱的话。主站在那里说明了他是没有罪的那一位。主有资格定罪
她，却没这么做。请参读以下约翰福音3 章的经节。
约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远的生命。
这里的世人，指的是因罪而堕落的人、罪人。神爱世人，爱这行淫的妇人。
感谢神这深深的爱。
本章的事例，向我们启示一切与罪有关的问题：(一)罪的源头，就是魔鬼；
(二)罪的三个主要项目，就是奸淫与淫乱、杀人、谎言；(三)罪的辖制或奴役；
(四)罪的结局或结果，就是死；(五)谁是没有罪的─主；(六)谁有资格定人的罪

─主；(七)谁能赦免人的罪─主；(八)谁能释放人脱离罪─主。主是永存的神，
是那伟大的“我是，”成了人子，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祂
能赦免我们的罪；并且主是永远的神，能进到我们里面作生命和光，把我们从罪
的奴役和黑暗中拯救出来。
“我是”这神圣的名称，指神是自有永有的一位，祂不倚靠自己以外的任何
事物。作为“我是”
，祂是包罗万有的一位，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也是所需的
一切的实际。例如，你需要智慧。作为“我是”
，主就是智慧。你缺少喜乐。主就
是喜乐。你变得消极的时候，主能够成为你的光。因为主是那“我是”
，你所需要
的所有积极事物是什么，主就是什么。
你要相信主耶稣是那“我是”
，主是神成为人的那一位。这样，主就会在你
里面成为生命的光，光照你心中的黑暗，得以将你从罪的奴役中释放出来。生命
的光憑著人裡面生命的感覺，在人裡面照耀，拯救人脫離罪。哈利路亚！
像那犯奸淫的妇女一样，坦然地来到主面前。主知道你心中有许多罪，对你
这样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多么充满恩典
及爱的话啊!
你来到主面前之后，要相信主是那“我是”
。并且要认自己的罪。这样，主就
赦免你的罪，分赐神的生命到你里面。这生命在你里面成为生命的光，能够将你
从罪的奴役中释放出来。愿主祝福你的校园生活。阿们！
２４４ 救いを得た確信と喜び ― 主によって解放される
１ 主はわれをかい放された; イェスわがおう，すくいぬし;
霊に満たされ，日々うたう; われ，かい放された！
(復)栄こうのかいほう！ つみにしばられない;
血であらわれ，ひかり得た; われ，かい放された！
２ 地のきずな，断ち切られた; つみと情よく，ちからなし，
おもいわずらい，なやみなし; われ，かい放された！
３ 主はそくばく打ちやぶり， わがため，あく魔ほろぼす;
めぐみのひかりかがやく; われ，かい放された！
1. 我因归耶稣，全人得着释放；
耶稣我救主，今在我心作王；
圣灵充满我，使我终日欢唱；
主耶稣已把我释放！
释放！释放！荣耀释放！我不再被罪恶捆绑；
宝血洗净我,全人明亮,清爽；主耶稣已把我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