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 借着作群羊的榜样，按着神牧养神的
群羊
(国际长老责任者训练)2018/12/3-12/9

Ⅰ．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乃是按着神的心意牧养
神的群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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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我们必须看见神在祂经纶里的心愿，喜悦，是
要作活水的泉源，源头，将祂自己分赐到祂的选民
里面，作他们的满足和享受；这享受的目标是要产
生召会，神的配偶，作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好成
为神的丰满，使祂得着彰显：
耶 2:13 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
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
水的池子。
①我们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饮于神而成为祂的
扩增，作祂的彰显，反倒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凿出池
子（预表偶像）顶替神作我们的享受。
②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超过了对
主的爱，或在我们的生活中顶替了主；凡我们所有
的，甚至凡我们所是的，都能成为偶像。
③我们的平安、安全、健康和财产，也许成了我们
的偶像，而神在祂的定旨上是信实的，祂取去这些
东西，为叫我们饮于祂这活水的泉源；在引导我们
进入祂的经纶上，神是信实的，祂的经纶是要我们
享受基督，吸取基督，喝基督，吃基督并吸收基督，
好叫神在我们里面扩增，使祂得着彰显。
【月】
Ｂ．我们必须被带回到这个领悟：我们需要基督作
我们的享受；我们也必须帮助别人认识如何享受基
督，并把被岔开的信徒带回到单纯里，真正珍赏、
宝爱并享受主耶稣基督自己宝贵的人位，作他们的
生命和一切：
林后 11:3 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
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就象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
一样。
①享受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召会生活中
首要的事；召会生活的内容在于享受基督；我们越
享受基督，召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
②哥林多前书是一卷论到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
书；我们对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这赐生命之灵
的享受，解决召会中一切的难处。
林前 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
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火】
Ⅱ．我们必须借着作群羊的榜样而牧养神的群羊；
使徒保罗作为所有信徒（就是基督身体众肢体）的
榜样，活基督以显大基督，作祂的继续：
徒 20:19 服事主，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又因犹
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
20 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
的，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我都教导你们。

Ａ．保罗是基督的门徒，他看见基督，听见基督，
并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
Ｂ．保罗是基督所拣选的器皿，以盛装祂，被祂充
满，并涌流祂作祂的丰满。
Ｃ．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
Ｄ．保罗倚靠身体，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为着身
体作一切事。
Ｅ．保罗实行呼求主名。
【水】
Ｆ．保罗凭包罗万有之耶稣的灵（一个有充足力量忍受
苦难之人的灵）而活，为着他传讲的职事，就是在人的
生命里，在人类中间为着人类之受苦的职事，以建造基
督的身体。
Ｇ．保罗活在他调和的灵（神的灵与他这人的灵调
和成一灵）里。
Ｈ．保罗在素质一面被喜乐的灵所充满，为着他的
生存；他也在经纶一面被能力的灵充溢，为着他的
功用。
Ｉ．保罗操练自己，常存无亏和清洁的良心。
Ｊ．保罗过一种生活，常常在主里喜乐，不住地祷
告，凡事感谢祂。
Ｋ．保罗与神联合，并受神协助，在耶稣的名里放
胆讲说福音，以扩展耶稣的见证，直到地极。
徒 20:27 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告
