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應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 

第六篇 

進入基督天上職事裏美妙的牧養， 

 作神的奴僕牧養神的召會， 使神的夢得着應驗 
(Entering into Christ's Wonderful Shepherding in His Heavenly Ministry to 

Shepherd the Church of God as a Slave of God f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Dream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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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過的永遠 地上的職事 天上的職事 (就職) 備註 

基督 
人子(顧惜) 人子+神子(餧養) =牧養 

四福音書 使徒行傳啟示錄 開始 

新的彼得 ◎ 
撒網的職事 

建造召會的職事 
繼續 

(猶太與外邦) 

徒2:36 所以，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 

              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了。 

徒10:36 祂藉著耶穌基督(祂是萬人的主)傳和平為福音，將這道傳給以色列子孫。 

新的保羅 -- 完成的職事 延續和發展 

新的約翰 ◎ 修補的職事 加強 

新人 (召會) -- 新約獨一的職事 新耶路撒冷 



我們需要進入基督天上職事裏美妙的牧養，享受並供應基督，作
神的奴僕(服事)牧養神的召會，使神的夢，就是神永遠的定旨，得
着應驗(the fulfillment)—羅一1，加六17，可九7～8，弗三11：[異象啟示] 
神的夢乃是祂永遠定旨的夢，要得着伯特利（神的家，神人相互之居所）的實
際；神在這孙宙中只作一件事 —建造祂永遠的居所，使祂得着永遠的彰顯。 

基督作爲奴僕救主而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serve)人；祂這位羣
羊的大牧人從前服事我們，現在仍是服事我們，將來還要服事我們—可十45，

路二二26～27，十二37，來十三20，啓七17，創四八15。[作服事的榜樣] 
每當我們有需要時，我們能來(can come)到主面前，讓祂服事我們，好使祂能藉
着(through)我們服事別人；奴僕救主作爲賜生命的靈，將自己作生命分賜到我
們裏面，使我們能成爲(can become)祂將自己作生命分賜到別人裏面的憑藉(the 

cannel)，如此，祂就藉着我們牧養別人。[祂先來服事我們] 
我們在時間裏對主的事奉(service)，乃是爲着在來世(國度時代)和永世(新耶路
撒冷)裏對祂的事奉作豫備—太二五21，啓七15 ， 啓二二3： 
• 我們在神面前的用處乃是我們與祂調和(being mingled)的結果；神在我們裏面的成分(the 

measure)有多少，就是我們在神面前的用處有多少。神在時間裏惟一的目標，就是要將
祂自己逐日(day by day)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能完全與祂調和(be fully mingled with 

Him)；我們所有的事奉，都在於神進到我們裏面並從我們裏面透出來(all our service is a 

matter of God coming into us and coming out of us)。 

基督是神家中的管家(the Steward)，使我們成爲分賜(dispensing)神的奧祕與神諸
般恩典的眾管家，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祂的家庭行政。[管家職分, oikonomia]  

※[壹] 與基督天上的職事配搭牧養以完成神家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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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神的羣羊，就是作聖徒魂的牧人和監督(Overseer)，顧到他們
裏面各部分的益處，並與那監督他們眞人位光景的主(基督)是一 

，而爲聖徒的魂儆醒(watch over,孚望)—彼前二25，五1～6，來十三17。 
徒20: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召會， 
              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 
彼前2:25 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了。 
彼前5:2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羣羊，按着神監督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不是爲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於熱切； 
彼前5:3 也不是作主轄管所委託你們的產業，乃是作羣羊的榜樣。 
來13:17 你們要信從那些帶領你們的，且要服從；因他們爲你們的魂儆醒，好像要交賬 
              的人；你們要使他們歡樂的作這事，不至歎息；若歎息，就與你們無益了。 

爲着羣羊的緣故，長老必須(must)每天享受主作恩典和真理，使他們成爲恩典
和真理的分賜者(dispensers) —弗三2，提前三2下，五17，提後二24～26，多一9。 
爲着羣羊的緣故，長老需要每日買油(太二五3～4，9)，付代價得着更多的那
靈—藉着買神經綸的真理(箴二三23)；買火煉的金子，使他們向着神富足；買
白衣，使他們憑活出基督而穿上基督；並買眼藥，就是膏抹的靈，以醫治他們
的瞎眼(啓三18)。[老底嘉] 

啓3:17 因為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 
             貧窮、瞎眼、赤身的。 
箴23:23 你當買真理，不可出賣；要買智慧、訓誨和聰明。 

爲着羣羊的緣故，同工和長老需要作忠信精明的奴僕，顧到主的家業，並運用
他們屬靈的恩賜，將神話語的食物，就是神經綸完全的福音，分給罪人、信徒
和召會—羅一1，太二四45～47，二五22～23。 

※[貳&叁] 長老的職責—作榜樣、作監督、不作主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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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不該作主轄管神的羣羊，就是神的產業；眾召會是神的產業 

