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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天基督天上的职事之下繁殖那复活的基督(诗655)
Ａ．主在诸天之上的生活与职事，乃是使徒行传这卷书的内容。
Ｂ．主的升天乃是将祂引进祂在诸天之上的生活与职事：

Ⅰ．使徒行传这
卷书启示一位在
诸天之上复活升
天的基督：
徒1:3 祂受害之
后，用许多确据，
将自己活活的显
给使徒看，四十
天之久向他们显
现，讲说神国的
事。9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
候，祂就被取上
升，有一朵云彩
把祂从他们的眼
界中接上去了。

Ⅱ．我们要与升
天基督天上的职
事合作，以繁殖
那复活的基督，
就需要认识使徒
行传这卷书的内
在意义：

徒 5:30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祂复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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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升天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4

１．这引进把祂带进新的范围，就是进入诸天；现今祂在诸天里有祂的生活和职事。
２．使徒行传这卷书启示复活、升天的基督现今活在诸天里，并且在那里尽职。

ａ．主是神，祂一直是主；但主是人，祂是在复活里将祂的人性带进神里面以后，才在升天里被立为
主。路 1:43 我主的母亲竟然到我这里来，这事怎么会临到我？
１．主被立为主，作万有的主，是要得着万有；
ｂ．祂是神所差并所膏的一位，生下来就是基督；但连这样的一位，也是在祂的升天里，才正式被
祂被立为基督，作神的受膏者，是要完成神的使
立为神的基督。
命：来 1:9 你爱公义，恨恶不法；所以神，就是
路 2:11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太 16: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
”
Ｃ．基督的升 你的神，用欢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伙。
督，是活神的儿子。
天乃是神将祂
约 1:41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
高举：
ａ．
升天的基督是元首、
起始者、 (1）主作元首与祂的权柄有关。
徒 2:36 所以，
创始者和开创者：来 12:2 望断 太 28: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以色列全家当
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
确实的知道，
(2）祂用祂的权柄主宰管治全地，使环境适合神所拣选的人接受祂的救恩。
始者与成终者；祂为那摆在前面
你们钉在十字
徒 17:26 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27 要
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
架上的这位耶 ２．神将基督
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祂离我们各人不远；(第一天)
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稣，神已经立 高举“在自己
(1）耶稣的成为肉体，使祂成为一个人；祂的人性生活，使祂有资格作人的救主；祂的钉十字架，为人成就
祂为主为基督 的右边，作元
了完全的救赎；祂的复活，称义了祂救赎的工作；祂的高举，使祂就职为管治的元首，能以作救主。
了。
首，作救主”
： ｂ．神所高举
(2）我们是被宝座上的基督，在荣耀里的一位所拯救：弗 1:20 (a）我们得救时，就与祂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弗 2:6
在自己右边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叫祂在诸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
的这一位也
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里，
是救主：
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今世的，连来 (b）基督是从宝座将我们拯救到宝座；这就是升天的
世的也都在内，
基督作我们的救主。
Ａ．使徒行传这卷书，乃是记载一班人与基督同复活并同升天，有基督在他们里面作他们的生命，并在他们身上作他们的能力和权柄；他们凭里面的三一神作他们的
生命而活，并且凭三一神在他们身上作他们的力量、能力和权柄而行动。

约 20: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路 24:49 看哪，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留在城里，直到你们穿上从高处来的能力。(第二天)
１．使徒行传启示的乃是身体的行动与活动，而不是与身体无关的个别行动。
２．使徒行传包含了信徒同心合意活动与工作的美丽图画，他们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为着身体而行动。徒 2:44 信
徒 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 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45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
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坚定持 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跃单纯的心用饭，47 赞美神，在众民面前有恩典。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
续的祷告。
加在一起。
Ｃ．使徒行传这卷书给我们看见一道神圣的水流，一道唯一的流；只有一道水流，只有一个流。
启 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Ｄ．在使徒行传里有一班人，他们认识复活与升天的意义；他们凭基督作他们的生命而活；他们凭基督作他们的能力、权柄而行动；他们认识
他们乃是身体，且在一道神圣的水流里，在身体里，并为着身体而行动；这是使徒行传这卷书内在的意义。
Ｂ．使徒行传乃是记载一班人，在身体里、借着
身体并为着身体而行动并作工：