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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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
Ｌ．保罗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圣徒，并在基督的
神性里，以神永远经纶的一切真理喂养他们；在
他的生活中展示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
徒 20:31 所以你们应当儆醒，记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地流泪劝戒你们各人。
Ｍ．保罗是以弗所长老的榜样，表明长老对召会该
如何：
①他作奴仆服事主，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历经试
炼。
②他牧养圣徒，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都教
导他们，向他们宣告神一切的旨意，一切关于神永
远经纶的事。
③他有负担要长老们看见，神宝爱召会，以及召
会在神眼中宝贵、超绝的价值，使长老们和神一
样宝爱召会；他劝戒长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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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节）。
④他警告长老关于神圣建造的毁坏者——就是那
些豺狼，不爱惜羊群，以及那些说悖谬的话，要勾
引门徒跟从他们的人。
⑤他个别接触每一位圣徒，告诉长老们要记念“我
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戒你们各人”
（31 节）
。
⑥因着保罗看见神呼召的独一目标乃是建造基督
的身体，并且基督是借着身体建造身体，他成为以

弗所长老的榜样，尽功用成全所有圣徒，
“目的是
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使所有
圣徒都能在生命里长大，照着自己生命的度量在
生命里尽功用，成为生命的供应，使“身体渐渐长
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16 节）
弗 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
并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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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Ｎ．保罗第四次尽职的行程特别给我们看见他的
生活——他活基督，显大基督，在基督里作一切事，
并竭力追求基督，好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
腓 1:19…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
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20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
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21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①在使徒漫长、不幸且受监禁的航程中，主保守使
徒在祂的超越里，使他能活出一种生活，远超忧虑
的境域；这种生活是全然尊贵，有人性美德的最高
标准，彰显最高超的神圣属性。
②这是耶稣在祂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再次活
在地上！这是从前活在福音书里那奇妙、超绝、奥
秘的神人，借着祂许多肢体中的一个，在使徒行传
里继续活着！这是成为肉体、钉死十架、复活、被
神高举之基督的活见证人！
③保罗在他的生活和职事中，将真神彰显出来；这
位真神在耶稣基督里，经过成为肉体、为人生活、
钉死十架、复活的过程，成了包罗万有的灵，活在
使徒里面，并借着他活出来。
④在风暴的海上，主不仅使使徒成了与他同船之
人的主人，也使使徒成了他们生命的保证人和安
慰者；如今在平安的陆地上，主不仅进一步使他
在迷信的人眼中成为神奇的吸引，也使他成为土
人的医治者和喜乐。
⑤保罗所受从罗马来的弟兄们热烈的欢迎，和在
部丢利弟兄们爱心的关切，显出早期召会和使徒
之间美丽的身体生活：
ａ．表面上，使徒是个在捆锁中的囚犯，进入撒但
所霸占之帝国的黑暗首都；实际上，他是基督的大
使，带着基督的权柄，在地上神的国中，有分于基
督的召会之身体生活里的另一部分。
ｂ．当他在撒但的帝国（在旧造里撒但的混乱）受
到宗教的逼迫时，他在神的国（为着新造的神圣经
纶）中享受着召会生活；这对他是安慰，也是鼓励。
Ｏ．召会的终极结果乃是要来在永世里的新耶路
撒冷，作神完满并永远的彰显；这该是今天一切
福音传扬的实际和目标，正如我们所跟随使徒保
罗的榜样——“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
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使 28:31）。 【土】

经历①：把自己交在信实的神训练的手中
同对儿子所讲论的，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