，分配給長老們作他們受託的資產，蒙神委託他們照管： 
作主轄管別人，就是操權管轄被治理的人(太二十25)；在信徒中間，我們都是
弟兄，惟有基督是我們的主、我們的主人、和莊稼的主(二三8，10，路十2)。 

召會中的長老只能帶領(不能作主)，作羣羊的榜樣，領頭事奉並照管召會 

，使信徒可以跟隨—彼前五3，帖前五12～13，提前四12，五17。 

我們不該告訴聖徒住在那裏，作甚麼，或去那裏，卻沒有指引他們去禱告以尊
崇作身體元首的基督：[間接/居間/組織 vs 直接/頭手的/生機的同在] 
• 你憑自己替別人定規任何事，這對作身體元首的基督都是一種侮辱；我們沒有一個人
應當告訴別人該去那裏；這對主是何等的侮辱！（西二19，弗四15～16。） 

• 你若告訴別人該遷移到那裏，你就必須悔改，還要求別人赦免你，因爲你指示他們該
作甚麼；這樣作就篡奪了主的地位，把自己當作主。[亞居拉&百基拉] [羅馬哥林多以弗所] 

• 關於你在主恢復裏的任何行動，你必須直接到主面前去禱告；你必須有把握是主差遣
你；每一件事都必須帶到主的面光中，並且每一個人都必須禱告，直到清楚主的引導。 

我們也必須核對一下，我們從主所得的引導是不是與基督身體的感覺一致： 
• 假設領頭的人經過許多禱告以後，對某件事情有真實的負擔，他們該藉着交通把負擔
傳給眾聖徒，並請求眾聖徒禱告；最終，聖徒會從主得着個人的引導，於是有所行動。 

• 如果你未經禱告和交通就遷移到某地，當試煉、患難和逼迫臨到的時候，你就會搖動 
；如果你有禱告並交通，你就會有把握是主差遣你到那裏；無論外面環境如何，你絕
不會爲着你的遷移後悔。[夠多的禱告+透徹的交通+身體的感覺…] 

對於指引或控制(directing or controlling)青年聖徒婚姻，我們需要謹慎(careful)： 
• 我們所能作的就是供應他們生命；我們必須幫助他們仰望主的引導，學習如何在靈裏
生活行動，幫助他們不要沉湎於情慾，不要有自己的愛好和揀選。不控制、不撮合、
多為他們有禱告。[作基督與召會的彰顯、得著終生事奉的活力伴、成為召會建造的基層] 4 



我們需要在凡事上(in everything)並在各方面(in every way)照顧(take 

care)聖徒，好將基督分賜到他們裏面： 
長老必須(must)供應基督，應付各種人的需要，經常接觸人，探訪他們，並邀
請他們到家中喫飯—提前五1～2，代下一10，西一28～29，猶12，約十二1～11。 

我們必須(must)接觸聖徒，將基督作爲對付罪的生命供應給他們；基督的生命
是對付罪的生命—利十17： 
• 如果我們要去供應基督給一個一直犯罪的人，我們必須信靠主，好叫我們靠着那靈有
恩典，使他剛硬的心柔輭下來—羅二4，多三3～4，參來三13。 

來3:13 總要趁着還有稱爲『今日』的時候，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 
            心就剛硬了。 

• 我們不需要題起他的輭弱、過錯或罪惡，因爲供應到他裏面基督的生命會醫治他，殺
死病菌，消除難處，並建立起永久長存的那靈的一。 

• 我們必須盡可能恢復墮落的聖徒；卽使花八個月到一年的時間，使一兩位犯罪的聖徒
得着恢復，那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加六1～2，約壹五16上。 

• 這就是擔當神子民的罪孽，並解決神子民的難處；再者，這種憑着那靈並在愛裏的服
事，會在召會生活中維持那靈的一實際的路/要素—西三12～15 [基督仲裁的平安]。 

西3:12  所以你們旣是神的選民，聖別蒙愛的人，就要穿上憐恤的心腸、恩慈、卑微、溫 
             柔、恆忍。 
西3: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容忍，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 
            怎樣饒恕人。 
西3:14 在這一切之上，還要穿上愛，愛是全德的聯索。 
西3:15 又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仲裁，你們在一個身體裏蒙召，也是爲了這平安； 
            且要感恩。 

※[肆] 長老作聖徒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5 



長老們彼此交通時，需要在說話上受限制/不作頭—約六63，徒六10： 
約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徒6:10 司提反憑智慧和那靈說話，他們抵擋不住。 

遮蓋別人的罪、缺點、短處者，會享受、得着並接受祝福；揭露卻帶進咒詛 

—箴十12，雅五19～20，創九21～27 [含 vs 父親挪亞]。 
箴10:12 恨能挑啓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Love covers all transgressions[愆]) 。 
提前1: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受的；在罪人中我 
                是個罪魁。 