徒 4:33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第三天)

１．作见证需要人对主或属灵的事物有看见并享受的经历，与仅仅施教不同。
Ａ．主在升天里完成祂在诸天之上的职
徒 2:40 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郑重的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得救，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事，乃是借着这些在祂复活生命里，带
ａ．执事是为着职事，见证人是为着见证。
Ⅲ．升天的基督为了完成 着祂升天能力和权柄的见证人，将祂自 ２．保罗被选定作执事和见证人：
祂天上的职事，繁殖祂自 己扩展出去，作为神国的发展，从耶路 徒 26:16 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正是要选定你 ｂ．职事主要的与工作有关，与执事的所作有关；见证与人
作执事和见证人，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显现
己，使神的国得以建立， 撒冷开始，直到地极：
有关，与见证人的所是有关。
给你的事，见证出来；
众召会得着建造，成为祂
１．借着耶稣的复活并在祂的升天里，神荣耀了祂的仆人耶稣。
的丰满，祂所使用的，不
徒 3:13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祂的仆人耶稣。这位耶稣，你们曾把祂交付彼拉多，彼拉多定
是一批由人的教导训练
意要释放祂，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弃绝了祂。
出来的传道人，去作传道
15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神却叫祂从死人中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
Ｂ．主的复活是使徒见
的工作，乃是一班见证
２．主耶稣的复活回头指着祂的成为肉体、人性、在地上的为人生活以及神所命定的死，并且往前指向祂的升天、天上的职事和行政，
人，担负这位成为肉体、 证的中心点：
以及祂的回来。徒 2:23 祂既按着神的定议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徒
1:22
从约翰施浸起，
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
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 ３．主是神，也是复活，有不能毁坏的生命：
ａ．祂既是这样一位永活者，死就不能拘禁祂。
基督活的见证：
升的日子，始终与我们
约
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徒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
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 作伴的那些人中，现在 约 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 ｂ．祂将自己交于死，死却无法扣住祂，反而被祂击败，祂
就从死里复活了。启 1:18 又是那活着的；我曾死过，看哪，
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 必须有一位与我们同作 也必复活；
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 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第 来 7:16 祂成了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之诫命的律法，乃是照着不能毁 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四天)
坏之生命的大能；
地极，作我的见证人。
４．使徒是复活基督的见证人，他们不仅以言语，更以生活行动见证祂，特别是见证祂的复活；见证基督的复活，乃是完成神新约经
纶的重点，中心点。
徒 2:32 这位耶稣，神已经叫祂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第五天)
Ａ．这在生命里的行动乃是配合主在祂升天里天上的职事。
Ⅳ．我们与升天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以繁殖复活的基督，乃是在生命里的行动，为着福音的扩
；
Ｂ．在行传八、九、十章， １．腓利回应主天上的职事，离开耶路撒冷往迦萨去（八 26）
展：
主在外面推动祂的门徒 这是腓利这一面的配合，在生命里行动来传扬福音。
徒 10:1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那叫作义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2 他是个虔诚人，
出去传福音；祂在诸天之 ２．在九章有一个奇妙的三角关系，有基督在诸天之上尽职，
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祈求神。
上尽职，感动祂的一些门 亚拿尼亚和扫罗在地上与之配合。
3 有一天，约在午后三时，他在异象中，清楚看见神的一位使者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
徒：
３．在十章，彼得与主合作，向外邦人传福音。
9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的时候，约在正午，彼得上房顶去祷告。10 他觉得很饿，就想要
１．基督是头，执行祂作头的权柄，在各处推动祂的门徒；
吃。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象外，11 看见天开了，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
门徒也很儆醒，回应祂诸天之上的职事。
四角，缒在地上，12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爬物，并天空的飞鸟。13 又有声音向他说，
Ｃ．
这是正确的传福音， ２．在主恢复里的传福音应当如此：在生命里得胜的行动，
彼得，起来，宰了吃！14 彼得却说，主阿，绝对不可，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
乃是在基督天上职事之 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与祂天上的职事配合。
吃过。15 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16 这样一连有三次，那器皿
下生命里的行动：
徒 13:1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
随即收回天上去了。17 彼得自己里面正在极其困惑，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看哪，哥
徒5:42 他们每日在殿 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
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询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18 喊着查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在这里作
里，并且挨家挨户，不 养的马念，并扫罗。
客没有？19 彼得还反覆思想那异象的时候，那灵对他说，看哪，有三个人来找你，20 起来，下
住的施教，传耶稣是基 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
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21 于是彼得下到那些人那里，说，看哪，
督为福音。
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3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
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这里是为什么缘故？22 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
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4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
为犹太全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并听你的话。
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第六天)