我们相信主耶稣时，也许期望有平安和祝福。 教，被祂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6 因为主所爱
但我们也许反而有了许多难处，失去了我们的安 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7 为了受
全、健康或财产。有些基督徒经历这样的事，就疑 管教，你们要忍受。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子；那有儿子
惑神的信实，问说为什么神不阻止艰难临到他们。 是父亲不管教的？
我们要领悟，神允许我们有难处，但祂在祂的 10 肉身的父是在短暂的日子里，照自己以为好的管
定旨上是信实的，就是要使我们转离偶像，带领我 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们归向祂自己。我们的平安、安全、健康和财产， 使我们有分于祂的圣别。11 一切的管教，当时固然不
也许成了我们的偶像，而神是信实的，祂取去这些 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给那藉此受过操练的
东西，为叫我们饮于祂这活水的泉源。我们的房屋 人，结出平安的义果。
或财产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就是饮于它们，不 林前 7:24 弟兄们，你们各人是在什么身分里蒙召，
是饮于神；神的信实就是要对付这些偶像，好使我 仍要与神一同留在这身分里。
们饮于祂。…在引导我们进入祂的经纶上，神是信 FN“与神一同留在这身分里”: 信徒蒙召后，外面
实的；祂的经纶乃是要我们喝基督，吃基督，享受 的身分不需要改变，里面的光景却需要改变，就是
基督，吸取基督，并吸收基督，好叫神在我们身上 从无神改变到有神同在，使他们不论在什么身分
得着祂的扩增，以完成祂的经纶。这就是神的信实。 里，都与神是一，并有神与他们同在。
新人篇
祷告：“哦！主耶稣，我不知道我真正的需要，但
弟兄的见证：我在职第二年的时候，不可思议的是 袮知道。我将自己交在父神的训练里。首先，里面
神户的一家小公司把我挖角到神户来。因着主的 转向主，向主敞开交通。同时，也向弟兄姊妹敞开
带领，我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为着召会的兴起来 自己。使我在苦难中能够看见神的经纶。阿门！”
的，所以我想工作当然也会顺利。但去了公司后,
经历②：以神的经纶为人生的目标
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我是被挖角过来
保罗不仅教导〔以弗所的〕圣徒，顾到他们的
利益，
并顾到对他们有益的事；他更向他们宣告神
的，被安排住在人工岛上董事长所拥有的大楼里。
因着这缘故，就遭受了从老一辈员工来的强烈攻 的旨意、神的计划、并神的经纶。毫无疑问，保罗
教导了以弗所人许多关于神新约经纶的事。
击。此外，因着年轻就受到董事的待遇，这个点也
同样的，所有长老都必须学习什么是神新约的
引起他们的嫉妒,结果就被降职。我无法理解为什 经纶，并向圣徒指明出来。因着认识神永远的经纶，
么我是因着主的引导来到神户,这样的环境还会 大多数圣徒就会有坚固的根基，并深深地扎根。今
发生在我身上。为着从这些不愉快的环境中出来, 天大多数基督徒只接受肤浅的教训，受教导要良善、
我也想过要转职,但觉得都没有主的带领,没有办 谦卑、爱人、仁慈。…关于神新约的经纶、神永远
的计划、以及神为着召会的计划，这些事在他们中
法只好继续留在那家公司。这些不愉快的环境越 间完全欠缺。因此，我们中间所需要的乃是关于神
来越多,我有时候就会问主，“主啊,为什么这些 永远经纶正确、合乎圣经的神圣启示。
长老必须学习一切关于神经纶的事，并深入
环境会临到我身上？”。但从来都没有从主那里
其中。
…他们就能告诉圣徒关于神的经纶，借以安
得到我所期待的答案。
之后我了解了，在被降职的情况中,事实上学了很 慰灰心的。对灰心的人来说，听到神的经纶并接受
这样高的呼召，乃是极大的安慰和激励。我们今天
多事,在之后转职到的公司里这样的经验非常有 在恢复中所面临的难处，主要的是由于对神永远
用。例如,在生药的制造现场，在浑身是粉的作业 的经纶缺少深入的领会和体认。
过程中，学到了解决生药制药的压片（药片的制作
中高生/大学生篇
过程）问题的秘诀。在之后转到大公司时, 没有人
因为你是为了神的经纶而得救，所以神的经
可以解决同样是发生在生药制药压片时的问题， 纶必须是你的人生目标。请唱以下的诗歌。
但这样的经历让我马上就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当
主呼召我们在这里，是为神永远的经纶，
时，我觉得苦是因为不理解这是为着我的益处的
这是我人生的目的，是我生活的中心！
主的训练，我可以见证在主的手中为我安排的环
三一神化身成为人，为使人变化成为神，
境，没有不足也没有超过。主的训练是经过深思熟
祂钉死、复活成为那灵，今在我灵里作我分。
虑的，是完美的。这样的经历，使我之后无论有什
愿神这永远经纶异象，定住我心中每个方向，
么样的环境，都学习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哈利路
光照我，使我灵里发旺，更刚强，
亚！赞美主。请读以下经节。
好模成基督荣耀形像，在生命中作王，
来 12:5 你们竟全然忘了那劝勉的话，就是对你们如
将圣城撒冷带到地上。

God has called us for His purpose,
节，身体的建造不是使徒们个人的工作；身体的建
His economy so glorious,
造乃是众圣徒的责任。……圣徒们被成全是为着
For which He was fully processed;
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节里的“目
Consummated now is He!