作長老的必須知道，他們在牧養時，必須遮蓋別人的罪，不可計算別人的惡。 
林前13:5 不作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愛的定義] 
林前13:6~7 不因不義而歡樂，卻與真理同歡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遮蓋一切，不僅遮蓋好事，也遮蓋壞事；凡揭露召會中肢體的缺點、短處和
罪惡的，就沒有資格作長老—參太二四49。[積極面]  

太24:49﹝那惡僕﹞就動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僕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喫喝， 

長老不該說毀謗的話（毀謗就是粗暴或惡意的責備或批評，用辱罵的言語攻擊
人）；聽毀謗的話，與說毀謗的話一樣要負責任；如果召會要維持合一，弟兄
姊妹就需要抵擋毀謗的話語—林前六10，參民六6，利五3。[消極面] 
罪的感覺是由認識神而來的；照樣，對於毀謗的話的感覺，乃是由認識身體而
來的；毀謗的話乃是與身體之見證相反的—林前一10。 

神絕不會將權柄交託那些天性喜歡批評別人的人；一面說，長老對人應當有清
楚的眼光，極有鑑別力；另一面說，長老應當在屬靈上是瞎眼的[有屬靈的瞎眼] 

(…they should be blind spiritually) —弗四29～32。 6 

※[伍] 在愛中按著神彼此牧養以帶進祝福 



經節 有愛 沒有愛 

箴十七 9 遮掩人過的，是尋求愛 重題舊事的，離間密友 

雅五 20 遮蓋 揭露 

創九 22～27 帶進祝福 (閃&雅弗) 帶進咒詛 (含)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Love covers all transgressions[愆]) —箴十 12 下：  

愛是『凡事包容』(林前十三 7上)，意卽遮蓋一切，不僅遮蓋好事，也遮蓋壞事： 

• 『作長老的必須知道，他們在牧養時，必須遮蓋別人的罪，不可計算別人的惡』— 活

力排，八九頁：  

『凡揭露召會中肢體的缺點、短處和罪惡的，就沒 有資格作長老』—九○頁。 

『若揭露在我們長老職分下，在我們牧養之下的肢體，這就廢除了我們的資格』。 

• 我們需要按着神牧養人，有遮掩一切過錯的愛—彼前五 2，箴十 12 下。 

 彼前 5:2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羣羊，按着神監督他們，不是出於 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不是爲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於熱切；  

 箴 10:12 下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最要緊的，是彼此熱切相愛，因爲愛能遮蓋眾多的罪』—彼前四 8。  

 彼前 4:8 最要緊的，是彼此熱切相愛，因爲愛能遮蓋眾多的罪。  7 



金燈臺生機的維持乃是基督天上的職事，在祂的人性裏顧惜眾召
會，並在祂的神性裏餧養眾召會，好藉着祂生機的牧養產生得勝
者—啓一13，二7，約十11，14，彼前二25，五4，來十三20。 

啓1: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袍，直垂到腳，胸間束着金帶[神子]。 

啓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 

          果子賜給他喫[餵養] 。 

約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爲羊捨命。 

約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那屬我的，那屬我的也認識我， 

彼前2:25 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了。 

彼前5: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着那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 

基督天上職事裏美妙牧養的目標，是要建造新耶路撒冷，以完成
神永遠的經綸；在永世裏，我們要享受寶座中的羔羊牧養我們，
一直領我們到生命水的泉—啓七13～17。 

啓7:13 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袍的是誰？是從那裏來的？ 

啓7:14 我對他說，我主，你曉得。他對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 

            ，洗淨了他們的袍子，並且洗白了。 

啓7:15 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祂殿中事奉祂；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 

啓7:16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一切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 

啓7:17 因爲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神也必從他們眼中擦去一切 

            的眼淚。 

※[陸&柒]與基督天上的職事配搭牧養以完成神家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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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創2: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
園子當中有生命樹，還有善惡知識樹。 

建造 

創2:12 並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裏又有珍珠和紅瑪瑙。 

創28:12 
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頂通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
上去下來。[天梯的異象與應許] 

創28:18 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頭立作柱子，澆油在上面。 

創28:19 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城起先名叫路斯。 

創造 約1:3 萬物是藉著祂成的；凡已成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成的。 

成為 

肉體 
約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
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救贖 

(人子) 
約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
罪的！ 

施膏 

(神子) 
約1:32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那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停留在祂身上。 

建造 

約1:42 
於是領他到耶穌那裡。耶穌看著他說，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你要稱
為磯法。（磯法繙出來，就是彼得。） 

約1:51 
又對他[拿但業]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天梯的應驗] 

人/神子 啓1: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袍，直垂到腳，胸間束着金帶。 

生命 啟22:14 那些洗淨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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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 

監督 
(治理) 

人的心 
調和的靈 

愛中牧養 

敬虔的生活 
(彰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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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 

獅 

牛 

人 

人性顧惜 

買/供應真理 
(神性餧養) 

生命等次 
(權柄) 

謙卑 
而不消極 