经历：①基督徒里面有生命之灵，外面被权柄之灵充满
使徒行传这卷书乃是一班人的记载，他们与基督同复活并同升天，有基督在他们里面作
他们的生命，并在他们身上作他们的能力和权柄。他们不凭自己活，乃凭基督作生命而活。
他们忘了自己的生命，并否认己。不仅如此，他们不凭自己的力量、方式和方法，乃凭基督
作他们的能力、方式和方法，而行事为人、行动并工作。现今这位是他们方法、方式和能力
的基督，乃是降在他们身上的圣灵。换句话说，他们凭里面的三一神作他们的生命而活，并
且凭三一神在他们身上作他们的力量、方式和方法而行动。这是使徒行传这卷书的内容。我
们必须认识主复活和升天的意义—包括在复活那日将祂的气吹入我们里面，以及在五旬节那
日一阵暴风刮过。现今在我们里面有气，在我们身上有刮过的风。我们里面有三一神作我们
的生命，外面有同一位三一神作我们的权柄。因此，我们就是召会。
从行传二章的耶路撒冷开始，在这地上只有一道水流，所有早期的门徒都在这道流里
行事、行动并作工。在这流里，没有两道水流，总是只有一个流。所有主所兴起的人，迟
早都被带进这个流里。„不仅如此，他们认识他们乃是身体，他们总是在一道神圣的水流
里，在身体里，并为着身体而行动。但愿我们都清楚到这样一个程度，使我们不仅认识复
活与升天，并且也在复活里生活，在升天里行动，不凭自己，乃在身体里，并为着身体，
且在一个流里。这是使徒行传这卷书的真实意义。
在职青年 & 中高中生篇
基督徒的你，里面有生命之灵。这个灵在你里面是生命、喜乐、智慧的源头。外面有能
力和权柄之灵覆盖着你。这个灵就像警察的制服一样，覆盖你的外面，为着你的活动，提供
权柄、刚强、方法、手段。警察如果不穿制服，即使他在路上吹警笛指挥路上的车辆，也没
有人会理他。但是，同一个人一穿上制服吹警笛的话，因着其权柄，人们就都会听从警察。
同样，你外面穿着属天的制服，即能力和权柄之灵。魔鬼撒旦、邪灵、恶鬼们都知道这件事，
非常害怕基督徒。然而。在权柄之灵之前，你首先必须是一个里面被生命之灵点活的活人。
因为让死人穿上制服也没有意义。
无论是在职青年、还是大学生、中高中生，你都需要凭着神的话和信，正确地认识自己
是谁。凭着神的话和信，意思是不凭你天然的感觉和希望。人的感觉会随着周围的环境和自
己的状态而改变。但是神的话不会变。请读神的话，操练自己的灵和信接受圣经的话。
彼前 1:24 因为“凡属肉体的人尽都如草，他一切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
谢，25 惟有主的话永远长存。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话。
你在公司和学校作为耶稣的见证人，请认识为了成为领导被重生、成为了神的儿女、基
督的兄弟、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另外，你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里面被生命之灵充满，外面
被权柄之灵充满这件奇妙卓越的事实。你决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感觉，轻视自己，或者骄傲。
不可以天然的谦卑，说“自己不行”
。另一方面，你即使成为了领导，因为是基督的一个肢
体，不是离开基督与召会成为领导。应该谦卑在身体中发挥自己的份。阿们！