的是为着”和下文的“为着”，原文也有“结果是”
As the Spirit, He indwells us;
的意思。圣徒被成全的结果，乃是职事的工作，其
As our God allotted portion,
结果又产生基督身体的建造。身体不是由使徒和
Working out His full salvation,
其他领头的人直接建造的，乃是由圣徒直接建造
Making us the same as He is.
的。
Oh, may a clear, controlling vision of
青职/大学院生篇
The Lord's economy direct my heart,
在职青年和大学院生们，请跟从神学习牧养
And burn in me until my spirit's
人。你在内里拥有重生的灵，在外面拥有神的话。
wholly set afire!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用主的话鼓励福音朋友或者久
With spirit strong and active we'll
不聚会的兄弟姐妹们，将其应用到自己实际的情
press on
况里，请为他们与祈祷的小组成员一起祈祷。操练
To consummate God's goal—
重生的灵，为新人祈祷，在交通的时候，主会给你
New Jerusalem, Hallelujah!
带来感觉，引导你。顺从这个引导，你可以出去访
你在学校的学习或应试学习的最终的目标， 问，或者用 LINE 发送消息来牧养人。这就是跟从
是神的经纶。神为了这个经纶，经过成为肉体，人 神进行牧养的事。为了像这样跟从神牧养人，你必
性生活，死，复活的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赐生命 须对主和兄弟姐妹敞开。没有敞开的人即使听了
的灵进到你里面，重生你的灵，使你成为神的孩子， 别人的话也不会记住。因为自己的观念和喜好很
基督的弟兄，基督身体的肢体。现在你在召会生活 强，所以不能接受主和弟兄姐妹的带领。请以开放
中，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每天享受基督，将基督 式心态有份于召会生活的侍奉。
供应给人。这样做是建造基督的团体身体，团体的
开放式心态对于工作和研究也非常重要。所
显大基督，羞辱撒旦。你得救不是为了低的目标， 谓接受别人的帮助，其实就是赎回时间。开放式心
譬如为了你有好的生活。学生的时候特别在学习 态是学习其他人的想法和方法，有效地到达终点
上请主观的经历基督作你的智慧，能力，忍耐力， 所必需的。在与主交通的时候，如果能敞开心，脱
记忆力。你学习不只是为了提高成绩，乃是要在学 离天然的观念来交通的话，就会成为开放式心态
习中赢得基督。
的良好训练。
每天早晚，为了实行神的经纶，请更新奉献。 祷告：“哦--主耶稣，为了我正确地建造召会，
这样的话，你的前途必定因着神的经纶而越来越 尽功用，我需要被成全。我向你和带领我的弟兄
放光。
姊妹敞开。放下我自己的意见，向主的带领敞
祷告：“哦，主耶稣，我得救不是为了享受好的
开。我不照着自己的喜好，乃是希望能跟从神牧
生活，而是为了神的经纶。感谢我有极好的目标
养人。”
的。开我的眼睛，让我更加看见神的经纶的荣耀
异像。为了推动神的经纶的往前，每天早晚，更
新奉献。阿门！”。
经历③：所有的弟兄姊妹得成全，
不跟从自己而跟从神牧养人
〔在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
“祂用自己的血”〕
指明神宝爱召会，以及召会在神眼中宝贵、超绝的
价值。这里使徒没有说到召会的神圣生命和性质，
如在以弗所五章二十三至三十二节，乃是说到召
会的价值对神犹如珍宝，是祂用自己的宝血所买
来的。保罗盼望作监督的长老，和神一样宝爱召会。
圣灵和神自己的血，二者都是神给祂所宝爱
之召会的神圣供应。圣灵就是神的自己，神自己的
血是指神的工作。神救赎的工作把召会买来，然后
神的自己，就是那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借着监督
照顾召会。
以弗所三章二节说到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四
章十二节说到基督身体的建造。……神恩典的管
家职分并不仅限于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不要认为
保罗是这样一位管家，而你不是。保罗在这里的用
意，是要使圣徒有深刻的印象，看见他们都得了神
恩典的管家职分，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根据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