经历：②召会在基督天上的职事之下，传扬福音
为着配合主天上的职事，腓利离开耶路撒冷往迦萨去（八 26）
。当他走在旷野里的时
候，他是在配合天上的基督。在旷野那里，有一个门徒是主能够推动的。祂对腓利说，
“你
上前去，贴近那车走”
（29）
，腓利就跑过去，听见太监正在念以赛亚书。你看见腓利如何
配合天上的职事么？借着这配合，就带领埃提阿伯的太监归向了主。这是腓利这一面的配
合，在生命里行动来传扬福音。
九章里的情形也很类似。亚拿尼亚定规是在祷告，于是一个异象从天上临到他。主借
着属天的电视向他说话，并引导他到扫罗那里！当属天电视的传输临到扫罗时，他也正在
祷告，而且看见亚拿尼亚来了！在天上尽职的基督和地上配合的扫罗与亚拿尼亚之间有一
个奇妙的三角关系，目标都是要领扫罗归向主。
十章里有一个名叫哥尼流的罗马百夫长，他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来告诉他差人
去请彼得。„〔但彼得〕与他们同往，哥尼流和他的家人，可能还有他的士兵，都一同归
向了主。
这是正确的传福音。这不是由差会所组织起来的一个运动，而是在基督天上职事之下
生命里的行动。基督是头，执行祂作头的权柄，在各处推动祂的门徒。他们也很儆醒，回
应祂天上的职事。我盼望在主恢复里的传福音也能如此：在生命里得胜的行动，在基督的
元首权柄之下，与祂天上的职事配合。
服事(福音的传扬)篇：
在神户的召会，2017 年上半期（Q1-2）受浸了 32 位。主啊，赞美你。以前，一年最
多受浸过 184 位，但是神户的度量（主日 125～145 位）
，无法照顾这么多的人。几年都
能受浸 100 位以上，是新路的第一步，
“生”的一大进步，可以说对在日本打开福音的突
破口有重大的意义。
新路的第二步就是，
“牧养”
。一方面，质是从量来的，所以没有一定程度的量，就无
法期待得着好的器皿。另一方面，从神户牧养的度量来考虑，一年得到大约 60～80 位的
人数是合适的。愿在下半期(Q3-4)也能受浸 30 位以上的平安之子。
在日本，虽说福音渐渐地变得容易传扬，日本还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君王撒旦的管治力
非常强，典型的撒但的国度。我们为着在身体中争战属灵的战争，需要祷告在同一个灵和
同一个心思里争战。
“主耶稣，日本与以前相比，撒但的管治正在变弱。召会要传扬福音，
更加使撒但蒙羞”
。
弗 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11 要穿戴神全副的
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
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腓 1：27 就是你们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同魂与福音的信仰一齐努力；
基督是身体的元首，在他天上的职事中为着福音的传扬在行动，给我们，即身体的肢体以
感觉，指导我们。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福音的传扬是与基督天上职事相呼应的工作，是
身体中的工作。哈利路亚！

约翰福音 10 章的里程碑：宗教中瞎子的需要―生命的牧养

By 神大 BSG OB/OG
约 10: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不从门进羊圈，倒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
强盗。2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3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著名
叫自己的羊，领它们出来。4 当他把自己的羊都放出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
认得他的声音。5 羊绝不跟着生人，反要逃避，因为不认得生人的声音。
7 所以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8 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
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9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要得救，并且必要入，必要出，
也必要找着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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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那作雇工的，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
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跑了，狼抓住羊，把它们赶散了；13 雇工逃跑，因他是雇工，并不
顾念羊。14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那属我的，那属我的也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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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节的羊圈象征律法，或犹太教这律法的宗教。神的选民被看守、监管在其中，直等
基督来到。这件事在原则上我们也是一样。人长到一定年龄（中学生）
，就可以凭自己的
意愿选择主，相信主。但是，在之前，为了有合适的成长，需要在文化中被保护。对犹太
人来说，犹太教的律法就是其保护，对日本人来说，日本的文化就成为保护。日本人需要
按照日本文化的教养、礼仪、常识来被培养。不这样的话，就会变成动物一样的野蛮人，
在社会上生活会很困难。
接着 1 节的羊圈的门，就是主耶稣。羊群在夜晚，必须留在圈中。但是白天就要从圈
中出来，来到绿色的草场，享受小河的新鲜的水，和绿色的牧草。
如果宇宙没有主耶稣，人就不能从圈中出来来到并享受草场。但是，感谢神。祂确立
了一个门。那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一面在十字架上流血背负了人的罪，清除了神与人之
间罪的障碍物。另一面，他释放了他的生命，把生命分赐到人里面。借着主的血和主的生
命，主成了门。人通过这个门可以进入到神的生命之丰富的享受中。
基督是门，为着彼得、约翰、雅各、保罗等神的选民，在基督来到以后，从律法的圈
里出来。你也可以通过基督这个门，从文化的圈中出来，进入到绿色草场的享受中。在第
9 章，得以看见的瞎子，就是这样的一只羊。他被主从犹太教的圈中带出来了。因此这一
章是第 9 章的继续。
9 节的草场，象征基督是羊得喂养的地方。草场不能用时（例如，在冬天和夜晚）
，羊
必须留在圈中。等到草场能用了，羊就不再需要留在圈中。留在圈中是过渡且暂时的；在
草场上享受丰富才是终极且永久的。基督来到以前，律法是看守人的地方，在律法之下是
过渡的。现今基督既已来到，神所有的选民就必须从律法出来，进入祂里面，享受祂作草
场，这该是终极且永久的。
主是好牧人，你是羊，呼喊着你的名，把你从羊圈带领到草场。感谢牧人亲密而甜美

的说话！10 节说到“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这里的“生命”是希
腊文，zoe，奏厄。在新约里是指永远、神圣的生命。11 节的“生命” 希腊文，psuche，
朴宿克，意魂，即魂生命。后文同。主是人，有朴宿克的生命，人的生命；祂也是神，有
奏厄的生命，神的生命。祂舍了祂的魂，祂的朴宿克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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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使他们藉此得以合为
一群，归于祂这一位牧人之下。祂这位好牧人，就是这样，并为着这目的，以神的生命喂
养祂的羊。
人们在幼年的时候，被保护成长在各自的文化和宗教的圈中。之后，人们就可以通过
基督这道门，罪得赦免，生命被分赐，进入到草场的丰富的享受中。但是很多人由于不接
受基督就没有门。结果，被迫继续留在文化和宗教中（只是，这里不是说文化的所有方面
都是错的）
。实际上，很多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不喜欢日本文化的固定观念和形式主义。
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出口，一边批判一边也不得不留在其中。例如，2015 年 12 月发生的电
通的东大毕业生年轻职员自杀事件，原因就在于日本文化“无视效率，主张忍耐论”产生
的异常加班，以及休息日上班。加班过度会极度地降低效率。但是日本人即使效率很低，
也不在意，企图用加班来填补。年轻人虽然鄙视这种不合理的想法，但是也没有从其中逃
出来的道路。
但是，感谢主。人一信主，就有门，就可以从人的文化和宗教的范畴移到神圣生命（奏
厄的生命）的丰富享受的范畴来。你想要继续留在文化的监护，只会暂时起作用的文化中
吗？还是想要在文化中受保护后，进入到绿色草场新鲜的丰富的享受中呢？基督已经死在
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中复活了。那是为了使他成为门，带你到绿色草场的享受中。有关
牧人和绿色草场的美妙享受，请朗读并唱以下诗歌。

The Lord’s my Shepherd, I’ll not want
1. The Lord’s my Shepherd, I’ll not want;
He makes me down to lie
In pastures green; He leadeth me
The quiet waters by.
2. My soul He doth restore again,
And me to walk doth make
Within the paths of righteousness,
E’en for His own name’s sake.
5. Goodness and mercy all my life
Shall surely follow me,
And in God’s house forevermore
My dwelling-place shall be.
16 节中的一群，有一位牧人。各种各样国家的人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长大。如果他们不
从自己的文化中出来进入生命的牧养下的享受中的话，人们就不能成为一群。因为文化的
差异产生冲突。基督是好牧人，是羊圈的门。哈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